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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课堂带来的“诗意碰撞”
———2015年江浙沪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习活动观感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众所周知， 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
材中占有一定的比例， 是小学语文教学
重要的课程资源。 如果说几年前教师们
更多的是在探讨儿童文学课堂应该什么
样， 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是如何进一步
深化， 如何借助各校已有的儿童文学教
育经验取长补短， 提高和促进孩子的各
方面素养， 尤其是儿童文学写作素养等
一系列新问题。

日前， 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
究院、浙江省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创委会、
江浙沪儿童文学教育联盟主办的“放飞
童心” 第八次儿童文学教育教学研习活
动在宁波举行， 小学语文教学专家周一
贯、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化研究院院长
方卫平、 儿童文学理论家孙建江等结合
课例作主题报告， 一线名师展示了儿童
文学课堂的多种样态， 并引导教师自行
开发儿童文学的微课程， 活动中所展示
出的新课型、新思想、新方法给来自全国
各地的六百多名校长和教师带来了不小
的冲击，犹如经历了一次头脑风暴。

在现场，北仑区实验小学校长、儿童
诗教学先行者郁旭峰执教六年级童诗读
写课《树》，让美妙的语言和神奇的想象
在课堂肆意飞扬；特级教师、绍兴市上虞

区金近小学校长何夏寿自主开发的
《新龟兔赛跑》，从“旧童话”中找到“新
创意”，用巧妙的方法和丰富的联想架
构起另类的童话； 杭州市教坛新秀姜
晓燕执教二年级绘本阅读《老狼，老
狼，说什么呢》，带领孩子快乐地学习
绘本创编； 绍兴市北海小学教育集团
副总校长、 华东六省一市课堂教学比
武特等奖获得者吴淼峰执教五年级
《“故事一组”群文阅读》，与孩子走进
故事组群，感受人性美好；特级教师周
益民用《夸父逐日》让孩子们在口耳相
传中感受神话的神奇和神圣； 而杭州
市下城区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祖庆
执教的《语言的魔力》，试着从课内文
本迁移，通过唤醒学生的生活体验，当
堂练笔，找到“升华语言魅力”的方法。
六堂课既有童诗、童话、绘本、神话等
儿童文学文本读写， 也有建立在小学
语文课本内容之上的拓展阅读和表达
迁移， 展现了儿童文学在小学语文教
学中的独特魅力。

特别有意思的是，《小学语文教
师》 副主编陈金铭老师针对周益民和
张祖庆两位特级教师执教的阅读课与
他们聊课，也称“辩课”：

———“感觉刚才这节课让学生用
方言讲故事效果不太好， 你为什么想

到用这种形式？”陈金铭问。“说方言是给
自己找一个语言的故乡， 如果有充裕的
时间， 我会自己用方言给孩子们讲一遍
整个故事。”周益民答。

———“你为什么会选择把马克·吐温
的《金钱的魔力》一文作为写作教材引入
课堂？设计的初衷是什么？”陈金铭问。“在
我看来，那些从一百多年前流传到现在的
书才是真正的经典。教师让学生通过体验
式朗读发现书中的言语智慧，并创设写作
情景，教学生学习这种表达方式并练习写
作。我认为，当前有关写作教学的阅读最
大的问题就是只走了第一步，相当于在岸
上学会了泳姿，但没有在水中真正去体验
游泳。”张祖庆答。

提问者如庖丁解牛般对课型设计、
教学方法、 表达方式等重点和难点问题
提出质疑，真诚中不乏犀利，回答人开诚
布公又妙语连珠， 令现场的教师们听得
酣畅淋漓，喝彩连连，真正促进了上课教
师与听课教师的共同提高。

当前，课程改革进入“深水区”，最大
的变革力量就来自于课堂， 最大的特色
就来自于“个性化课程”，当教育能够给
予孩子丰富多彩的“课程选择”的时候，
诗意和美好才会与童年相伴。 不甘平庸
的教师只要找准方向， 创造和开发属于
自己的新课程，就能焕发职业生命力。

“儿童文学作家的使命是为儿童写出
好的作品， 小学语文教师的使命就是选
择和重构这些儿童文学作品， 让它以更
好的面貌呈现在孩子们面前。 这样的行
为在语文课程标准上有一个美妙的名
词———教师是课程资源的创造者， 但是
现在许多一线教师都自动放弃了， 今天
姜晓燕、 吴淼峰等老师就是真正的捍卫
者， 突破了教改的天花板。” 作为绍兴市
教育教学研究院小学语文教研员， 莫国
夫以特级教师的严谨来把脉儿童文学的
教学， 他认为， 阅读教学语境中的阅读
是为了培养未来的公民， 其核心目标是
引领孩子走向更高层次的阅读。

那么， 一线语文教师如何与儿童文
学产生美丽的交集？ 《小学语文教师》
主编杨文华的儿童文学微课程展示了众
多“法宝”： 童谣课程、 绘本课程、 对联
课程、 吟诵课程、 灯谜课程、 儿童戏剧
课程、 民间故事课程、 儿童影视课程、
儿童诗课程……引来现场啧啧声一片，
一些教师跃跃欲试。

“儿童文学真的很美很美， 但一所学
校的力量毕竟有限，我希望志趣相投的同
行手携手， 共同擦亮儿童文学教育的天
空，让更多的孩子，因为我们的努力而享
受到更幸福的童年。” 据江浙沪儿童文学
教育联盟学校理事长何夏寿介绍，2011
年，由著名儿童文学家洪汛涛、 圣野、 任
大霖等人的第二代传人发起组建了江浙
沪儿童文学教育联盟， 从最初的九所基
地学校， 发展到了今天的一百多所， 一
大批喜欢儿童文学、热爱儿童文学教学的
诗人、作家、专家、教师因为共同的教育梦
想聚集起来。“从最初的教师轮流上观摩
课， 到校长通过论坛形式探讨儿童文学
教育， 再到如今的集合江浙沪儿童文学
和儿童文学教育领域的精英带来的思想
和精品课大餐， 我们走出了自己的路，
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谁是鱼王？
■刘玉栋

在这繁花似锦的季节， 读罢著名
作家张炜的最新小说《寻找鱼王》，不
禁心生感叹：这是一部精妙的寓言，它
应该是一部儿童和成人都喜欢的作
品，同时，这又是一部儿童不见得读不
懂，而成人也不敢说能读懂的作品。为
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这个故事中，隐藏
着丰富的象征、 隐喻和谜语， 哲思密
布，充满着人生智慧。表面上它是一个
小男孩为了追求美好生活， 寻找鱼王
拜师学艺的故事，实际上，这是一个老
人在讲述做人的道理和寻求人生完美
的寓言。

小说是以第一人称为视角展开叙
述的。“我”是一个跟着父母住在山里的
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跟着老师斜眼
老头学习识字，但由于窥视到老师的一
个秘密———贪吃，被恼羞成怒的斜眼老
头撵回了家。山里物质匮乏，鱼就是最
好的美味了， 如果一个人能捉到大鱼，
提着大鱼在老族长家进进出出，那就是
大山里最风光最体面的人。“我”立下大
志，“要当一个捉大鱼的人”， 并且马上
得到了爸爸的支持。爸爸小的时候也想
学到这门手艺， 只是自己天分不足，又
没找到好的师傅。爸爸把他未能实现的
梦想寄托在“我”身上。爸爸带着“我”走
上了寻找“鱼王” 的拜师学艺之路。最
终，“我”遇到了“旱手”老人，跟他学到
了在旱季里徒手捉鱼的功夫，又在老人
的指引下，找到了“水手”老太，学成了
潜水捉鱼的本领。然而，“我”却没有回
到世俗社会去风光，而是选择把父母接
到大山深处的湖边，跟“水手”老太一起
住下来……

读罢这部作品，无法不让人深思。
每一个人的童年都是不一样的， 但可
以肯定的是， 都有过一个光辉灿烂的
梦想，也许，这正是童年对于整个人生
的重要性所在。然而，真正能够实现梦
想的人又有几个呢？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进入社会， 这是你
无法选择的，社会是世俗的，财富、等
级、 竞争、 欲望……这里面充满着险
恶，势必影响到个人的生活和内心，每
一个人都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甚至要
放弃自己的梦想， 遭遇人生失意或事
与愿违。这一点，《寻找鱼王》中的“旱

手”老人和“水手”老太都是好的例证。
“旱手”老人和“水手”老太的父亲都

是当年的老鱼王。 当年他们两家关系很
好，在“旱手”老人和“水手”老太很小的
时候，就给青梅竹马的他们定了终身。但
是，由于私欲和贪心，“水手”鱼王害死了
“旱手”鱼王，他们又成为仇家。“旱手”老
人年轻时被仇恨缠裹着， 一心想成为新
一代鱼王，可是，由于自身的一次失误，
卖了有毒的鱼，出了人命，他从此躲入山
中，人生由此改变。“水手”老太对他的爱
情却没有改变，她追寻“旱手”老人来到
山里，但由于“旱手”老人内心的障碍，他
们最终没能生活在一起。

可以说， 他们历尽了人生的酸甜苦
辣，然而，他们却在变故和失意中找到了
自我。他们都意识到自身的局限，都不承
认自己是鱼王。在他们身上，突显出来的
人生道理就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
后有能人”。主人公“我”在两位老人身上
学到的可不仅仅是捉大鱼的手艺， 而是
人生的真谛。所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强烈
的象征色彩的作品， 它所展示的情节象
征着寻找过程中不同的问题和阶段。最
后， 大鱼的出现使得人生的奥秘和大自
然的奥秘融为一体。“那个巨大的黑影再
次出现了，我的头蒙着，两耳被‘咚咚’的
声音震得发痛。我看不清楚，只觉得它是
一条无比大的鱼， 吐水时就发出这种声
音。它挨近了时，让我觉得就像一道压过
来的石壁。黑色的石壁急速推移，往前，
往右，划了一个不大的弧形，然后返回了
洞子……”

是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洞子通向哪
里，但我们知道这个洞子里居住着大鱼。
我们时常能听到“咚咚”声音，那是大鱼
的巨大呼吸，也是人生的真谛所在。

（作者系青年作家， 首届青铜葵花
儿童小说奖“银葵花奖” 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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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创新实验室做实验

中国教育承前启后， 继往开
来， 综合改革热潮翻涌， 应用型高
校创新驱动。 在美丽的中国西部，
位于天府大地的四川工商学院， 以

“艰苦创业、 改革创新、 攻坚克难”
之精神， 默默地为祖国培养出了万
千优秀人才， 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
积极贡献。

2015年5月， 在国家教育部门
批准转设的四川省属本科院校名单
中， 四川工商学院这个璀璨闪亮的
名字跃然其中。

学校前身是成立于2001年的四
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 面向全国统
一招生， 实施全日制本、 专科学历
教育，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 创新
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强， 适应区域
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
型、 复合型、 技术技能型人才。

四川工商学院现有在校生
17000余人， 其中本科生11000余
人。 而从学校走出去的20000余名
优秀毕业生正在国内外各行各业辛
勤工作， 无私地奉献智慧和青春。

短短14年， 四川工商学院何以
能崛起于西部， 勇立时代潮头？ 全
国各地的学子为何纷纷报考？ 毕业
生就业率为何始终能保持在95%以
上？ 这在于———

注重内涵建设确保质量
百年兴教诚至上， 万世树人生为

本。
建校之初， 校董事会王六章董事

长就明确提出 ： 办学要注重内涵建
设， 优秀的教师不可或缺， 良好的基
础设施同样重要。 情倾莘莘学子， 决
不误人子弟。

在加强建设改善办学条件方面，
学校一直没有停歇， 一年一个样， 始
终新风扑面。 校园书香浓郁， 浸润学
子心田。

学校占地面积达1600余亩， 现有
成都校区和眉山校区两个校区。

几年前， 学校采用了米饭生产线
生产香甜可口的米饭， 引进直饮水系
统让师生员工随时随地可饮用到开
水， 自主研发的热能系统时常可提供
洗浴用热水， 建的污水处理厂加工处
理后的水源可养鱼浇花……

最值得一提的是眉山校区， 建筑
现代大气， 高端典雅， 学生公寓安上
了空调 ， 有休闲区 、 自修室 、 洗衣
房、 生活服务房。 去年建成投入使用
后， 赢得了广大学子的好评。

除了加强硬件建设外， 学校还注
重师资队伍建设。

学校大力推进 “人才强校 ” 战
略， 建立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机制、 专
家治学的治学机制、 德才并重的评价
机制、 创优争先的激励机制、 终身学
习的成长机制以及共同创享的可持续
发展机制 。 拥有一支学者型 、 专家
型、 双师型的教师队伍。 在专任教师
中， 有龙运书、 鲁顺昌、 雷文彬、 吴
章贵、 刘付生等部分省级优秀教师、
省教学名师、 双师型教师， 学校还聘
有名校名师、 专家学者、 企业家、 艺
术家为客座教授。 同时， 一大批中青
年教师脱颖而出， 成为学校教育教学
的中坚力量。 近三年， 学校教师主持
省级以上教改项目36项， 承担厅局级
及横向科研项目60项， 获奖27项， 发
表论文360篇， 出版教材56部。

一直以来， 学校坚持了 “立德树
人 、 实践育人 、 服务四川 、 振兴西
部 ” 的办学宗旨 ， 秉承 “明德 、 博
学、 求实、 创新” 的校训培养人才。
学校现有10个二级学院， 设有53个本
专科专业， 涵盖了经、 管、 工、 文、
教、 法、 艺7个学科领域。

2015年3月31日， 四川省领导来
到四川工商学院调研。 她对学校在软
硬件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和取得的工
作成绩， 给予了高度评价。 省领导指
示： 学校要进一步加强内涵式发展，
不断提高教育教学及科学研究水平；
省教育部门、 眉山市要加强对学校的
支持和指导， 共同推动学校持续健康
发展。

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提
高质量

人才培养， 乃大学之要务， 要靠
特色兴校立校。 学校坚持综合改革发
展， 坚持推行 “3+1” 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 加强校企合作， 注重产教融
合， 探索出了成功的办学之道。

重实践， 重应用， 方能立于不败
之地。 如， 经济与管理学院与四川多
家企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
系， 相继成立了中小企业研究所和校
企合作与人才培养中心； 舞蹈学院以
四川省舞蹈家协会为依托， 引进了一
批优秀的高水平专业教师， 制定了舞
蹈核心课程体系， 建立舞蹈专业实习
实训和就业基地， 开展舞蹈资格认证
考试培训工作； 电子信息类专业， 通
过四川省 “专业综合改革”、 “卓越
计划”、 “精品课程” 以及 “校外汽
车电子工程实践教育基地” 四个平台
与企业共同探索专业改革与实践。 此
外， 学校与上海贝电集团合作开设了
“贝电班”， 与电子科大软件培训中心
合作开设了 “通信软件班”， 学生通
过学习和实践得到快速成长。

学校还与成都军区、 江苏省妇女
组织及眉山市、 成都锦江区、 郫县等
建立了长效合作机制， 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果。 同时， 学校与中国移动、
中国中铁、 大唐电信、 58同城、 京东
商城、 阿里巴巴等150余家企事业单
位建立合作关系， 开展的定制定向培
训和实习实训项目成果丰硕。

目前， 学校建有校外实习实训基
地77个， 校内实验实训室171个， 校
外就业基地157个。

学校还通过校园科技文化 、 美
育文化、 文学艺术文化、 社团文化、
现代媒介文化等多渠道 、 多层次的
文化建设来构建学校 “全域文化育
人” 体系， 实施素质教育。 近年来，
师生在全国 、 全省各类大赛中 ， 共
有2000余人获奖 。 学生获全国性奖
项 232项 、 省级奖项 469项 。 其中 ，
学生获得 “中国软件杯 ” 大学生软
件设计大赛总决赛1个一等奖； 参加
两届全国 “两岸三地 ” 高校品牌策
划大赛， 获得大陆赛区冠军2个， 获
得总决赛银奖2个； 连续三年参加大
学生 “飞思卡尔” 杯智能汽车竞赛，
获得全国 、 西部 、 四川大赛13个一
等奖 、 7个二等奖 、 5个三等奖 ， 其
中获全国总决赛1个一等奖； 参加三
届全国CBDF国标舞锦标赛， 获得总
冠军3个、 亚军4个、 季军7个； 参加
两届美国 （国际 ） 大学生数学建模
赛， 获1个一等奖、 1个二等奖、 5个
三等奖。

开展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情
系质量

学校形成了这样的共识： 培养出了
德才兼备， 学能并重的人才， 还得 “扶
上马， 送一程”， 让其能就业， 会创业，
敢担当， 真正在创业就业的过程中开辟
出一片新天地 ， 成为行业领域的佼佼
者、 领头羊。 于是， 学校从职业发展规
划与就业指导着手， 并把学生创业就业
工作列为 “一把手工程”， 实现了创业
就业工作制度化、 规范化， 创业就业指
导全校化、 全程化。

2009年， 学校成立了职业发展与就
业指导教研室。 从一年级新生入校直到
毕业， 学校全程把 《大学生职业规划与
就业指导》 作为必修课贯穿到教学过程
中。 在创业教育方面， 学校将其作为大
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的重要内容
之一， 纳入教学计划， 作为必修课程，
进而使就业指导全程化、 全员化、 专业
化， 大大推动了创业就业机制运行。

每年， 学校招生就业处与成都市青
羊区、 金牛区就业部门联合举办SIYB
创业培训班， 组织有创业意向的学生到
校企合作单位参与实际项目训练， 为下
一步创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对有创业项
目的学生， 学校为他们创业提供便利和
帮助。 由于成绩显著， 教师张红梅被国
家教育部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评为 “职

业核心能力优秀教师”。
学校还定期签订 “就业创业责任

状”。 对就业创业工作 ， 校主要领导 、
二级学院院长、 有关部门负责人都齐心
协力 “两手抓”， 鼎力支持 “互补台”。

平时， 学校要举办各种就业创业讲
座以及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 定期举办
毕业生校园双选会和专场招聘会。 每个
就业季来临前， 校领导和招生就业处的
工作人员要前往各地各单位讲校情、 析
现状、 论专业、 谈优势、 荐学子， 签订
一个个校地企合作协议。

近年来， 学校涌现了一大批优秀毕
业生。成都银行犀浦支行行长左银田、58
同城销售部经理李梦、 四川卫视节目主
持人马晓慧、四川航空公司空乘刘祎、唐
小娅、黄晓洁、四川博蕴广告有限公司总
经理李寿星、 阳明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
田明恒、 成都所能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贺代斌、华势集团副总裁林望顺等，
都在各自岗位上砥砺奋进，超越平凡。考
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大学、
重庆大学、兰州大学、英国知山大学等名
校研究生的余静、徐文婷、陈林、王正蓉
等， 坚持历练修为， 不断追逐着自己的
青春梦想。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青春奋发在今朝，奉献才智看未
来。四川工商学院以质量求发展，定不负
众望，将创造出新的佳绩。 （齐 轩）

西部崛起风正举 青春飞扬九万里
———四川工商学院提高应用型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