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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不是考试而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联合杯作文大赛决赛落幕，来看看台湾专家给出的《命题说明》

育家

知恩孝亲 感恩教育浸润学生内心
百善孝为先，济南三职专启动感恩活动月系列主题活动
□首席记者 张鹏

行跪拜礼、奉茶、系红绳……
刚刚过去的11月份是济南三职专
的感恩活动月，11月1日、2日下
午，该校顺河校区和华山校区分
别面向2018级学生举办“感恩-孝
亲”主题班会、举办“孝亲礼”仪
式、召开主题家长会，让学生在活
动体验中知恩感恩、深刻领会了

“百善孝为先”，并通过后续开展
的“做一天家务”“帮妈妈”“帮爸
爸”等体验教育活动让感恩、孝亲
见诸行动，深化活动成果。

在主题活动现场，亲情涌动、
真情流露，家长孩子泪眼蒙眬，几
度泣不成声。“从没参加过这么好
的主题班会，这么好的教育活
动！”“感谢学校的教育为孩子带
来的大进步大变化！”是家长们说
得最多的话。

主题班会
学生和家长感动得哭起来

“你知道父母的生日吗？你知
道父母最喜欢吃什么吗？你记得
父母的鞋是多少码吗？你知道父
母最喜欢的颜色吗？”日前，济南
三职专华山校区，高一2班教室
内，正在进行一场以感恩孝亲为
主题的班会，伴随着这样一个个

“重磅问题”的袭来，现场不少学
生已经泪目，“到今天才发现，我
们对父母的关注实在是太少太
少，我们做得远远不够。”学生小

吴哽咽着说道。
记者注意到，主题班会上，不

仅有该校中层干部代表跟班活
动，每个班里还特意邀请了20多
位家长代表随孩子所在班级参加
活动。每个班级都精心准备了课
件，学生主持，学生、家长、科任教
师、班主任、干部代表围绕孝亲感
恩这个话题，层层推进。

在该校2018级烹饪2班的班
会上，一位家长因孩子入校以来的
明显进步而欣慰：“孩子原来都是等
家长做饭盛饭，现在可以利用专业
特长为家长做可口的饭菜，主动做
家务，这些可喜的变化，让我们感受
了孩子真的长大了！”

有家长更因孩子在班会上能
说出自己的生日、说出自己喜欢
的衣着颜色等而感动，甚至因孩
子“懂事”的感恩致辞而泣不成
声。刘彦求同学给父亲写了一首
诗《父爱如山》，从呱呱坠地到少
年初长成，这期间父母用心记录
了他成长的点点滴滴。周文荣等
同学演唱了一首《父亲》，浅吟低
唱中道出了厚重的父爱。记录短
片《天堂的午餐》再次让孩子们感
受到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尽孝应
及时。不少学生和家长们在活动
中感动得哭了起来。

孝亲礼
学生身着汉服感谢父母十恩

主题班会之后，在学校操场
上举行了感恩孝亲礼。2018级全

体学生及家长参加，学生身着汉
服，伴随着夫子书院的柔和教诲，
正衣冠、向家长行跪拜礼、行孝子
奉茶礼，与家长拥抱、聆听家长耳
畔训话，家长以给孩子系上红绳
的形式回礼，仪式肃穆动容。

“这个活动太有意义了，孩子
变化非常大，感谢学校和老师用
心培育，让孩子不仅在学习方面
明显提升，在性格方面也成长了
很多，让我们家长看到了希望！”
活动结束后，2018级综高4班学生
徐杨的母亲杨丹凤特意找到校
长，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情。

据杨丹凤介绍，今年14岁的
女儿入校不到半年就受到了学校
感恩教育的熏陶，和之前有了明

显变化。在三职专，老师们并不把
成绩看得最重要，而是把如何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放在第一位，
定期举行的感恩、微笑教育，都让
孩子和家长很受触动，作为家长
的她对学校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并
不看好，成了忠实粉丝。因此活动
结束后，杨丹凤情不自禁找校长
说几句话。

“孩子之前对家务很冷淡，得
我们督促才会不情愿地去做，现
在主动做家务，回到家就主动和
我们聊天，分享在学校的新鲜事，
给我们做饭、洗脚，她这种由内而
外的转变，我们都看得出来。”杨
丹凤告诉记者，不仅是感恩教育，
三职专的校风和教育理念也都让

她很受触动，“校长说的‘育人先
养德’让我很有同感，让我们都看
到了希望！”

系列活动
感恩孝亲体现在生活点滴中

“三职专的感恩教育从2000
年开始，今年增加了仪式，仪式感
让孩子有敬畏之心，更加触动内
心的体验。”吕凌云介绍，除了感
恩主题月活动，平时也会给学生
一周一次布置相关家庭作业，比
如一周给父母洗一次脚，做一次
饭，录成视频下来发到群里，慢慢
变被动为习惯。假期中会让学生体
验父母的一天，“父母几点起床，几
点开始做早饭，使用哪种交通工具
上班，工作以及生活细节，都要采用
流水的形式记录下来，以此触动孩
子真正了解父母，关心父母。”吕
凌云告诉记者，这样做的目的是
立德树人，孝是德的第一要素，让
学生从感恩父母到感恩朋友、亲
人，一个一个点辐射出去。

据了解，作为全国中等职业
学校德育工作先进集体，济南三
职专的德育工作已成为济南市的德
育品牌。此次活动是学校系列德育
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开
展推进学生向着“培养自信，自强，
自律，利他，利群，利己，具有创造幸
福能力和享受幸福能力的有尊严的
体面的幸福的有担当的，胸怀坦荡
的顶天立地的精致完美的社会公
民”的育人目标稳步前行。

教

济南三职专孝亲礼上家长给孩子擦泪。 首席记者 张鹏 摄

高中组“电竞”一题，扣合时
代脉动，探讨现今科技(游戏产
业)对于学生未来生涯规划的影
响与冲击。这是当前社会面临的
实际问题。电竞产业的蓬勃发展，
前景是优是劣？学生以“电竞选
手”作为职业选项，是应该被鼓励
还是被议论？题目中，家族群组各
有立场的发言与讯息转贴、图表
数据内对“电竞”产业正反不一的
评价，看似理性问题的背后，存在
着传统价值观的层层束缚。学生
可以从如何实现梦想抒发感受，
也可以从反面立场论述批判，借
由不同立场陈述观点，既能理性
亦不失感性。

“写作，绝不止有方法、技巧与
优美的词藻，其实书写的过程就是
一种美妙的体验，它能够帮助同学
们更细致的观察、感受、思考生活
与整个世界。”台湾联合报系相关
命题专家表示，借助这样的话题，
既引导学生关注时代脉动，也能反
思新兴产业对于自身与人类的影
响，同时，启发学生思考、善用各种
材料、组织理
解，具体表达
自己对电竞
议题的见解
与想法，借此
考验学生抒
发情意、理性
论述的语言
能力。

关注时代
考查语言能力

□首席记者 张鹏

什么样的作文更能打动
读者的心？怎样才能用寥寥数
言准确表达出心中所思所想？
12月2日，首届鲁台学生同题
作文大赛暨第十二届联合杯

作文大赛决赛正式落下帷幕，
围绕写作这个话题，来自全省
的近700名写作好手们展开了
一场PK。

决赛结束后，台湾联合报
系发布《命题说明》，对此次决
赛的考题进行详细解析。写作

是一种创意的培养、逻辑的训
练及表达沟通的方式，对学
生来说，写作应是创意的展
现，任由想象驰骋飞翔，写
作更是一个表达、抒发想法
的渠道，而不应是严肃的考试
与成绩。

大胆写作，没有标准答案

每年的联合杯作文大赛都
聚集众多的参赛好手，为学生
们提供了一个展现自我、尽情
挥洒的舞台，借助实际的生活
情境、趣味的游戏、值得探讨的
议题，激发学生们展现想法的
兴致，进而能够精准地将自己
脑海中的看法、意见表述出来，
达到与他人沟通的目的，从而

被他人所感受和理解。据台湾
联合报系作文命题专家介绍，
赛事的理念从来不是争胜较
劲，而是带领学生跳脱框架、不
局限于标准答案，培养以更全
面的角度理解情境、探究事物
的核心与陈述观点的能力。

在决赛的命题方针上，以
能引导学生发挥创意、吐露真

挚情感、陈述自我意见为主
轴，希望学生在不同形式材料
的引导下，对题干所提出的问
题与现象，忠实陈述思考分析
后的意见或感受，不是为迎合
既定的意识框架而矫揉造作，
期盼学生能思考标准答案以
外的可能，增进自我表述与持
续学习的能力。

启发思考，让写作更有趣

据了解，此次决赛命题跳
脱了传统引导式写作(“题目
+题说”)的形式，采多元创
意命题。题本内容包含“照
片”、“走格子游戏”、“社群
讯息”及“图表数据”等，让
学生自由拟定题目，尽情发
挥。命题素材涵盖人文、心理、
社会等领域。

在命题理念方面，融合
游戏元素，激发创意想象，
贴近生活经验，结合社会脉
动，促进多元思考，理性感
性兼备。从具体题目来看，
小学组题目以一张自然界

的真实景象──“一棵有洞
的大树”照片呈现。大树身上
的洞，并不妨碍其昂然挺立，
相反，它枝叶繁茂，不但可以
让人遮阳避雨，树下广大的空
间，还是人们休闲聚会的好地
方。偌大的树洞，让人有安全
感但又不失其神秘与想象空
间。当人们心情沮丧时，它是
倾诉秘密、宣泄情绪的好地
方；当孩童们游戏玩耍时，
它是提供躲藏的秘密基地。
有洞的大树，在世人眼中是
优 美 还是缺 陷 ？有 洞 的 大
树，有用处或是无用处？耐

人寻味。
对于初中组学生来说，今

年的考题也算得上是“眼前一
亮”，以“走格子”游戏的形式
出题，让学生体会“玩”背后的
意涵──包含从开始时动物
的选择、经过转折时的笃定
或犹豫、途中是否为自己最
初的选择加条横线或不加、
最后到达终点时的心情感
受。内容可从自我性格与期
许叙述起，也可以从他人的
刻板印象切入批判，游戏中
的选择与改变也可以作为陈
述的重点。

写作说明：

请仔细观察这张图，并根据此图像抒发你的感

触与想法。

1 .请自己拟定题目，题目字数不限，若未书写题

目，则不予计分。

2 .请勿以诗歌体书写，其余文体不限。

3 .不可在文中泄漏私人身份。

写作说明：

一.请根据下列“游戏规则”玩“爬格子”游戏，然后从

玩游戏的过程中与得到的结果，抒发你的感触与想法。

1 .请自己拟定题目，题目字数不限，若未书写题

目，则不予计分。

2 .请勿以诗歌体书写，其余文体不限。

3 .不可在文中泄漏私人身份。

二.游戏规则：

1 .选一个动物角色开始往上走，遇到横线则沿

着横线走到隔壁的纵线。

2 .最多可在图上任意加一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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