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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 治学

瑞昌一中校长柯瑞坤：

德育活动使学生获得实践体验
本报讯（蔡晓波）1 月 10 日，瑞昌市夏畈
中学举办主题为“今天，我们怎样做教师”的
教育研讨沙龙，瑞昌市教体局副局长梁丽出
席并讲话，
瑞昌一中校长柯瑞坤、瑞昌第四中
校长李广熙应邀主讲。夏畈学区、黄金学区
教师代表 20 余人参加沙龙，
参与互动交流。
柯瑞坤指出，
只有认清时代，
才知道在这
个时代背景下，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教
师才能正确定位，
明确应树立怎样的质量观，

莘莘 学子

知道教什么、
怎么教。
教师应该有什么样的准备？他认为要
做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对未来有一个整体
的考量，并付诸行动。具体是：要懂得敬畏
教育，热爱教育，充满激情；要正确理解教学
质量，尤其要通过德育活动让学生获得实践
体验，更好地促进质量提升；要强化“一个教
师就是一门课程”的理念，永远注重身教的
力量；要有开发课程的意识，打破教师职业

相对封闭的系统，
适应教育的深刻变革。
教师应该怎样去做？他指出，一要仰望
星空，脚踏实地，因校制宜，因班制宜，顺势
而为，顺时而动；二要不断学习，掌握信息技
术，直面大数据时代对教育教学带来的新挑
战；三要了解新高考，适应新教育，要通过研
究新高考，理解新高考，撬动初中、小学教育
的变革；四要养成勤学习、善思考、常总结的
习惯，做有思想的教师。

徐琳怡：用文字书写青春
——九江学院女生出版 35 万字长篇小说《秦语》

二十岁走过全国四十多座城市，
完成三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
成为网络新晋小说家，
独立出版自己的长篇小说——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2015 级学生徐琳怡用文字书写着
自己的诗意年华，
她创作的 35 万字长篇小说《秦语》，
近日由江西人民出版九江学院分社筹
划正式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专业审读如此评价，
“这是一部洗涤心中尘垢，
温润人心灵
的小说”
“读《秦语》确有如沐春风之感，
能够涤荡头顶的雾霾”
。
据介绍，这是九江学院第一部由在校生独立创作的长篇文学作品。1 月 10 日，浔阳
晚报记者走进九江学院，
专访了徐琳怡，
探寻她创作的心路历程和成长之路。
□熊丹 浔阳晚报记者 樊绍红 文/摄

小时候很害怕写作文

徐琳怡经常在图书馆创作

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徐琳怡，一颦一笑
中自带江南女子独有的温婉和灵毓。当浔
阳晚报记者问她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道路
时，她笑称都是父亲逼出来的。徐琳怡小时
候是一个“怕作文”的学生，但父亲却要求她
每天都要写日记，哪怕是记流水账也要写，
而且每天父亲都会检查。从一开始应付父
亲，到后来慢慢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徐琳
怡的写作范围也从作文到读书笔记、小说、
散文、诗歌、影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而
且她的文笔变得娴熟，文字也更有温情。
高一时，
徐琳怡就开始动手写短篇小说，

学校的文学社就是她施展的舞台，每年她都
会有文章、
诗歌刊登在校报上，
尽管很多同学
会拿文章的内容和她开玩笑，
她仍乐此不疲。
爱好写作，自然也就喜欢看书。每个周
末，徐琳怡都要去逛书店，由于她的爱好，过
生日时，父母送给她的礼物都是书。而到了
寒、暑假，徐琳怡害喜欢约上几个好友出去
旅行寻找创作灵感。爱逛博物馆是朋友们
经常调侃她的话题。徐琳怡说每次逛博物
馆的时候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能作为写作
的素材，在精神上也能感觉跟历史里的人物
拉近了距离。

样样都要玩出精彩
来到九江学院读书后，徐琳怡发现大
学生活是那样的丰富多彩，爱好文学的她，
一口气加入了文学社、国学社等好几个社
团，还担任九江学院报文艺版面的编辑。
徐琳怡说大学生活让她的思维更加开
阔，给了自己更多的可能，也有时间和精力
去做喜欢的事情。跟多数“95 后”一样，她
也喜欢动漫、汉服、摄影、旅游……但从徐

琳怡的言谈中可以感受到她的喜欢并不是
泛泛而谈。喜欢动漫，除了每年都去动漫
节外，在九江学院的社团日活动上她还亲
自编排了一幕动漫舞台剧；喜欢旅游、摄
影、写作，她就开创了公众号，定期分享心
得、文章、图片……
完成专业作业后，徐琳怡每天晚上都
会花 2 至 3 小时去图书馆进行创作，平均一

家校 合作

连载数十万字的小说。兼任江西人民出版
社九江学院分社执行社长的陈晓松觉得徐
琳怡是可塑之材，便鼓励她把小说印刷成
书，此举也得到江西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
九江学院分社社长章华荣的大力支持。
江西人民出版社审阅《秦语》样稿后也
认为很值得出版，在文传学院党委书记汤
红莲、副院长吴疆以及班主任鲍鲳等领导

和老师的支持下，徐琳怡以笔名梦余欢著
作的长篇小说《秦语》最终得以付梓成书。
目前，徐琳怡又在酝酿下一部小说《天
囚》，而且已经有了基本的构思。她笑着向
浔阳晚报记者透露，第二部小说肯定会比
第一部写的好，同时，她非常感谢老师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帮助她走向文学的远方，她
的文学创作之路走得更远。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

第一次校园开放日 家长赞赏素质教育
本报讯（吴震宇 邵曼莉 刘璐）1 月 8 日， 课，对教师精湛的教学水平、科学合理的课
九江双语实验学校在中环路、重庆路两个校
堂设计连连称赞。一位家长听了英语课说：
区同时开展了第一次校园开放日活动，邀请 “这堂英语课我非常喜欢，学生以小组的形
家长走进学校，进入课堂，现场体验学校推
式分工合作，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学习中来，
行的素质教育成果，并现场观摩教学，和学
没有一个学生开小差，我的孩子来到九江双
生一起上课，零距离感受课堂魅力，了解孩
语实验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今天看到
子在校的真实学习生活情况。
他上台用英语表演小情景剧，表演得很好，
当日 8 时许，两个校区数百名家长代表
我非常开心。
”
兴致勃勃地走进班级。家长们通过亲自听
此次校园开放日活动，全面展示了九

九江外国语学校
诵读经典，传承文明
本报讯（杨红平）为了增进中学生对
传统文化的了解与热爱，培养团队合作精
神，1 月 8 日至 9 日，九江外国语学校举行
首届国学知识竞赛。
此次活动在濂溪校区初中部举行,通
过预选，初一、初二年级每班选出三位学
生组成代表队参赛。竞赛分“初露锋芒”
“同心协力”
“ 眼疾手快”
“ 巅峰对决”四个
板块进行，内容丰富，涉及传统文学、史
学、哲学等。
比赛现场气氛热烈，
选手们信心满满，
踊跃答题。期间，前来观摩的校级领导和
教师代表也兴致盎然，高声吟诵《沁园春·
雪》,寄寓了对学生的殷殷期盼之情。

浔阳小学举办主题足球节
本报讯（陈湘）2017 年 12 月 26 日上
午，由国际足球联合会、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国足球协会
主办，九江市教育局和浔阳小学承办的
2017 年国际足联 Live Your Goals (追梦)
女孩足球节在浔阳小学举行。
此 次 活 动 以 2017 年 国 际 足 联“Live
Your Goals”女孩足球节为主题，旨在鼓励
广大女孩儿积极参与形式多样的趣味足
球活动，让更多女孩儿体验足球生活、热
爱足球运动、享受足球快乐，吸引更多女
孩儿投身足球运动，不断扩大女足运动基
础。同时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调动学
生的活动积极性，强身健体，加强学生的
集体荣誉感，
培养团队精神。
参加活动的女足小球员们在指导员
的带领下分组进行了手拉手传球接力赛、
五人制足球赛、协调性控球、射门接力、趣
味颠球等丰富多彩的足球游戏，小球员们
兴趣盎然，活动现场气氛热烈。

长虹小学举办合唱节
天要写几千字，如果时间充裕，她还会多在
图书馆待一段时间，最多的时候一天写下
两万字。就是这样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
了长篇文学作品《秦语》问世。
创作《秦语》遇到思维瓶颈时，徐琳怡
曾把自己关在房间三天三夜。但最终还是
坚持了下来，而她的理由是：喜欢的东西一
定要去做，而且要做出精彩。

《秦语》付梓凝聚多方关怀
刚进九江学院不久，徐琳怡的写作才
华就被一位“伯乐”发现，这位“伯乐”就是
她的大学语文老师陈晓松。
大一的时候，陈晓松在课堂上布置了
一篇关于秋天的散文。当陈晓松批阅时，
他发现徐琳怡写的《秋天》文笔优美，对她
留下很深的印象，在之后的交谈中，又了解
到徐琳怡非常喜欢写作，而且已经在网络

致美 校园

江双语实验学校自 2017 年 9 月份以来在素
质教育和新的办学理念下进行的教育教学
成果。家长们不仅仅是简单地看到孩子在
学校的学习生活，同时还能对学校师生素
质 、教 师 教 学 水 平 的 一 个 全 面 检 查 与 考
核。这次活动，在学校与家庭之间、老师与
家长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更有效
地落实了“家校联动”，实现了学校、家长、
孩子三方共赢。

本报讯（项超）为了激发学生热爱学
校、热爱艺术、热爱生活的情感，培养学生
的歌唱爱好与技能，用歌声赞美美好的新
时代，九江市长虹小学近日在合唱教室举
行了第五届校园合唱节。
在活动现场，同学们化身为小小演唱
家和指挥家，连唱带跳，各展奇能。他们
深情并茂地演唱及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听
众们的阵阵掌声和欢呼声，也获得了评委
老师和家长们的一致好评。
合唱节，已经成为长虹小学品牌校园
活动之一，极大地丰富了孩子们的业余生
活，陶冶了情操，很好地提高了孩子们的
艺术素养，为学校的德育活动增添了华丽
的篇章。

鹤湖学校举行歌咏会
本报讯（陈爱林 阮智强）日前，九江
市鹤湖学校第十届“鹤之声”歌咏会在该
校体育馆拉开帷幕。本届歌咏会为期三
天，分为四八年级专场、六九年级专场和
二年级专场。本届歌咏会主题为“祖国万
岁，共筑中国梦”。活动内容主要分为“大
合唱”
和
“朗诵”两大块。
本届歌咏会比赛所设奖项为“最美声
音奖，最佳歌曲奖，最佳朗诵奖，最佳创意
奖，最佳编排奖”等 12 个奖项，所有奖项
排名不分先后。目的在于让所有参赛班
级没有比赛压力，充分地展现本班的独特
风采。
歌咏比赛活动，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
化生活，
展示了该校各班团结向上、朝气蓬
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激发了他们对艺
术的兴趣，
表达了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