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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花开笠

儿童是人类重返自然的桥梁

■焦荣华

儿童与自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以儿童为中心的自然教育在凸显儿
童与自然之间的深层关系的同时，
更关注成人与儿童一起共建美好的
自然之境。

自然教育是儿童发展基点
自然在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不

可小觑。 蒙台梭利指出， 人在童年
期， 必须从自然中汲取自身发展所
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 在工业
化、 城市化的今天， 人们却越来越

“禁闭” 在人工环境中。 对现在的
儿童来说， 从大自然中获取力量的
机会愈来愈稀少。 回归自然便成了
共同的召唤。 那么， 什么是自然教
育呢？ 瑞谢尔·卡逊在 《奇迹的意
义》 一书中称， 当把令人兴奋的自
然世界介绍给孩子们时， 感受它远
比了解它重要。 《与孩子共享自
然》 一书的作者也倡导， 为了让孩

子更好地融入自然， 必须“先看、
先体验， 然后再说”。

自然教育不是知识、 技能的教
育， 而是在现有的境域中重建孩子
与自然的关联，让儿童在体验自然、
感受自然、 爱自然中最终发展出在
自然中的“归家”感。由此，我们看出
在自然教育中更应该重视儿童的主
体性、能动性、创造性。

自然教育中成人掌控过多
现有的自然教育往往以成人为

中心， 使得自然教育反而成为对孩
子的另一种形式的隐匿的规训。 以
成人为中心的自然教育往往存在以
下误区：

自然教育很容易演变成知识教
育。 成人往往会以自己的知识“告
诉” 孩子有关自然的信息。 自然知
识只是人类探索的结果， 动植物名
称也仅仅是人为的符号而已， 而对
大自然中所潜隐的神秘之道， 以及
人与大自然之间的神秘的、 融合性

的体验与感受， 比任何的“知识” 与
“符号” 都更具生命意义。

自然教育可能成为浮光掠影的
“看风景”。 一般而言， 成人对自然的
关注更多是一种感官的享受———
“看”。 为了更“多、 快、 好、 省” 地
“看”， 匆忙地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
点。 这种匆忙与粗鄙的自然教育破坏
了孩子与自然之间的联结， 甚至是有
意无意间破坏了孩子探究的胚芽。

成人的控制趋于狭隘化与功利
化。 成人掌控下的自然教育， 很可能
走向狭隘化和功利化， 甚至许多成人
仅将其简单视为种植花草或领养宠
物。 就像蒙台梭利所批判的， “大自
然逐渐被我们的概念窄化成种些小花
草， 豢养这些我们赖以为食、 为工具
或为防御的家禽或家畜。”

与成人相比， 作为自然之子的儿
童与自然有着更为深层的联结。 那
么， 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来思
考： 在自然教育中， 不是“有知” 的
我们带孩子， 而是“无知” 的孩子带

我们。 如此， 将是一幅怎样的景象
呢？ 我不由想起了张文亮先生写的
《牵一只蜗牛去散步》 的情景， 也许
孩子就是“上帝” 恩赐给我们的“蜗
牛”？

儿童是自然教育的中心
跟随儿童的脚步， 我们便能缓慢

感受与自然的关系。 他们没有成人的
“钟表时间” 意识， 不是听从于“脑”
而是听从于心， 听从内在流动的时间
节奏。 每到一个地方， 孩子不是匆忙
“看” 风景， 而是在这个地方细细地
观察、 慢悠悠地探索。 一只爬行的蚯
蚓， 或是一个蚂蚁窝、 一朵花、 一棵
被人忽视的草， 都可能是孩子的兴趣
所在。 就拿一只蚂蚁来说， 我们匆匆
看风景时根本不会觉察到它的存在，
可是当我们慢下来静下心， 与孩子一
起感受这只蚂蚁， 便会同他们一样有
很多有趣的问题： 这只蚂蚁从哪来的
呢？ 要去哪儿呢？ 它是怎么爬的呢？
它的家在哪儿呢？ 它的父母呢？ 它吃
什么呢？

在种种追问和探索中， 我们便与
这只蚂蚁有了更深的联系。 女儿带我
一起漫步就是这样， 她会关注到很多
我不曾留意的微小的事物。 有一次她
看到一只蚯蚓， 接着又寻找到了不远
处蚯蚓的家， 便很开心地问我： 妈
妈， 蚯蚓是怎么建造的家呀？ 它的家
怎么没有门呀？ 我当时不禁哑然： 自
己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无用” 的问题
呢！ 正是有了孩子的带领， 置身于他
们的时间节奏中， 我们才能同他们一
道感受到看似“无用” 却极有趣的生
命存在。

孩子带领我们去感受自然， 我们
便会在自然中用心“感受” 生命的另
一种美丽。 由于孩子与自然之间没有
知识的阻隔， 他们对自然更多的是生
命深处天然的“感受”。 当我们与孩
子一起慢下来， 静静地在自然中探
索， 便会惊讶于那叫做“花” 或是

“树” 的存在， 我们其实对它们一无
所知。 当我们知道一种花叫做玉兰
花， 我们就以为真的认识了玉兰花，
事实并非如此。 有的孩子看到玉兰花
时便问： 玉兰花为什么先开花后长叶
子呢？ 是的， 为什么呢？ 成人只能哑
然。

跟随孩子， 我们将建立与地方的
生命联结。 孩子往往不被“有名” 的
景点吸引， 其兴趣永远不是“外在”
的精致， “凹凸不平的一角” 作为更
为有趣、 更为原始的自然存在反而成
了他们精神的“大礼堂”。 其实， 那
些所谓有“名气” 的景点， 人们蜂拥
而至也许只是去享受“到此一游” 的
满足感。 跟随孩子的脚步， 即便在墙
角， 或是路边， 我们都有可能找到一
片可以敞开心扉的“乐园”， 并与这
个地方发生真正的精神联结。

孩子不会把周围世界仅当客体化
的“它者”看待，而是与周围世界自然
地融为一体。 于孩子而言， “在……
之中” 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存在于
其中， 而是在其中并与之发生精神上
的交流和对话， 一种充满诗意和灵性
的对话。 爱默生曾讲道： “对于成年
人来说， 太阳照亮的只是他们的眼
睛， 但对孩子们来说， 太阳却能透过
他们的眼睛照进他们的心田。” 当我
们跟随孩子时， 我们仿佛再次拥有了
童年， 也真正地拥有了自然！ 人需要
蜕脱成年的茧痂， 再次在自然中重获
新的“亲证”， “与生气勃勃的和纯
洁的宇宙” 建立新的联系， 在与自然
的“合一” 中真正找到宁静与喜悦。

华兹华斯曾经说过， 儿童降临于
世，离大自然最近，与大自然有着最为
亲密的关系， 他们是人类重返自然的
桥梁。让孩子带我们去踏青，就是交由
孩子带领我们重归与自然的合一。 在
与大自然宁静的“神交”中，成人身上
潜在的灵性也将因孩子而被唤醒！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
院学前教育博士）

大自然是免费的游乐场

■张琳琳

阳光明媚的早晨， 我们一家四口开着车快乐
地向大岭山森林公园出发！

大岭山森林公园位于广东省东莞市南部，这
里的一草一木都散发着原生态的魅力。 儿子逗逗
和女儿妞妞趴在车窗上， 望着窗外大呼：“好漂亮
的花儿啊！ 看，还有鸟儿！ ”

我们找到一处清澈的小溪。女儿说：“爸爸，我
可以脱鞋吗？”爸爸说：“当然可以。”女儿立刻脱了
鞋子，下到水里，抓泥巴玩，“好像幼儿园的橡皮泥
啊!”儿子也跟着脱鞋，脚一踩到水里就大哭起来，
逗笑了姐姐和爸爸。 我赶紧抱起他，问怎么回事，
儿子不说话，我想应该是溪底的沙子太松，脚一下
子陷进去了。我拿了个水瓶递给女儿，告诉她小鱼
儿就躲在小石头下面， 可以把它们放在瓶子里带
回家。 女儿一听，乐坏了！ 她弯着腰，撅着小屁股，
小心翼翼地翻开小石头， 轻轻地用小手去捧小鱼
儿，可是小鱼儿总不听话，反复几次后，女儿有点
失落。 这时，妞爸也下水帮女儿并教她方法。 不一
会儿功夫， 几条小鱼儿装进了瓶里。 女儿举起瓶
子，向弟弟炫耀说：“看！ 我有好多小鱼儿啊！ ”

我鼓励儿子下水， 告诉他不能因为第一次尝
试失败后就退缩。妞爸说：“儿子不怕！水里特别好
玩。 ”女儿也说：“你看，姐姐都不怕。 ”儿子望着我
笑了笑， 我对他点点头， 把他放下去一起摸小鱼
儿。 就这样我们一家人的笑声回荡在溪流间。

女儿兴高采烈地拿着装鱼儿的瓶子， 一边走
一边说：“妈妈，不能把瓶子的盖子盖上哟！要不小
鱼儿没有空气会闷死的。我还要放点小草进去，因
为它会饿。 ”

走进草丛中， 女儿看到一只蜗牛在小草上蠕
动，惊讶地大叫：“妈妈！妈妈！你看有蜗牛！ ”我们
都蹲下来观察蜗牛， 我说:“你看它头顶上还有两
根触角，背上还有一座‘小房子’，是不是？”女儿点
点头。“如果你用小手动一动它，它会马上将身子
躲进房子里。 ”女儿用树叶触动了一下蜗牛，蜗牛
从小草上滚落下来钻进了房子里。 我告诉女儿：
“蜗牛怕你伤害到它， 所以它启动了自我保护模
式，把自己装进小房子里。这样身体没法附着在小
草上，就会滚落下来。 ”女儿说：“哦！ 原来是这样
啊！ 好神奇啊！ ”

神奇的大自然能让孩子们自主学到许多知
识，家长们并不一定要买高价的门票，排着长长的
队伍带孩子去游乐场所。 青青的小草， 浅浅的溪
流，自由自在的鱼儿，在大自然赠与我们的免费的
游乐场里， 孩子们可以享受到自然而宝贵的快乐
童年！

深度关注笠

幼儿的自然
教育不是对自然
知识的教育，而
是与自然建立精
神联结的教育。

�� 扬扬州州市市金金苹苹果果鸿鸿泰泰艺艺术术幼幼儿儿园园组组织织家家长长和和孩孩子子们们在在森森林林中中快快
乐乐地地做做亲亲子子律律动动操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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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激发天性 ” 到 “诗化课
堂”。 开展 “诗化课堂” 是黄岛区育才
小学的一大创新。 “诗化课堂” 首先要
从 “诗兴” 开始， 它引领孩子们在诗意
灵动的氛围中愉悦地学习 ； 其次要从
“诗观” 做起， 激发学生浓厚的学习兴
趣， 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 力求以打造
“诗化课堂” 为助手， 促进 “诗性教育”
特色的全面形成。

为拓展 “诗化课堂”， 学校成立了
“育才诗社 ”， 各年级 、 各班级也分别
成立了各具特色的诗社 。 学校还通过
《致家长的一封信》 将 “诗性教育” 延
伸到家庭 ， 倡导家长通过做 “诗教志
愿者 ” 和开设选修课程等方式吸引家
长参与到 “诗性教育 ” 中来 。 现在 ，
“诗性教育” 让全校师生提高了思想内

涵和文化品位……
———从 “校本研发 ” 到 “诗品课

程”。 学校每学期举办诗歌节系列活动，
开展诗歌朗诵会、 原创诗歌大赛、 诗配
画比赛； 在班级评选 “最受人喜爱的儿
童诗”、 “十佳小诗人 ” 等主题活动 ，
为孩子们诗情飞扬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
发展的空间。 近年来， 学校坚持 “崇贤

尚雅， 涵养诗慧” 的课程理念， 开发并
实施了诗词佳话 、 诗歌诵读 、 诗歌鉴
赏、 诗歌创作、 诗歌与舞蹈、 诗歌与音
乐、 诗歌与美术、 诗歌与书法等多种校
本课程 ， 打造出了学校的特色课程品
牌 ， 其中 《胶南茂腔 》 《胶南手绘年
画》 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
承研究项目。

———从 “立德树人 ” 到 “诗情德
育”。 学校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建设， 在教育教学中强化以 “求真
向善， 立德树人” 为德育理念的诗情德
育， 打造 “尚雅养慧” 的德育品牌。

学校把 “感恩教育” 作为德育教育
的重要内容， 编辑 《百善孝为先》 校本
课程， 常年开展 “八心” 教育活动， 使

“感恩在心， 感谢在行” 的教育理念在
家庭和学校中得到了真正的落实。 为培
养正气、 灵动、 优雅的 “诗慧” 儿童，
学校以 “海鹰少年军校” 为依托， 每学
期开展传统 “四个一” 活动： 一次军事
队列训练， 一次阅兵式， 一次国防教育
专题报告， 一次国防知识竞赛。 在全国
少年儿童国防知识竞赛中荣获优秀组织
单位奖。

———从 “诗性内涵 ” 到 “诗意文
化”。 近年来， 学校以建设 “诗意文化”
助力 “诗性教育 ” 为着眼点 ， 促进了
“诗性教育” 的深入开展。 确立了 “以
诗为友， 与高尚同行” 的校训， 以此引
领学校逐步形成了 “崇真 、 扬善 、 求
美、 创新” 的校风、 “博学多才， 居儒
典雅 ” 的教风和 “乐学笃行 ， 放飞性

灵” 的学风。
走进黄岛区育才小学， 以古典诗词

为主旋律的校园歌曲 ； 以 “四季诗语 ”
和 “山海情韵 ” 命名的校园小径 ， 以
“诗歌游廊” 或 “诗歌驿站” 命名的校园
景点； 还有各个教室雅致而显诗意的花
草、 门牌 、 标语和诗慧人生的文化墙 ，
学校 《育才报》 《诗意人生》 校刊……
都时时、 处处彰显着 “尚雅养慧” 的特
色教育魅力， 在 “诗性教育” 中发挥着
传播、 引导、 激励、 向上的作用。

什么是最好 的 教 育 ？ 育 人 之 道 ，
“诗性 ” 为魂 。 美丽的黄岛区育才小学
正以 “立德树人 ” 为使命 ， 积极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全力推进 “诗
性教育 ”， 努力谱写当代素质教育的新
篇章！ （薛 萍 王 瑛）

诗慧童年 精彩人生
———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育才小学“诗性教育”特色发展之路

“迎春花儿站路边， 绽放笑脸金灿灿。 一层层、 一簇簇， 脱去冬衣笑开颜……” 当刘宇恬同学朗诵完自己创作的
诗歌《迎春花》 时， 老师称赞她写出了春天的快乐……这一幕就发生在青岛市黄岛区育才小学。

近年来， 黄岛区育才小学， 秉承“尚雅养慧， 育才报国” 的办学理念， 坚持“办最中国学校， 育最高雅人才” 的
办学目标， 积极推进“诗慧童年， 精彩人生” 的诗性教育， 通过培养诗慧教师、 打造诗化课堂、 开发诗品课程、 实施
诗情德育、 建设诗意文化， 涵养师生的诗心、 诗情、 诗品、 诗慧， 引导学生用诗意情怀体验生活， 用艺术思维创生诗
性智慧， 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学校被授予山东省教学示范学校、 全国少年军校示范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赢得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赞誉。

详情请登录： http://zxx.edu.china.com.cn/ 联系电话： 010—51888152 曲老师

2015年度具有社会公信力、 性价比， 集足球培训、 比赛、 历
史文化艺术赏析、 欧洲文明礼仪学习、 高端时尚品牌鉴赏为一体
的国际文化体育交流项目。

活动由意大利足协球员协会主办， 意大利科维尔恰诺国家队
训练基地承办，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馆、 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 意
大利足协教练员协会特别支持。 此项目已授权成之路 （北京） 文
化传媒有限公司作为Italian Football Camp项目在大中国区 （含
港澳台） 代理运营。

夏令营的营地设在意大利国家队备战世界杯、 欧洲杯的封闭
训练营地 （罗马的 “朱利奥-奥内斯蒂” 训练基地和佛罗伦萨的

“科维尔恰诺” 训练基地）。 “夏令营” 的教练由意大利足协球员协
会指派， 拥有国际足联、 欧洲足联和意大利足协颁发的执教资格证
书。 每15个孩子配备1名教练和1名专职体能教练。 家长可以陪同观
摩训练。

“意大利足球传奇” 迪比亚吉奥 （意大利国奥队现任主教练）、
保罗·罗西、 马尔蒂尼、 巴雷西、 赞布罗塔、 加图索、 内斯塔、 托
蒂、 皮尔洛、 格罗索等世界级球星参与指导。

夏令营将安排学员与罗马、 AC米兰、 尤文图斯等俱乐部的同龄
段青少年球队进行友谊赛。

活动费用： 34800元 ／人

中小学生赴意大利足球培训暨中意友谊赛启动
意大利———中国青少年足球夏令营

兰州成功学校：兰州市东岗东路向东马家梁开发区 欢迎登录成功教育网（www.lzchg.com）或成功教育公众微信号 （chgjy888）了解成功教育集团

面向全国诚聘高中、初中各年级主讲教师和分校校长
兰州成功学校 河西成功学校

兰州成功学校和河西成功学校是经教
育部门批准的、面向全国招生的全封闭寄宿
制完全中学（附设小学）。 校园环境优美，教
学设施齐备，发展势头强劲，是甘肃省基础
教育创新教学示范学校。

成功学校教学理念先进， 经 15 年创新
进取，形成了科学高效的成功系列创新教学
法，高考中考成绩优异，高考升学率连年超
过 ９０％，重点院校上线率达 ２５％，连续十年
向清华北大输送英才。

教育改革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成功学
校作为驰名陇上， 享誉全国的优秀民办学
校，将乘势而上，谋求更大的发展。 现面向全
国诚聘分校校长和高中、初中（含小学）各年
级主讲教师若干名，具体职位及要求如下：

一、分校校长（含年级主任）:具五年以上
一线教学管理岗位经历，勤奋敬业，身体健

康，德才兼备。 免食宿费，年薪 12 万元以上；
二、高级教师：具有十年以上教学经历，

勤奋敬业，业务精良，身体健康。 高三、初三
把关教师及具有中层以上管理经验的教师
优先。 免食宿费，年薪 8 万元以上；

三、一级教师：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师范或相关专业毕业，三年以上教龄，业
务水平高，有高三、初三任课经历及班级管
理经验的教师优先。 免食宿费，年薪 7 万元
以上；

四、助理教师 ：要求大学本科及以上学
历 ，师范或相关专业毕业 ，品德优良 ，学业
出色 ，普通院校本科月薪 3500 元起 ，重点
院校本科和研究生月薪 3800 元起 。 免食
宿费；

五、以上符合任教资格的主讲教师聘用
后提供单人单间带卫生间的宿舍，并按国家

规定办理养老和医疗保险；
六、 收到参聘者投递的简历或信息后，

学校教研督导室在三个工作日内审核完毕。
审核通过后指定专人书面或网上通知来校
面试，并报销车票。 面试通过后培训上岗，并
提前预支 2000 元生活费。

兰州成功学校福利待遇优厚，学术氛围
浓郁，环境安静幽雅，发展空间宽广。 欢迎优
秀教师加盟成功，共筑辉煌成功梦！

联系电话：
任校长（总校）13919245441
杨校长（河西成功学校）13830546488
黄校长（小学）13321332849
严校长（高中分校、初中分校）13993124587
付校长（高考分校、中考分校）13893454098
总校咨询电话 0931-8799880（杜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