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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书画名家众多，牡丹画家更是数以万
计，在这些书画名家之中，一位女书画家却“独树
一帜”，她就是中国甲骨文研究会会员、中国当代
书画艺术协会深圳分会主席、洛阳市书画家协会
副主席汪月清。

汪月清出生于南阳新野县，新野是三国历史
文化名城，哺育了邓禹、庚信、岑参、岑彭等历史
文化名人，留下了火烧新野的千古佳话。汪月清
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中发扬艺术生命力，在汲取
新时代精神风华中创新强大，造就了她的书画作
品气质独特、信道好古、风雅飘香，既有写意抒情
的神韵，又有道家的独特风骨。

中国的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要研究书法
必先了解文字的起源和构造。甲骨文是我国最
早的可识文字，是书写或隽刻在龟甲、兽骨上的
卜辞，亦有少许的记事文。从书法的角度来看，
甲骨文质朴、古雅、自然，很有自己的特色。

国内甲骨文书家甚少，女书家更是屈指可
数。年轻时的汪月清就读于北师大，在这里，她
有幸成为著名史学家、书法家启功的学生。在启
功的启发下，她开始潜心研究古文字，特别是甲
骨文。

经过多年潜心研究甲骨文这种契刻文字，如
今的汪月清书写出的甲骨文书法豪放雄健、古朴
典雅、结构疏放、布局自然、神通气畅，深得契文之意趣，妙得殷
商之刀法，再现了甲骨文的原始性、神秘性、奇妙性和独一无二
的民族文字艺术性。河南省书协副主席王鸣评价汪月清的作
品：“用笔大胆，笔法恣肆。”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是民族艺术的瑰宝。甲骨书家只
有踏实认真地临摹甲骨拓本,掌握一批取得共识的甲骨文字,并
积累些基本的甲骨学知识,再结合其他书体的功夫,才能形成属
于自己的甲骨文书风。”汪月清说，我一直在努力。

“半生竹子一生兰。”可见画竹画兰之难。汪月清的画作水
墨兰、竹也超凡脱尘。简与繁的取舍是她写意兰、竹笔墨的发
现与坚持，继承与创新是她写意兰、竹笔墨的思考与突破，情感
抒发与思想传达是她写意兰、竹笔墨的精神追求与创作原动
力。天津美院副教授徐松波评论：汪月清书画取像传统题材，
把物象竹兰与中国笔墨精神相结合，发展了中国大写意哲学思
想体系，自成一格。

醉心翰墨功到境开。汪月清已经举办了多次国画作品个
展或联展，在书画界，无疑她是成功的！但她却说：“人生成功
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坚持走在追寻成功梦想的大道上。
我乐意无限春光拜倒于墨笔之下，世间千万感情匍匐于尖毫之
端，挥毫泼墨将是我的人生！”③11 （黄红立 李国英）

7 月 9 日上午，洛阳市实验小学家校论坛暨“教子有方好家
长”表彰会，在洛阳市工人俱乐部隆重举行，近千名“教子有方
好家长”现场受到表彰，学校并邀请家长、教师、学生代表一起
上台就该校校本课程的设置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近千名“教子有方好家长”集体受表彰
当日上午 8 时 30 分许，洛阳市工人俱乐部内座无虚席，来

自洛阳市实验小学凯东校区、新区分校、洛浦校区的优秀家长、
教师、学生代表汇聚一堂，参加这次属于他们的盛会。

家庭是孩子的终身学校，孩子要健康成长，需要家长和教育
工作者共同努力。为了发挥优质家庭教育资源的示范辐射作
用，调动广大家长的积极性，此次，洛阳市实验小学评选出近千
名“教子有方好家长”，现场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对于学校的这
种联合家长一起办学的做法，现场的家长给予了高度的赞许。

“学校搞这样的活动，是在学校和家长之间架起了一座沟
通的桥梁，同时，为我们颁发证书也是对我们教育孩子方法的
肯定，非常感谢！”一位领完荣誉证书的家长激动地说。

如何开设校本课程，家长、教师、学生代表
一起“商量”

活动现场，洛阳市实验小学还邀请了洛阳网著名访谈节目
主持人王晓鸽女士，凯东校区、新区分校、洛浦校区优秀家长代
表、教师代表、学生代表上台，一起进行校本课程的交流和探讨。

据了解，目前洛阳市实验小学已在开发和研讨的校本课程
一共有 32 个，涵盖所有的年级及学科。分别包括：“绘本阅读”、

“国学欣赏”、“奇思妙想”、“小眼看世界”、“我爱陶笛”等，以求
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

讨论现场，家长代表通过发言以及现场的微博、微信、短信
平台，就学校校本课程的设置提出了自己一些意见和建议，比
如“校本课程都设置在每周二的下午，很多学生爱好广泛，无法
同时报名多个课程”、“校本课程除了根据学生的兴趣设置外，
还应该关注学生低兴趣方面的培养，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校本课程不能单单成为学生兴趣的延伸，应该加大力度培养
学生的生活、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等。对于这些意见和建
议，教师、家长、学生代表，进行现场的讨论。

洛阳市实验小学校长李青青说，学校举办这样的论坛，目
的是把学校与家庭构成一体，让家长和学校之间进行更好的沟
通，增强学校教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增进教育合力，有利创建
和谐、平安校园。③10

教学为公
城乡学校均衡发展不是梦

洛阳市洛龙区龙安小学原是洛龙区的一
所普通公办小学。最近，这里的老师和孩子
们特别兴奋。学校将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
育”理念引入课堂，孩子们再也不用“死读书，
读死书”了。

洛龙区的前身是洛阳市郊区，过去，这里
分布的都是农村中小学校，办学条件不是很
好。2003 年，洛阳市进行新区开发、城市规
划，统一建设了一批新学校，洛龙区也在规划
建设之中。

经过十多年的开发建设，现在洛龙区的
城市建设、教育、科技文化建设等方面，已经
是洛阳的一个主阵地。教育在原来的基础
上，硬件上有了很大的提升，教师队伍也在不
断充实，并得到了整体提高。但在教学理念
与家长和社会日益提高的期望还相距甚远。

因此，洛龙区政府想方设法在教育上加
大投入，引进一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队
伍，以期洛龙区的教育能有一个大的提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跟上洛阳市教
育发展的步伐，洛龙区与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结成互动发展联盟，扎实开展合作交流。洛
龙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互派干部教师挂职
锻炼、跟岗学习，开展教育教学研讨、德育活
动等，实现了学生活动和教学研讨互通互补、
合作互动、共进共强，促进资源共享形成常态
化。

在此之前，洛龙区也尝试过跟一些名校
的联盟，但在后续的对接上，教师的交流上，
教 学 理 念 的 碰 撞 上，没 有 发 挥 出 太 大 的 作
用。怎么样才能把对外联合办学向前推进一
步呢？洛龙区在不断地探索着。后来，该区
政府了解到，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在校长
杨瑞清的带领下，创造性地把陶行知倡导的
办学模式付诸实践，努力实践陶行知“生活教
育就是大众教育，就是教育为公”的思想，30
年来由一个只有几间教室，5 个班级一百来个
学生，七八个教师的农村小学发展成为“江苏
省模范小学”，获得南京政府颁发的素质教育
创新奖，被评为江苏省文明单位。

于是，洛龙区政府决定安排该区几所学
校的校长和老师等前去学习。

“生活即教育”
优质特色教育走进现实

“读书时认真读书，玩耍时放心玩耍。”洛龙
区选派的九位小学校长来到南京市浦口区行知
小学，进行了为期七天的“蹲点”学习考察。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

各自的特点和个性。我们一切从教育的本真
出发，正确看待学生与众不同的地方，尊重每
个学生的个性，因材施教，充分发展学生的爱
好和特长，给他们充分施展才能的舞台。”杨
瑞清说。

十月的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瓜果飘
香。小菜园里正在盛开紫色的茄子花，果园里
硕果累累的柿子树，还有农场里一垄一垄的红
薯地……书香、花香、果香弥漫了整个校园。

当时前去学习的有洛阳市洛龙区龙安小
学（现为洛阳市洛龙区行知小学）校长李利
娟，她说，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南京市浦口区
行知小学的孩子们动手能力很强，特别是在
一些大型的活动上。当时她们去的时候该校
正在参与青奥会运动员的接待工作。运动员
们到校以后，孩子们就跟他们结成对子，带着
他们参观校园，种植园等，种植园种植的有茶
叶、红薯，还有各种果树等；还带他们参观了
长江馆、古生物馆、茶艺馆、农艺馆、陶艺馆、
红薯地、绿色能源、生态校园和荷花园。在陶
艺室，学生们用江苏本地独有的紫砂泥，亲手
塑造一件件表达生态环保主题的小作品，展
现出学生丰富的想象力。

“我们需要的教育，要能造就会用脑指挥
手，手开动脑的人。”这是陶行知先生对生活
教育的精辟理解。

李利娟说，他们学校虽然也举办过一些
实践活动，如小树认养活动，学校也有一个种
植园，里面有花生、蔬菜等，种植、锄草、浇水
都是全体师生轮流参与，很多小树上都挂了
一个认养牌，让学生们知道小树和他们是息
息相关的，通过小树认养培养他们的归属感，
让他们更加喜欢校园，热爱生活。但是，这些
做法跟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相比还相差甚
远。

在大家交流的过程中，杨瑞清认为洛阳
市洛龙区龙安小学从地理位置，学校目前的
教师队伍，基础设施等和他们学校有相似之

处，而且李利娟校长的办学理念，也和自己有
很多的思想碰撞，于是就选择了洛阳市洛龙
区龙安小学为行知小学试点单位。

“爱满天下”
让每个孩子沐浴教育之光

“我祝愿，各位小朋友们节日快乐，每天
快快乐乐，没有烦恼……”2014 年 6 月 1 日，在
洛阳市洛龙区行知小学成立暨揭牌仪式上，
杨瑞清说。

当天杨瑞清还让学生高声朗读旁边教学楼
上的四个大字“爱满天下”，他告诉学生，行知小
学的老师和学生都应该牢记这四个字。他还让
大家学做了一个手势，两个手伸出来，五指张
开，说这是表示对关心大家的老师和家长们衷
心的感谢，是友好和热情的表达，诠释为“手脑
并用，知行合一，爱满天下”的理念。

点点滴滴可见杨瑞清对学生们的关心和
爱护，他为什么会有如此挚爱孩子的一颗心
呢？原来，杨瑞清来自农村，看到农村教育的
落后，看到很多农民的孩子不能上学，不能上
好学，他很心痛。所以，“要让农民的孩子也
能受到最好的教育”成了他的理想。上世纪
初，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以留洋博士的
身份，脱去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立志通
过改造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让农民的孩
子，也能受到最好的教育。”这强烈地感召着
他，杨瑞清决心到最偏僻、最艰苦的地方去办
学，为乡村教育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和力
量。1981 年，从晓庄师范毕业的杨瑞清效仿
陶行知先生，放弃进城机会，来到当时的江浦
县五里村小学。这是一所建在山坡上的简陋
学校。五里村小学只有七八名教师，100 多个
孩子，学校建在小山坡上，几间漏风漏雨的教
室和一些破旧的课桌凳就是全部家当。农民

们嫌学校教学质量不好，纷纷舍近求远，把孩
子转到别的小学。

杨瑞清主动要求带一年级，并把这个班
命名为“行知实验班”，决心用陶行知“爱满天
下”的思想，不让一个孩子失学，不让一个孩
子掉队，让五里村从此不再产生新文盲。开
学前，他对全班学生进行一次家访，走村串户
和农民交朋友，耐心做工作不让一个孩子失
学，杨瑞清的真诚很快打动了农民。在村民
的支持下，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行知实验
班办起来了，异地新建的五里村小学崭新亮
相了。时隔不久，五里村小学正式更名为南
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成为江苏省第一所以

“行知”命名的学校。如今，在他的引领下，江
浦县行知小学成为江苏省模范小学。

杨瑞清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爱，而学会
赏识就是学会爱。让孩子感到自己是被爱
的，引导孩子学会爱别人，要让孩子自爱。

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与洛阳市洛龙区
行知小学共建联盟学校，“把我们扶上马，能
不能送一程呢？”很多老师担心，虽然挂名为

“行知小学”，会不会只是简单的摆设呢？
杨 瑞 清 的 一 番 话 给 大 家 吃 了 颗“ 定 心

丸”。他说，经过 30 年的发展，他们确定了一
个办学理念，他们把自己学校的教育称为行
知教育，围绕“爱满天下”四个字，将与洛阳市
洛龙区行知小学在文化上，教学理念上进行
对接，围绕行知教育，今后将做五件事。首先
帮助该校在校园建设上面，体现行知的味道，
行知的特色，把陶行知“爱满天下”的精神理
念体现出来。第二，在课堂提升和课堂教学
上，第三，在课程开发上等，将围绕陶行知先
生教学理念，作进一步提升。第四，在教师队
伍打造上，学习陶行知先生“怎么爱孩子”。
最后，在管理上将会有更多的创新，更多的活
力，用陶行知先生的思想理念，理论上进行武
装，想办法抓住学校的灵魂。

发展一个，辐射一片
让行知办学理念发扬光大

洛阳市洛龙区区长孙延文说，南京市浦口
区行知小学在背景上和洛龙区龙安小学非常
相似，过去都是身处郊区的农村学校，接收的
学生都是农民的孩子。在教育理念上，南京市
浦口区行知小学强调爱满天下，不是“死读书，
读死书”。在整个教育的过程当中，除了书本
的教育之外，非常注重实践的教育，洛龙区龙
安小学本身也有一个实践基地，就是一块试验
田，洛龙区将以此为契机，发挥洛阳市洛龙区
行知小学的示范带动作用，辐射并引领周边学
校，把行知教育的理念在全区进行推广。

洛阳市洛龙区教育局局长吉崇惠说，陶
行知先生的办学思想影响深远，南京市浦口
区行知小学很好地诠释了陶行知先生的办学
思想并且给学校带来了明显的变化，对全国
其他的小学也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和带动作
用。与浦口区行知小学相似，洛龙区龙安小
学是一所拆迁安置学校，也有着农村学校的
底子。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小学用行知的思想
结合当地的教育资源，主要是乡土文化资源
办出了这所学校的特色。随着洛阳市洛龙区
龙安小学的更名为洛阳市洛龙区行知小学，
行知的思想和管理理念将会在这里得到延伸
和拓展，该校的教学和管理水平将会得到迅
速提升，会起到发展一个，辐射一片的作用，
辐射到周边区域其他小学，吸引大家都来参
与，把行知思想在其他学校进行放大。通过
洛龙区行知小学的提升来带动其他学校的共
同提高，也使行知办学理念进一步发扬光大。

杨瑞清说，他们学校最大的优势就是有
很好的国际交流资源，对一所学校而言，求新
求变非常不容易，也因此更需要伙伴的同行，
创造希望，建立信心，行知的荣耀由我们一起
共同努力，愿洛阳市洛龙区行知小学光彩绚
丽。

陶行知说，“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和空气
一样，弥漫于宇宙，洗荡于乾坤，普及众生，人
人有得呼吸。”把握改革潮流，洛阳市洛龙区
行知小学聚焦民生幸福兴教育，着眼城市发
展强教育，舍得优质资源办教育。不久的将
来，洛阳市洛龙区的教育将自信地扬帆起航，
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念，也将在这里绽
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③12

洛阳市洛龙区教育理念新探索洛阳市洛龙区教育理念新探索————

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让教育与生活同行
洛阳观察记者洛阳观察记者 马艳丽马艳丽

“行知小学”秉承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是全国小学教育的品牌，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为办学理念，追求让快乐
学习成为孩子的生活方式；让阳光体育成为孩子的生活习惯；让艺术活动成为孩子的生活情趣；让综合实践成为孩子的
生活特质；让做小真人成为孩子的生活态度。

今年的6月1日，洛阳市洛龙区龙安小学更名为洛阳市洛龙区行知小学，并举行了挂牌仪式。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小
学校名的更改，她的挂牌标志着洛龙区与名校联合办学，引进优质教育资源，探索新时期小学教育理念，提升办学质量
的又一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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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实验小学：
搭建家校沟通桥梁

洛阳观察记者 马艳丽

教育的本质就是爱，而学会赏识就是
学会爱。为孩子们搭建一个“舞台”，让学
生“学做真人”。

——洛龙区行知小学校长 李利娟

洛阳市和洛龙区领导为洛龙区行知小学揭牌

家长家长、、教师教师、、学生代表一起学生代表一起““商量商量””校本课程校本课程

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汪月清在创作汪月清在创作

文化名人
wenhuaming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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