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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高琦小学初建于省公共体育场
西首，原名为“安徽省立高琦小学校”。时有
3 个班级，120 名学生，9 名教员，校长为

“六二学运”中身受重伤的戴文秀先生。1930
年迁至西门里仁巷，原“长江水师协署”旧
址。1931年更名为“安徽省会高琦小学校”，
并设立幼稚园。1934年更名为“安徽省立安
庆高琦小学校”。

1938 年安庆沦陷，高琦小学停办。1942
年迁校于立煌县(今金寨县)，遂将该县郑家
湾小学易名为安徽省立高琦小学，并保留幼

稚园。1945年抗战胜利后，原校址因战乱毁
坏，迁校延期。1946年春，在原安庆市天柱
阁小学旧址复校至今。

新中国成立后，高琦小学是安庆市最先
建立中共党支部的小学，也是首批实行《小
学暂行规程》 和 《校长教师责任制》 的学
校。1951 年建立“集体备课”“相互观摩”

“值日生”和“小先生”制度，同年被皖北行
署指定为直接联系的学校。

1966年至1976年，学校更名为“安庆市
‘五·七’小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高
琦小学步入改革开放快速发展时期，同年被
批准为市重点小学；

1985 年经首届教代会审议，确立“健
康、诚实、勤奋、创造”八字校训，并确定
以“师生具有良好的创造精神”为办学特
色，着眼发展，着力基础，朝着提高学生全
面素质的方向努力。

1992年被批准为安徽省实验小学；1994
年被批准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俱乐部学校；
1997 年被批准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

校；2005年，被批准为教育部依法治校示范
校；2012年，被确定为安徽省信息化试点学
校；2015年，被评为安庆市科学教育特色学
校；2018年被评为教育部国防教育示范学校。

2015 年 7 月，与太平寺小学组建高琦小
学教育联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2018 年 6 月起，与太平寺小学、十里中
心学校组建高琦小学教育集团，更大范围内
发挥名校品牌示范带动作用，促进区域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2019年6月，高琦小学迎来建校90周年。

■ 核心阅读
九十年栉风沐雨、砥砺前

行，九十年春华秋实、桃李芬芳。
5 月 27 日至 6 月 2 日，安庆

市高琦小学开展建校九十周年主
题文化系列活动，校友见面会、
教学模式推广、讲故事比赛、科
普教育基地揭牌、文艺表演联
欢，独具特色的庆祝活动一波又
一波，孩子们沉浸在高琦小学九
十华诞的欢乐海洋中……

陌上花开香满径，不负韶华
一片春。高琦小学创办至今，始
终坚定不移地走教育创新之路、
内涵发展之路、特色兴校之路、
人才强校之路，铸就“健康、诚
实、勤奋、创造”的精神气质，
一代又一代高琦人的辛勤耕耘，
使她成长为安庆人眼中名副其实
的“名校”。

正如高琦小学校长刘和润所
言：追溯历史，满目繁花，皆成
风景。立足当下，且思且行，固
本才能求新，根深才能叶茂，守
正出新是我们一路走来，屡创佳
绩的源泉，更是我们继往开来，
再谱新篇的重要保证。高琦人要
继续开拓创新，在变中求变，在
变中守不变。积小胜为大胜，积
微成著，为高琦的未来发展再添
华彩，为教育现代化再立新功。

初夏的高琦校园，树木葱茏，处处彰显生
机与活力。高琦小学建校九十周年主题文化
周，如期而至。

“高琦高琦，革命先驱，铮铮铁骨，凛然正
气……”5月27日一早，高琦的小学生们身着
校服，迎着朝阳，聚集在五星红旗之下，齐唱
高琦校歌，歌声响彻云霄。在这激昂的音乐声
中，高琦小学建校九十周年主题文化周活动拉
开了帷幕，在校师生、历届校友以及高琦教育
集团成员校负责人等2000余人齐聚高琦，参
加这场简朴而又隆重的庆典活动。

“我爱高琦，这里有我快乐的童年；我爱
高琦，这里有我火红的青春……”在开幕仪式
上，范萍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1986年，19
岁的范萍，带着一腔热情来到高琦小学，成为
一名教师。初次登上讲台，一双双求知的眼睛
让她无所适从，老教师们毫无保留地把经验传
授给她，从教学到班级管理，使她很快成长起
来。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她就获得了安庆市教
书育人、为人师表先进个人的荣誉。“我爱高
琦，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高琦，此
生无怨无悔。在高琦建校90周年之际，我祝
福高琦小学明天更美好！”这位在高琦小学读
书6年，又在高琦小学工作30多年的老教师，
见证了高琦小学的发展，她的发言，感染了在

场的每一个人。
开幕仪式过后，“安庆市科普教育基地”

揭牌仪式在高琦小学科技俱乐部前举行，市人
大、市科协、市教体局等相关负责人参加。据
悉，高琦小学2018年底被被命名为安庆市科
普教育基地，此次揭牌活动也是高琦小学建校
九十周年主题文化周的重要内容之一，学校以
此次活动为契机，充分展示了高琦小学科学教
育特色办学成果。

接着，在学生小导游的带领下，嘉宾们参
观了学校科技俱乐部、少先队员之家、姜高琦
烈士雕像、科技文化墙和笑脸墙。在党员活动
室，来宾们饶有兴趣地翻看学校教育教学成果
汇编，欣赏着校园风光等专题片。在学校科教
楼报告厅观看了“展艺术风采 贺九十华诞”
校园文化艺术节二年级节目集中展演，孩子们
的精彩表演和该校综合实践教育成果吸引着众
多的目光。

5月27日当天，二年级的合唱表演、三、
四年级的现场绘画比赛，五、六年级的书法创
作比赛、讲故事比赛，精彩纷呈。持续到28
日，三、四年级的独唱比赛，一年级合唱表演
圆满结束。歌声嘹亮，舞姿翩跹，小演员个个
激情四射，台下掌声雷动，小观众人人文明，
全场秩序井然。

孩子们的快乐成长就是对母校九十华诞最
好的礼物。27日下午，以“我在高琦成长的
故事”为主题举行了五、六年级讲故事比赛。
赛前，各班孩子们认真准备，经过班内选拔，
最终共有 30 名选手站上了讲故事比赛的舞
台。孩子们饱含深情，娓娓道来，校园里快乐
时光在他们的讲述中流淌，童年的耀眼光芒在
他们的故事里闪烁，他们的精彩表现赢得了现
场阵阵热烈的掌声。

“五年来，在高琦小学这片沃土中，我如
饥似渴地汲取着养分，从一棵幼苗慢慢地成长
起来。我的成长，离不开老师们含辛茹苦的教
学：语文课堂上，睿智的杨老师带领我畅游在
文字的世界里，培养了我爱阅读、善思考的好
习惯；数学课堂上，风趣的胡老师带领我勇闯
数字的迷宫，探索数学王国的奥秘；英语课堂
上，亲切的Miss Wang带领我见识了英语字
母的美妙，让我体验到了英语学习的无穷乐
趣；美术课堂上，神奇的江老师带领我领略了
美术的意境，让我体验到了不同的作画方式；
音乐课堂上，娇小的程老师释放着巨大的能
量，带领我体验着音符之美；体育课堂上，帅
气的汪老师带领我在操场上强身健体……”杜
宸伊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同学们。2014 年 9
月，杜宸伊幸运地成为了高琦小学的一名学

生。至今，她还清楚地记得那天在一（5）班
教室的门口，亲切和蔼的杨老师牵着他的小
手，把她领进了教室；至今，她还清楚地记得
在那天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刘和润代表全校师
生欢迎新一批含她在内的懵懂稚童的到来；至
今，她还清楚地记得 2015 年的“六一”前
夕，自己光荣地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了一名少
先队员……

孩子们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校园里一桩桩生
动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里，校园里的一草一
木皆有情，他们对母校充满了深深的眷恋，无
不让在场的观众动容。他们回忆着校园里点点
滴滴的生活，高琦小学对于他们来说，是知识
的殿堂，是成长的沃土，是温柔的母亲……孩
子们的人生在这里奠基。

“迎六一”表彰会暨一年级新队员入队仪
式、“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小创客”评选
……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学校让每一颗星星
都闪亮，校园里溢满着积极、健康、向上的氛
围，孩子们欢乐的歌声，飞向校园上空，飞到
校园之外……

在学校汇编的教育教学成果里，有两本征
文特别引入注目，名字都是“你的名字，我的
荣耀”，分别出自师、生之手。在高琦，学
校、教师、学生早已融为一体了！

// 你的名字 我的荣耀 //

在母校九十华诞之际，遍布全球的高琦校
友们通过电话、微信、电子邮件等各种途径，
表达对母校的思念和祝福——

“祝愿母校蓬勃发展，引领更多的孩子走
上正确的路！”

“可爱的学生茁壮成长，敬爱的老师桃
李满园！”

“高琦是我人生中的明灯，一直以来都是
我的骄傲。”

祝福语、祝福视频纷至沓来，令人应接不
暇。校庆文化周活动期间，每天都有校友结伴
到校，一颗颗牵挂着母校的心让多年未见的昔
日同窗走到了一起。他们在校园里寻找儿时的
记忆，交谈着童年嬉戏打闹的趣事。走进校史
室，老照片吸引着老校友们的目光，照片中老
师的笑容再次唤起他们的记忆。

一位年逾六旬的校友受同学之托，专程从
天津赶回，到学校寻找童年的足迹。虽然青砖
黑瓦的教室已不复存在，校园也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但是她依然感觉很亲切。徘徊在校
园里，她不肯落下每一个角落，不停地拍照纪
念。在学校老师的热情引导下，她走进了科教
楼。当她来到图书馆时，不停地发出惊叹:“没
想到小学有这么大的图书室，藏书这么多！比
起我孙子所在的外地某名校好多了，在这个学
校上学的孩子们真幸运！”

“今天回到母校，我的心是不平静的。
高琦的变化太大了，蓬勃向上的氛围让我很
高兴，毕业于这所学校，我感到很自豪。”72
岁的高琦校友王裕生老人话不多，脸上抑制
不住的笑容，流露了他此时此刻的激动之
情。言语之中，是作为高琦学子的自豪感以

及对母校满满的怀念之情……老校友们把对
高琦小学的情怀寄托于诗歌中、寄托在相册
里，尽情投入高琦母亲的怀抱，默默祝福，
祝福高琦，永远年轻！

5月30日下午，“感恩母校铭校训、喜迎
同窗忆往昔”校友见面会在高琦小学报告厅举
行，许多老校友久别重逢，相聚畅谈往事，场
面温馨，笑声此起彼落。这次见面会，学校邀
请了多位往届校友代表，校领导班子及五年级
全体师生300余人参加了见面会。校友们饶有
兴趣地分享着自己在校园的成长、学习经历，
以及工作中的感悟与目标，他们用平凡的话语
讲述着自己不平凡的经历。

“高琦高琦，勃勃生机，八字校训，时刻
铭记。健康诚实，勤奋创造，振兴中华，永铭
心际……”如今的高琦，宽松自在的学习氛
围，承载着孩子们的荣誉、梦想和青春，在高
琦学子眼里，它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地方，在
高琦老师的心中，它是辛勤耕耘的芬芳桃李园。

5月29日，高琦小学面向全市开展学科教
学模式推广活动，此次活动中语文、数学、英
语、音乐、体育五个学科九位老师执教了研讨
课。九位老师，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风格，用
不同的教学内容诠释高琦各学科教学模式内
涵，展示了高琦教师良好的专业素养及教学风
采。安庆市、大观区各学科教研员和兄弟学校
的老师们约300人参加了此次活动，尤其难得
的是市、区教研员在观摩了研讨课之后，进行
了专业点评与引领。正如教研室何成法副主任
所说，这样的学科研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探
索——通过课例诠释，让教学模式落地有声，
让学科教学规范高效，让教师的专业成长更高

效。这是高琦教育人用最真诚、最扎实的课堂
向高琦90华诞隆重献礼。

是的，在坚守传承和创新突破之间，永
远有一群人在坚定行走，那就是高琦教育
人！高琦小学将继续践行完善推广成功的学
科教学模式，努力让高琦的学科教育如映日
荷花别样红艳。

5月29日，有很多家长参加了听课，因为
这天也是家长开放日。下课了，家长们没有离
开，还在静静地等着专家的点评。

“在我们高琦，家长参加教研活动很常
见，面向家长，面向各校老师是一种教学常
态。”方芳老师说。当天，她的数学课《淘气
的作息时间》从兴趣教学入手，根据学生的不
同特点，因材施教，总结出适合各类学生学习
数学的教学方法。她讲课条理清晰，简明易
懂，教学中注重课堂练习，让学生高兴地玩，
快乐地学，做时间的小主人 。

来自公园小学的方桂香老师说，来高琦很
多次了，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高琦的课有
与众不同的特色，有主题，有想法。全市各个
学校的教师都可以在这里学习和提高。”

在高琦，每位老师在站上讲坛前都需要付
出巨大的努力。不仅要掌握海量的知识，还要
磨炼自己的“内功”，强化教学技能。他们抱
着同一份对教育的热情，在台上挥斥方遒，展
现自己特有的教学方法。

“在这一个月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感受到
安庆人民热情好客，感受到高琦小学创造、团
结、敬业、进取的高琦精神。”新疆皮山县皮
山一小党支部书记张红星说。恰逢高琦小学建
校90周年之际，他带领的新疆教师在高琦跟

岗学习培训，高琦给他的良好印象深深地留在
他的脑海里。“高琦的办学思路总是很超前，
对我们跟岗学习的教师，不管是人力物力，总
是全力支持，毫无保留地把先进的理念传授给
我们。学校抽调专业能力强的骨干教师结对帮
教我们，手把手地指导我们备课，使我们在短
暂的一个月跟岗培训过程中学习到许多新知
识，提升了我们办学理念、拓宽了教学思
路。”他对高琦印象最深的有两点——尊重历
史，把校园文化、学习精神不懈地延续；校长
带领队伍管理严格，也很人性化。在这里，家
庭、学校、社会早已融为一体。

2019年，对于高琦小学来说，是个不寻常
的年份。走过九十年，历经风雨，迎来硕果累
累的今天。建校于1929年的高琦小学，以在
1921年“六二”学运中牺牲的姜高琦烈士之名
而命名，当时名为“安徽省立高琦小学校”。
高琦小学的悠长校史与五四运动那个风起云涌
的时代交织重叠。这所饱经沧桑的学校走过近
一个世纪，也见证了安庆教育多个重要的历史
发展阶段。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经历了一次
又一次的考验，当年的各种抗争，如今都成了
历史的一页，而高琦培育出的一批又一批人
才，如今在各个领域施展才华，他们是祖国的
栋梁，是高琦的骄傲！

九十年栉风沐雨，九十年辛勤耕耘，凝结
了深厚的高琦文化。如今的高琦，以更加包容
开放的姿态，在自强不息的道路上昂首向前。

“向着明亮那方，哪怕一片叶子，也要向着阳
光洒下的方向……”每一位高琦人就像一片叶
子，朝着阳光汲取养分，坚定地行走在“守
正、创新”的路上……

// 开放包容 自强不息 //

高琦小学历史沿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