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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黄昏，韶石山上彩霞满天。夕
阳下的仁化县周田中心小学综合楼传出
阵阵清脆悠扬的古筝声，飘荡在这个乡
村学校的上空。

近日，记者到周田中心小学采访，在
该校校长张清球的引领下参观功能室，
来到四楼的古筝室时，音乐教师谢倩娴
正在整理课后室务。教室里学生席上整
齐地摆放着四列 28台古筝，每台都用清
洁的布套覆盖着，足见师生们对乐器的
爱惜。谢老师正在清理教师席两台古筝
中的其中一台。谢老师现场演奏了《春
江花月夜》《彩云追月》《渔舟唱晚》。曼
妙的旋律从纤细的指尖流出，弥漫整个
校园。时而似轻风拂柳，清丽悦耳；时而
若鼓角争鸣，激越荡胸。

“古筝室建起来后，吸引了很多爱好
古乐的同学和老师。我们周二和周四培
训学生，周三下午 5时到 6时是老师学习
时间。”三曲终了，谢老师说。

据张清球介绍，该校获得东莞虎门
商会捐款 300 万元，当地政府拨款 250
万元，2017 年建起这座 4000 多平方米
的综合楼后，为学校走文化立校、特色
兴校的路子创造了条件。逐渐建起了
图书室、阅览室、陶艺室、武术室、古筝
室、美术室、书法室、音乐室、舞蹈室、乒
乓球室、综合实践活动室、科学实验室、

摄影小屋等功能场地，免费培养和发展
学生对传统文化艺术的兴趣爱好，对践
行“正心·雅行”的校训和“正做人之本、
养儒雅之风”的办学理念起到了积极的
推动作用。

在书法室和美术室，记者看到每间
教室都摆有 2列共 10张 2.4M×1.2M书画
台，每张台上铺了画毡，配备了两个笔
架，每个笔架都挂着好几支漂亮的毛
笔。学校还专门配置了美术书法专业毕
业的老师。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到书法美术室跟老师学习，或书或画，发
展特长，提升素养。

学校楼道和走廊上，错落有致地挂
着学生或校外书画家的作品，文化艺术
氛围浓郁。

这所创办于 1918年的百年老校，校
园面积 2390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18000
多平方米，有教学班 41 个，教师 109 人，
学生 1700多人。承千年风雅，习体艺文
章。近 3年，该校教师获国家级奖 14项、
获省级奖 16 项、获市级奖 32 项、县级奖

46 项。学生获省级奖 8 项、市级奖 47
项、县级奖 86项。

记者在该校荣誉室看到，仅 2019
年，周田中心小学在全县中小学艺术比
赛中，经典朗诵获一等奖，绘画获两个一
等奖、一个二等奖、一个三等奖，古筝获
得二等奖，集体舞获二等奖，合唱获二等
奖，书法获一个二等奖、四个三等奖。并
获全市经典诵读比赛二等奖，全市大课
间体育活动评比三等奖。

韶关日报记者 张瑛 刘新晖

让优秀传统文化濡染镇村校园
——仁化县周田中心小学特色兴校见闻

本报讯 近日，团市委开展人工智能
走进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乳源专场活动。

活动中，来自乳源的40名农村留守
儿童聚集在金禧小学的课堂上，津津有
味地聆听着来自编程老师讲解运动传
感器与皮筋、积木等工具之间的运作机
制和方式。听完课程后，在老师的指导
下，学生们开始动手设计和搭建自动清
扫垃圾车模型、垃圾分类处理基地，并
通过编码指令，自主控制垃圾车模型前
进、后退、自动清扫、到站倾倒等基本运

作（如右图，赵翠英 摄）。活动现场气
氛活跃，学生们不时提问，大家都沉浸
在高尖端科技带来的欢乐中。

据悉，该活动面向我市 5个县（市、
区）的 200 多名农村留守儿童，通过人
工智能下乡的方式，让我市留守儿童
零距离感受现代科技人工智能的魅力
与奥秘，改善边远地区师资力量薄弱
及教育资源匮乏的现象，丰富孩子们
的课外文化科学生活，推动我市青少
年科学素质稳步提升。 杨萍

人工智能走进农村留守儿童

让留守儿童感受现代科技魅力

我静静地躺在软绵绵的草地上，沐

浴着暖暖的阳光，呼吸着洗过般的空

气，看着眼前茁壮成长的柳树和松树，

只觉得惬意安逸，仿佛身处世外桃源。

被生意盎然的树林吸引，我起身走入树

林，坐在林子里，一种莫名的幸福感涌

上心头。我恍然大悟：原来幸福真的可

以种出来，那不是谎言！

那是前年的植树节，我正读五年

级。也不知道爸妈什么时候准备好的

树苗，一大早便把我们都叫醒，让我们

去植树。我本想赖床不起，可是没能抵

挡住妈妈的威逼利诱，其实内心是百般

不愿。

一路上我都是拉着一张苦瓜脸，闷

闷不乐。爸爸看我这样，笑了笑，对我

说：“你想不想要幸福？”我立刻回答：

“当然啦。”“那你为什么不愿意把幸福

种出来呢？”他接着问。“把幸福种出

来？怎么种？”我疑惑不解。他接着说：

“种树就可以了。”我笑道：“怎么可能，

种树怎么可能种出幸福。”

“以后你会明白的。”爸爸意味深长

地看了我一眼，便大步流星往前走去。

我仍是百般不愿，但不敢违抗父

命，只好追上前去。到达目的地后，我

和他们一同种树。除草、挖坑、栽树苗、

填坑、浇水……天不热，可我早就满头

大汗、气喘吁吁了。只觉得植树真的太

累人了。爸爸竟然说能种出幸福，我想

爸爸说的那句话只不过是引诱我干活

的谎言罢了。

不久，我读六年级了。学习越来越

忙，不知不觉就忘了这片柳树林和松树

林了，当然，爸爸的那句“谎言”也早就

没放在心上了。

今天，不知怎的就溜达到这儿来

了。看着从前种下的树苗，如今竟然长

成了一棵棵挺拔的翠柳和劲松。我不禁

站起来和他们比比身高，他们一个个都

比我高了！这让我感慨万千。瞧，从前

毫无生气、杂草丛生的一块块荒地，因这

些成林的柳树、松树而变得生机勃勃、美

不胜收。林子深处不时传来悦耳的鸟

鸣，树下青青小草与不知名的野花似乎

在嬉笑。微风徐来，柳条迎风摇曳，不时

拂在脸上，像婴儿的手抚摸着你。松树

则散发着诱人的体香，让人贪婪地呼

吸。林子旁的小溪照出太阳灿烂的笑脸

……身处这样的美景中，就宛如生活在

美丽的童话世界般幸福。这是大地母亲

赐予的幸福，更是种出来的幸福！爸爸

说得太对了。

漫步树林，看着远处山坡上还有大

片大片的荒地，我又想起了前些天爷爷

跟我聊天时说的话。爷爷说我们这里虽

然是石灰岩地区，但是以前还是有不少

树林的，也不怎么缺水，因为不少地方有

井水。2008 年一场大冰灾过后，家乡的

树林几乎都被摧毁了。到处都是光秃秃

的山头，看着讨厌的石头。又因为很多

人家都搬迁了或进城了，大部分田地都

荒芜了。家乡水土流失越来越严重，水

质也没以前好，新买的烧水壶用一两次

就有一层厚厚的石灰。虽然说这几年政

府也在种树，可是家乡的荒地实在是太

多了……

也许是走累了，也许是贪恋这片林

子，我躺在林下的草地上。躺着躺着，

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还做了一个美丽

而幸福的梦：梦见家家户户都在荒地上

“种幸福”，家乡处处是青山，四季绿水

长流。村后干枯的古井也涌出井水，爷

爷正在那里捧着透亮清凉的井水洗脸

……

种出来的幸福
乐昌市沙坪镇中学 七（2）班 许连凤

本报讯 为深刻理解新时代教研工作
的重要性，贯彻落实好《教育部关于加强
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
见》（简称《意见》）文件精神，近日，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召开了学习分享会。

会议逐条解读了《意见》所涉及的新
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总体要求、完
善教研工作体系、深化教研工作改革、加
强教研队伍建设、完善保障机制等五项
内容，并强调，全体教科院工作人员要认
真学习文件内容、领会文件实质，不断加
强基础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研究，全面
提高教科院教科研工作水平和质量。

与会人员表示，要将《意见》精神转
化为改进教研工作的思路，转化为指导
教研工作的具体项目和措施，解决实际
问题，努力为学校和师生做好服务工作，
真正做到有实招、见实效。

通讯员 卢升

本报讯 为加强立德树人工作，近
日，新丰县教育局对小学道德与法治学
科进行全县统一检测。

本次检测面向小学阶段 1-6 年级，
试题包括填空、判断、选择、连线、填序
号、简答题和案例分析等，多种题型相结
合。题目注重学生的日常表现、生活实
践和社会热点问题，充分利用漫画、对话
等多种形式来表现试题内容，充分体现
学科特点；试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
要的区分度，相应的难度，力求反映考生
的真实水平，旨在全面提高学科教育教
学质量，以更好地发挥学科立德树人的
作用。 通讯员 潘海鹰

本报讯 团市委于近日启动“蝶变·
家乡的 2019”主题随手拍活动，活动面向
寒假期间返乡的韶关籍大学生征集摄影
作品，展示他们眼中的韶关发展新变化。

据介绍，活动将组建韶关籍大学生采
风团，组织返乡学子前往阅丹公路、铜鼓
大道、韶州公园、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
风度书房等能充分反映家乡新变化的采
风点进行采风，让广大韶关籍大学生切
身感受自己家乡发展的新变化。活动期
间，韶关籍大学生还将撰写心得体会，谈
谈自己眼里的新变化，展示对韶关未来
发展的信心。

广大韶关籍大学生可随手拍下身边
发展新变化的相片，在 1 月 23 日前通过
韶关共青团微信公众号提交参与。主办
方将对参赛作品进行评审，评选出金银
铜奖和入围奖若干名，后期还将举办随
手拍摄影展。

韶关日报记者 张伟 通讯员 李敏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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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田中心小学学生参加县级艺术比赛。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