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尹明亮

为农村孩子
打开艺术之窗

每天下午，国乐团、合唱团、
舞蹈团都能在宽敞明亮的闻韶
艺术馆内训练；每月，学生都能
在容纳1500人的大礼堂演出，这
是最初的赵立秋完全不敢想象
的事情。2000年，舞蹈专业毕业
的赵立秋进入历城区鸭旺口小
学，在这所农村小学，学生没有
舞蹈基础，学校也不具备有舞蹈
条件，但赵立秋决心给这里带来
改变。她用自己两个月的工资买
了一台小摄像机，让母亲当摄像
师，只要有晚会或演出就让母亲
帮着录下来，然后她会对录像视
频反复研究、琢磨，对不足的地
方进行调整，为下一次演出积攒
经验。

“起初，学校没有练习舞蹈
的地方，我就和孩子们在土操场
上练习，条件真的是很艰苦，但
孩子们还是很喜欢。”赵立秋说，
因为条件所限，为了排练舞蹈，

很多时候她都得自己想办法，自
己买布裁剪演出服、制作道具都
是“家常便饭”。

2008年，赵立秋自己创作编
排的舞蹈《激情奥运》登上了山
东省大剧院的舞台。为了展现出
最好的效果，赵立秋买了十辆儿
童车，卸下车轮，修改加工成舞
蹈道具。“登上省级平台，对一群
没有基础的农村孩子来说着实
不易。”提到那段回忆，赵立秋的
语气中充满欣慰和骄傲，那时候
同事打趣她和孩子们是从沙土
地里走出来的“黑凤凰”，但在她
看来，让孩子们接受到了最好的
艺术教育，是自己最开心的事
情。就这样，赵立秋为一群农村
孩子打开了一扇艺术之窗。

原创济南文化特色的舞蹈
获“泰山文艺奖”

2010年对于赵立秋来说是
转折年，那年，她来到历城二中
教学。不再单打独斗的她依然保
持着满满的信心和斗志，带着对
舞蹈的那份热爱与执着，努力将
历城二中的艺术教育发展壮大。

“学校浓郁的文化氛围以及
师生勤勉敬业的精神深深地感
染着我，让我不断产生灵感，并
通过舞蹈讲述出来。”赵立秋说，
这份灵感让她在2014年创作出
了舞蹈《岁月如歌》，并感染了每
一位参演、观看的师生，“每次排
练，我都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当最后上台演出，学生们表演完
的那刻，我迟迟没有从舞蹈意境
中走出来，跟学生抱在一起掉了
泪。”

这些年，赵立秋一直在思考
如何通过舞蹈传达给学生更多
的内涵，如何将舞蹈与时代紧密
结合起来。教育思想的转变，让
她创作出了带有浓郁济南历史
文化特色的舞蹈作品《梦荷》，并
一举夺得“泰山文艺奖”。李清照
的才情、荷花的婀娜等元素都在

《梦荷》中完美呈现。“学生们排
练这个舞蹈的过程中，也接受着
传统文化的洗礼。”赵立秋说道。

如今在赵立秋的电脑上，还
保存着27版《梦荷》的音乐，每一
版音乐都是学校老师亲自作曲，
与音乐相对应，《梦荷》也先后改
了27版才最终搬上舞台，“这些
音乐都值得我收藏。因为在这样
一轮又一轮的坚持中，孩子们战
胜自我、挑战极限，同时，也让我
们的内心更加强大。”

打造真正属于
孩子的艺术团

如今在历城二中，有一个30
人的专业艺术老师团队。每天
下午大课间，是艺术团固定的
排练时间，国乐团、合唱团和

舞蹈团的孩子们在这里尽情
演奏、唱歌、跳舞，不仅如此，
艺术馆还给所有喜欢艺术的
老师和同学们提供了发展平
台。

“我清楚地记着，2018年5
月 1 3 日 ，历 城 二 中 艺 术 团 成
立。我们最初的目的，就是把
艺术团打造成一个让学生接
受更正规艺术教育的平台。”
赵立秋说，截止到目前，艺术
团已经有 3 8 0多个成员，在这
里，尽可能满足学生们对艺术
的追求，“我们培养孩子的艺
术素养，而不是功利的去培训
孩子。”

在赵立秋和全体艺术老
师的努力下，学校“艺术教育”
同“ 英 才 教 育 ”“ 科 技 创 新 教
育 ”一 起 成 为 学 校 的 三 大 名
片，学校常年组织高雅艺术进
校 园 活 动 ，甘 肃 敦 煌 艺 术 剧
院、山东歌舞剧团等众多专业
或民间团体到学校专场演出，
两个原创舞蹈作品分获“泰山
文艺奖”和“泉城文艺奖”。成
绩 的 取 得 ，却 没 有 让 赵 立 秋

“沾沾自喜”，她总会拿出更多
地时间钻研艺术教育的培养
模式，把艺术团打造成为一个
为热爱艺术的孩子们提供服
务的专属团队。

“这里是所有坚持艺术梦
想孩子的平台，虽然不一定所
有的孩子未来都走艺术这条
道路，但我们希望孩子们能从
艺术中学会坚持，用艺术的精
神感染更多的人。”赵立秋说
道。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艺术团团长赵立秋：

要让学生身上留下艺术的痕迹
在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有一个全省都颇具名气的艺术

团，从艺术团的成立，到看着它发展成长，团长赵立秋“让它
成为真正属于孩子的艺术团”的理想也逐步实现，打造出了
历城二中一张响亮的“艺术教育”名片。从事艺术教育21年，
赵立秋一直坚持“用艺术的精神感染更多人”的理念，她希望
艺术能在每一位学生内心深处留下痕迹，也希望通过学生把
艺术的精神传递给更多的人。

赵立秋和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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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研究型教师
培养学生阅读兴趣

作为一名班主任，何庆敏每
天早早进入教室，陪着孩子们一
起上早读，在阅读中开启美好的
一天。“读书可以开阔孩子们的视
野，净化孩子们的心灵。培养他们
的气质，在人际交往时变得更加
自信。”她热爱阅读，也把这个爱
好延续到教学和班级管理之中。
2019年，何庆敏在自己班里发起
“读名著品人生”活动，每位同学
桌上都有一本课外书，都至少一
本摘抄笔记，完成当天的作业，就
可以读课外书，摘抄名言警句。她
还根据每个孩子的阅读水平，推
荐书单邀请家长一起参与。

在教育教学中，何庆敏与孩
子们共同成长，决心做个研究型
老师，她尝试着把在实际教学中
出现的问题进行归类总结深度
思考，探索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的
方式方法。她广泛阅读教育教学
专著，深知只有厚积才能薄发。
课堂是教师的前沿阵地，是教师
立身的根本。她将教学中的所思
所想所感进行反思和整理，在思
考中实践，在实践中提高，在各
级报刊杂志发表多篇论文。

爱的信念浸润每个孩子
用行动践行爱心诺言

在市中区泉海小学，何庆敏
创造轻松有爱的班级氛围，真诚
平等对待每个孩子。她现在所带
是小学六年级，孩子们正值青春
期，自主意识变强，喜欢用批判
的眼光去看待问题。她利用课
间，利用空余时间，和孩子们谈
心交流，去认知孩子的内心，这
些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和她变
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课外，她带领孩子们走出教
室，通过特色活动培养学生全面
发展的能力。走出校门，她带着孩
子们走进市中区法院参观并聆听
法治讲座，了解法律知识，树立正
确的道德观念；走进地震科普馆，
她带领学生学习地震知识和自我
预防、保护方法；植树节，她带领
孩子们走进大自然，从种下一株
幼苗开始，树立爱绿护绿的意
识……何庆敏带着同学们开展了
一个又一个实践课，获得同学和
家长们的认可。

如何才能让孩子们接受获
得更广阔的知识，增加和同龄人
交流的机会？有过农村学校教学
经历的何庆敏，来到泉海小学
后，组织了系列主题活动，用责

任与担当带动辐射更多人。课余
时间，何庆敏主动联系了一所学
校，自费购买了书籍，带领班里
同学准备好节目，与这所学校实
现跨区域教育互助融合。孩子们
之间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交到了
新的朋友，体验了不同的学习氛
围。

在教育教学一线耕耘的二
十年里，何庆敏老师始终坚守内

心对师道的忠诚，坚守踏实付出
才能收获未来，坚守育人需要学
高身正。她用智慧和爱心呵护一
批批学生健康茁壮成长。她曾先
后获市优秀班主任、区教书育人
先进个人、区优秀交流教师、区
优秀中队辅导员等，所带班级获
市先进班集体称号。

“何庆敏老师是我校老师
优秀的代表。作为班主任，她

始终以儿童的立场看待学生
中出现的问题，采取科学的方
法解决教育问题，用心组织学
生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
成长，在活动中锻炼提高。在
日常工作中，她用平等和真诚
感化着每个孩子，用爱心和实
际行动浸润了身边的每位同
事。”市中区泉海小学校长于
泉评价说。

市中区首席班主任、市中区泉海小学何庆敏:

在学生心中种下爱和温暖的种子
她在平凡的教育教学岗位上坚守育人初心，孜孜不倦，不断进取；她用爱与热情点燃生命梦想，用智慧与勤勉启迪美好好心

灵，用责任与担当带动辐射更多人；她用心组织学生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成长，在活动中锻炼提高……她就是济济南市市中
区泉海小学何庆敏。近日，何庆敏获评市中区第七批“首席班主任”。

何庆敏老师和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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