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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国学开蒙礼 研学习礼仪
德安一小赴庐山秀峰研学

分享诗词之美 品读诗词之趣
九江学子踊跃参与《中国诗词大会》九江站比赛

学生着汉服行拜师礼。
本报讯（李煌煌 浔阳晚报记者 樊绍
红）11 月 3 日，德安一小组织全校小记者
来到庐山秀峰开展体验国学开蒙礼、拓印
实践研学之旅，让他们感受庐山深厚的历
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景观。
国学教育课上，
学生集体着汉服、
正衣
冠、
拜师扎、
朱砂启智、
击鼓明志、
朗读《弟子
规》，
学习和感受尊师孝亲、
崇德立志、
仁爱
处世的中华传统文化精髓，
树立
“善”
“正”
行
为规范，
汲取尊师爱学的思想精华。随后，
他们还聆听国学老师讲解庐山的由来和文
人墨客的诗词作品典故等，感受庐山深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秀丽的人文景观。
随后，学生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现场
制作拓片，通过亲身体验制作拓片，自己
动手用宣纸、墨包制作一张清晰的拓片领
会和感受古人的智慧与厚重的历史文化。
最后，学生们游览了秀峰参天、铁线
观音、聪明泉、李璟读书台、书卷广场、龙
潭等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自然美景。
此次研学活动让学生充分感受了祖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更好地传承中华
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拓展视野、丰富知
识，加深与自然和文化的亲近感，增加对
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公共道德的体验。
也体现出德安一小重视研学旅行教育，着
力提升学生的自理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教育理念。

濂溪区虞家河中心小学

本报讯（邱武飞 刘火保 浔阳晚报记者
童颖冰）
“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
美”，由教育部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策划
研发的大型栏目《中国诗词大会》，在全国掀
起了一股诗词文化热。作为第四季江西唯一
指定赛区，由九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九江市广
播电台承办的《中国诗词大会》九江站选拔
赛，于 11 月 4 日上午 10 时在九江一中八里湖
校区拉开帷幕，1800 余名不同年龄段的诗词
爱好者齐聚，
进行了选拔赛笔试部分的角逐。
为了确保本次比赛的顺利进行，九江一
中校领导高度重视，各部门与各年级部密切
合作，精心布置考场，整洁美化校园，并专门
抽调学生会人员做好当天的考生引导工作，
保卫人员把守各个路口，指挥进出校区的车
流，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上午 11 时，
《中国诗
词大会》九江赛区选拔赛圆满结束。
浔阳晚报记者了解到，
我市中小学生积极

二十四年前都昌首部校志诞生
袁银初专注教育志编纂

盛世修志，垂鉴未来；志载盛世，泽惠千秋。在 24 年前，
都昌县首部校志《苏山一中校志》诞生了。当时，苏山一中
当地数千名学生夹道欢迎校志进入校园，场面非常震撼。
透过一部乡镇中学的校志，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九江教
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写好乡村文化振兴这篇大文章，需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文
化自觉。通过修志进一步保护乡村风貌、传承乡村文脉、留
住乡村记忆、
重塑乡村文化。
□ 袁奇 浔阳晚报记者 洪永林

开展秋季研学活动
本报讯（刘琴）10 月 31 日，濂溪区虞
家河中心小学三至六年级的学生来到庐
山西海，开展以“走进自然 探索自然”为
主题的研学旅行活动。
进岛时，孩子们感受到了“水天相印
成一色，人船穿游翡翠里”的美妙意境；在
彩虹岛上，孩子看见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缤
纷的游乐世界；女神岛让学生身处山水之
间，感受山水之美。在特色外婆岛上，孩
子体验了江西最原始的农耕文化民俗，见
识了三级水车、脱谷机、站桶等农家用
具。最后，孩子乘船进入欢乐世界——观
渔区，近距离欣赏各种鱼。
据悉，学校还组织了一、二年级学生
前往浔阳文化研学基地，开展以“临长江
学历史 游乐园”为主题的研学活动，触摸
浔阳文化，穿越科普乐园，收获童年快
乐。丰富多彩的研学活动让孩子们近距
离地接触大自然，使孩子们在紧张的学习
之余放松心情、颐养身心。

经开区出口加工区学校

小手牵大手 文明一起走
本报讯（张道碧）热爱祖国，热爱九
江，热心公益，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讲究卫生，进入公众场合不随地吐
痰，不乱扔果皮纸屑，不吸烟，不向车窗外
抛洒异物；友善待人，乐于助人，宽容谦
让，微笑每一天；衣着整齐，仪表端庄，谈
吐文雅，举止文明；不随意采摘花草；遵守
秩序排队，不插队；
不攀爬雕塑、栏杆。
11 月以来，经开区出口加工区学校
向全体家长发放“小手牵大手，文明一起
走”倡议书 1200 余份。家长和孩子共同
签约，小手牵大手，共同承诺践行以上倡
议，积极行动，以实际行动讲文明树新风，
革除生活陋习，共创整洁、有序、文明的城
市形象，为把家乡九江建设成为全国文明
城市尽自己一份力，
增一份光。

参与此次比赛。东风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高子越
心来认真地去品读，从而感受诗词唯美的意
做《海选100分的试卷》考了96分。她跟随九江
境。孔子当年跟他的儿子孔鲤说过，
不学诗无
学院吴若飞老师学习诗词有三年过程中，
她成
以言，学诗可以让我们的语言变得更加优美。
本地背诵诗词作品，
《唐诗三百首》、
《叶嘉莹给
同时，诗词又给予每一位爱好，一种深情的对
孩子选择的古诗词》、
《凯叔给孩子选的九九首
待身边万物的能力。春则觉醒而欢悦，
夏则在
诗》、
《凯叔给孩子选的九九词》全部背完，
《千家
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秋则悲悼落叶，冬则雪
诗》也背得差不多。来自九江小学五年级的学
中寻诗。这种细微体察生命的能力，
都是拜诗
生卢政钢曾参加央视
“非常 6+1”
的录制现场。 词所赐。对于学生参赛，
并不是为了让别人知
他跟随吴若飞学习古诗词将近四年，
反应很快， 道自己会背很多诗歌，背诗歌重要的是，品读
基础、
口才很好，
这次考试表现也不错。
感受，
然后在从而获得一种能力。
”
在县区，瑞昌六小传来消息，该校朱一铭
瑞昌六小负责人表示，学校在创建“书香
同学成功晋级，将参加下一轮“飞花令”复赛， 校园”
的过程中不断推进、
不断创新，
取得了可
他是瑞昌市唯一成功晋级的小学生。本次海
喜成果。该校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如
选成功晋级的三位瑞昌初中学生刘昕炀、余 “经典吟诵比赛”
、每周
“千人对诵”
“
、诗人故事
忆南、陈思羽出自六小首届“诗词大会”的冠、 会”
“
、诗词大会”
等，
提高学生的人文修养。其
亚、季军。
中，国学启蒙教育独树一帜，不仅开设了校本
谈到诗歌的教学，
吴若飞老师说：
“我很反
课程
“经典诵读”
，
编写的校本教材《我爱经典》
对诗词教学的功利化。学诗是慢功夫，
要潜下
还获得了江西省校本教材评选一等奖。

老师及编辑利用业余时间编写校志
1992 年 6 月，三十岁的袁银初（现任
因当时的资金比较紧张，学校提出了
九江科技中专副校长、
《九江教育年鉴》编
让苏山一中在校学生每人认购一本，把这
纂办公室主任）接任苏山一中校长一职。 本书作为了解校史的读物。该书一共八十
当时，袁银初为迎接建校三十周年，都昌
页，分为八大部分：图片、校训、校歌、校建
县第一部校志《苏山一中校志》。
志、人物志及大事记等。当时，都昌县委、
《苏山一中校志》这本书从编写完成
县政府很多领导都为该校志题词，尤其是
到发行，所有的老师及编辑都是利用业余
时任都昌县委书记的刘千喜亲自题写了
时间义务编写校志。
“发展教育事业，
造福苏山人民。
”

见证历史时刻 尊师重教氛围浓厚
1994 年 12 月，苏山一中举行了都昌
县第一部校志《苏山一中校志》首发仪
式。学校借用专车装载校志，从县城到苏
山一中的路上，都在燃放鞭炮庆祝。首发
仪式现场还邀请了都昌县委宣传部，县教
育局，苏山乡党委、政府、苏山二中、苏山
中小及苏山各村委会等领导出席。

袁银初说：
“ 当时的条件有限，没有
参加学校筹建工作，
后又被调到九江工作，
什么舞台，连话筒都是最简单的。但是， 一直从事教育工作。这之后，袁银初还编
学生、家长及村民都很支持这个校志发
纂了《都昌县慈济中学建校史》、
《江西九江
行，看似是支持校志，其实是支持老师， 科技中等专业学校校志》、
《九江县一中校
支持学校的发展，尊师重教的氛围特别
志》等志书。从 2011 年开始，他专职从事
浓厚，我深受感动。”
《九江市教育志》、
《九江教育年鉴》以及《九
1995 年 6 月，袁银初被调到慈济中学
江实验中学校志》校志等编纂工作。
。

弦歌曼舞迎校庆 书墨馥郁满同文

师生共庆同文中学建校 151 周年
本报讯（邱李华）秋高气爽锦绣同文逢校
精粹，其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振奋全场；情景
庆盛会，丹桂香飘博雅学子展艺术风采。10
诵读《琵琶行》、
《登庐山》造型精美、意境高远，
月 29 日，同文全体师生欢聚一堂，通过歌舞、 声情并茂地演绎，不仅重现了课本诗文的情
戏剧、诗歌朗诵、乐器演奏、书法作品展等多
境，
更引领同文学子们浸染博大深远的诗书雅
种艺术形式，共庆同文中学建校 151 周年，举
趣。文武节目，
诠释的是同文学子，
文可安邦，
办了学校第 43 届艺术节文艺汇演。
武可定国的宏大志愿。此外，说唱《王牌冤
演出在同文校友的蒙古舞《天蓝蓝》中拉
家》、街舞《GPR》，动感十足，颇具时尚；戏剧
开帷幕，
舞蹈热情洋溢、
质朴奔放，
表达了校友 《失联》，
表演精湛，
现场掌声雷动，
掀起阵阵高
对母校的深情热爱与无限眷恋。此次汇演节
潮，
歌曲连唱、
街舞之秀更是嗨翻全场。
目精简，
形式多样，
水准颇高。一曲《刚好遇见
与文艺汇演同时进行的还有学生艺术作
你》，
歌声甜美，
清脆圆润，
宛若天籁，
诉说的是
品展，潇洒流落的书法、翰逸神飞的绘画让不
同文学子因为遇见同文，
能在同文留下自己足
少参观者在展板前驻足欣赏，称赞不已。清
迹的欣喜；
独舞《芳华》轻盈妙曼；
古风歌曲《三
脆婉转的歌喉、轻盈曼妙的舞姿、灵活多变的
寸天涯，
十里相思》自有韵味；
武术京剧是国之
造型、激情洋溢的词句和精美流畅的书画作

品，为全体同文人带来了一场美的视觉盛宴，
让大家感受到了柔情之美、阳刚之美、音乐之
美、情境之美、服装之美、情感之美。
这场无比精彩的节目背后，
凝聚的是同文
学子们的智慧与才华，
更有
“同文体艺人”
的艰
辛与汗水；是同文学子朝气蓬勃，健康向上的
精神面貌充分展示；
更是同文素质教育理念的
生动彰显。同文艺术节，
不仅是学生们绽放的
耀眼光芒的艺术舞台，更是同文丰富校园文
化，
发展博雅教育的重要平台。同文中学历来
十分注重对学生进行的德育、智育、美育的引
导与培养，
在优秀厚重的校园文化的积淀与涵
养中，
以守正创新的办学理念，
不忘初心，
在发
展博雅教育的道路上，
奋力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