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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蓝溪水， 巍巍凤冠山。 蓝溪潺潺， 千淘万漉， 留下无数文明； 凤冠弯弯， 达摩朝圣， 倡导天人谐和。 蓝溪河
畔、 凤冠山下， 坐落着一所朝气蓬勃的学校———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 23年来， 学校秉承创办人陈沼涛先生“创办一
流学府， 培育优秀人才” 的宏愿， 以“一切为了学校、 教师、 学生的可持续发展” 为办学理念， 以“改革、 发展、 创
新” 为办学思想， 以“高起点、 高标准、 严要求” 为工作思路， 用心探寻强校之路， 谱写着璀璨的教育篇章！

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 无论是在古代抑或现代都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安溪县地处福建
省东南沿海， 是茶叶的重要产地， 素有“茶都” 之称。 基于此， 沼涛实小因地制宜提出了“茶文化” 理念。

学校依托优厚的社区资源， 伴随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和“国家、 地方、 学校三级课程管理” 政策的贯
彻落实， 以“茶文化教育” 为校本课程， 打造学校课程建设一大特色。 书香携茶香弥散开来， 沼涛实小的课程建设、
办学品位益发芬芳。

品茶香
师、 生、 校共发展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茶原为

“荼”，在课程改革的春风中，沼涛实

小的课程建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学

校希望通过茶文化课程的开设与实践

寻求学生、教师、学校不同层面的共

同发展。

沼涛实小的“茶文化”校本课程，

立足于让学生了解茶历史、茶知识、茶

文学、茶经济，习得茶技艺，并在此过

程中得到熏陶，达到“以茶培德，以茶

育人”的目的。根据学生的兴趣和学习

内容，学校按学段编写了校本教材———

《安溪的茶》，从“茶历史、茶知识、茶

文化、茶经济”四个方面，比较全面、

系统地介绍“安溪茶”的历史、品种、

栽培制作技法，泡饮、贮藏技艺、药用

功能，传统茶文化 （茶俗、茶诗、茶

联、茶谚、茶舞、茶画等） 和“茶艺”

表演艺术，以及安溪以“茶”为载体的

融种植业、加工业、商业、运输业、旅

游业、饮食业、房地产业等为一体的现

代安溪茶业经济发展状况，并结合学生

的年龄特征，适当安排一些实践活动。

在课程开发中，学校还考虑到区域特点

和学校实际，探讨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

模式和课程实践体系，走出自己的茶文

化课程开发道路。例如，把安溪人对茶

叶的色、香、味、韵的品饮技艺和茶

歌、茶谣、茶舞、茶戏、茶画、茶艺等

璀璨的民间茶文化进行挖掘整理，提炼

成为别具一格的“少儿茶艺”。

学生： 一身茶艺益终身
在学生中抓住具体可操作的目标来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从了解茶的起

源、历史以及有名的茶人；搜集茶诗

词、茶谚语、茶对联、茶故事、茶歌

舞，感受祖国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茶

文化。通过学习实践，重点掌握汉族清

饮、盖碗茶、工夫茶等泡茶和品茗的技

艺。懂得茶与生活、茶与民族风尚、茶

与人生礼仪等的密切关系。通过实践走

访，明白茶叶制作的基本工序。了解家

乡茶种植、生产、销售的情况，感受茶

叶生产在家乡经济中的地位。了解茶叶

的基本种类及功效，知道中国名茶以及

特点，达成知茶、赏茶、爱茶，心中有

茶、茶人合一的境界。

教师： 课程开发提素养
在教师中，通过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在“茶文化”校

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实践研究中，敦促

教师提高课程意识，把握好校本课程规

划与实施的要求，提高课程开发实施能

力。也使教师的特长得到充分发挥，在

创造性工作中，组织协调、教育实践能

力得到相应提高，促进专业发展。

沼涛实小的“茶文化”课程伴着课

改春风一路走来，已渗透入师生的生活

点滴。其中，更少不了骨干教师的探索

与引领。这样的教学得到教育部门领导

一致赞誉：沼涛实小的“茶文化”教育

建设，真抓实干！

学校： 一缕茶香亮特色
就学校层面来说，则定位于培植学

校的特色课程。沼涛实小试图让“茶文

化”校本课程的开发，成为学校实施素

质教育又一渠道。通过研究，形成个性

化校本课程，促进学校课程建设，提升

学校文化内涵，打造成为学校的又一张

“名片”。

以茶之韵，提师之蕴，悟师之德，

创校之谐，沼涛实小浓郁的茶文化给记

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修茶德
立体培养好少年

已故茶学泰斗庄晓芳教授将茶德归

举为四项：廉、美、和、敬。沼涛实小

将“和、敬”纳入“善”的范畴，

“善”也成了沼小人理想的人格追求。

多年来，沼涛实小坚持德育为先，

以“茶文化”研究为依托，在“善”的

教育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苏龙霞校

长认为，关爱他人首先要懂得孝敬长

辈，热爱祖国首先要知道热爱家乡。学

校从“茶礼仪”和乡土教育入手，构建

起了独特的课程文化，点燃学生们心中

“善”的火花。

敬者，敬爱为人。客来敬茶的清风

美俗，造就了炎黄子孙尊老爱幼、热爱

和平的民族性格。和者，和诚相处，共

话友谊，能使人类在和煦的阳光下共享

亲情。和的精神核心是“人和”，学校

通过多样“茶文化”活动的开展带着学

生走向社区，走向社会，达成天人合

一、万物共长的境界。

走向家庭———教育活动促素质提

高。在学校里，孩子们系统地学习了

“茶文化”课程，参与了多样的“茶文

化”活动，习得了精彩的“茶文化”

技艺。他们把这些带到了家庭，促使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将茶技艺服务

于家庭生活中，为家人、客人奉献茶

的文明和礼仪，逐渐养成尊敬他人的良

好素质。

走向社区———活动体验促品质养

成。学校紧紧依托安溪区域优势，走出

校门开展了一系列实践体验活动。经常

组织学生深入基地了解生态茶园、有机

茶园的历史，了解改革开放以来茶叶经

济飞速发展带给家乡人民的幸福，激发

学生爱祖国、爱家乡的感情，激起“茶

文化”研究的浓厚兴趣。

学生的兴趣和需要，是校本课程开

发和实施的重要依据。于是，春暖花

开、茶叶飘香的季节，孩子们来到了青

翠欲滴的茶园，在茶农的指导下，兴致

勃勃地采茶、炒茶、包装茶叶……茶园

成了学生劳动教育的“天然学校”。

这些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在茶叶生

产第一线亲身体验茶农创造社会财富的

艰辛，锻炼社会实践能力。在实践中，

培养了当家作主、合作交往、实践研究

的能力，自发关心着家乡建设，体验着

人与自然的关系，培育着吃苦耐劳、团

结协作的良好品质。

走向社会———培养能力促人格健

全。假日，孩子们走进繁华的城市，走

进高雅的茶艺馆，在茶艺师的指导下学

习茶道；走进市场，调查茶叶品种、销

售情况；跨进了乡间茶馆，聆听老大爷

喝茶的“心得”……

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发展和培

养着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和能力。

学会了交往，在合作中学习；学会了探

究，养成坚毅的品质。情感、态度、价

值观的立体养成，塑造了健全的人格。

学会学习，学会生存，正是校本课程开

发的意义所在。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

使人继其志。沼涛实小的老师们通过

各种活动的开展，达成了“生生之

和”、“师生之和”、“学校与社会之

和”，使学生在和诚之中养成敬爱他人

的好品质。

习茶艺
传优秀中华文化

学者如登山，动而益高。学的途径

是“动”，是实践。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沼涛实小的老师学生

们深深懂得这个道理，他们精心策划着

一次次的“茶文化”活动展示，给人带

来味美、汤美、形美、具美、情美、境

美，达成物质与精神的极大享受。

2002年1月，在北京展览馆里，来自
全国13个少先队体验教育优秀课题组的
小朋友，兴高采烈地竞相亮出自己的风

采，展示体验教育的成果。作为福建省

430多万少先队员的代表———沼涛实小

“茶都小博士”，以精彩的汇报展示，博

得了全场观众一阵又一阵热烈掌声。

学生们娓娓动听的介绍、娴熟优美

的动作、古朴典雅的形象，让人感到犹

如置身于高雅的茶室中，品味着茶趣、

茶韵……赏心悦目的茶艺表演成了一抹

亮丽夺目的风景线。

时任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摩了

整个展示活动后，夸赞说：“茶都小博

士，真棒！”该校的“茶都小博士”由

此获得全国少先队体验教育活动课题研

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在沼涛实小的校园里，“安溪人待客

茶当酒……”、“敬你三杯铁观音……”等

歌曲常绕耳边，达到以茶思源，以茶待客，

以茶联谊，以茶健身，以茶演艺，以茶

入画，以茶兴文，以茶会友，以茶学

礼新境界。

沼涛实小毕业的学生精于“茶道”，

端茶敬客都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双

手托盘于胸前，至客人面前；他们更精

于“人道”，与人交往少争执而多礼让，

显现出高尚的心灵美。

苏龙霞校长认为，在服务于社会、

展示才艺的过程中，学生们获得的知识

远远超出课本所得。在向客人、家人敬

茶献茶的过程中，他们体验着人与自我、

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们呈献的

不仅仅是茶水，更是一种真、善、美真

情的流露，是中华民族的文化。

（苏龙霞 高 凯）

在福建省安溪县， 有一所 “茶香满溢” 的校园， 这里的学生人人都是文明有礼的 “小茶人”。 仔细攀谈起来， 你会讶异于学生对茶艺
的 “津津乐道”， 如果深入交流， 你会发现， 孩子们的茶道功夫了得， 品质高雅。 这所学校就是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 这一切， 得益于学
校开发整合实践的 “茶文化教育”。

茶飘香 舞蹁跹 文化传
———福建省安溪县沼涛实验小学“茶文化”侧记

沐艺术之风 育爱美之心
墙壁上， 那稚嫩的笔墨， 那充满童

真的想象， 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 美的
遐想 ； 紫藤架下 ， 孩子们那飘渺的歌
声， 动听的旋律， 悠扬的曲调， 定会让
你的心儿插上翅膀， 自由地飞翔……艺
术教育是硕放实验小学鲜明的办学特
色。

环境优化 ： 让校园成为艺术磁力
场 。 走进硕放实验小学的校园 ， 你会
被浓浓的艺术氛围所感染。 世界艺廊、
名人介绍 、 学生作品欣赏凸现鲜明的
走廊主题文化； 校徽壁画、 校训花坛、
标语警句 、 彩塑雕版等蕴含着校园的
内涵文化 ； 各具特色的班级布置展示
着多姿多彩的班级文化 ； 学生自主创
设的班级才艺展板透射出学生们的艺
术灵光……

在硕放实验小学校长钱红明看来：
“成功的教育应该是使学生在没有意识
到受教育的情况下， 却受到了毕生难忘
的教育”。

硕放实验小学在坚持 “教育立美”
的原则下， 优化育人环境， 让校园成为
“艺术” 磁力场， 努力做到 “一草一木
都含情， 一景一点皆育人”， 使学生在
有限的空间里接受无限的美， 享受无处
不在的美育。

课题引领： 让课堂成为艺术教育主
阵地。 硕放实验小学以市级课题 《构建
审美化课堂的实践研究》 为引领， 推进
艺术教育科学发展， 深层次发展， 可持
续发展， 让艺术教育深深地扎根于课堂
这块主阵地之上。

秉承新课程教学理念， 通过 “五个
相结合” 追求艺教课堂审美化： 音乐欣
赏与生活体验相结合， 乐理教学与儿歌
朗诵相结合， 美术创作与音乐动画欣赏
相结合， 视唱活动与乐器演奏相结合，
写字指导与书法欣赏相结合。

教师们营造出形象、 趣味、 愉悦的
课堂环境， 使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美、 感
受美。 艺教课堂审美化的实践， 有力地

提升了学生的艺术素养， 也锤炼了老师
们的课堂教学艺术 。 沈晓凤老师执教
的 《顽皮的小闹钟 》 一课 ， 参加江苏
省小学音乐优课展评活动荣获一等奖，
并获全国小学音乐优课展评活动二等
奖 。 杨秀华老师在江苏省基础教育青
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中获小学音乐学科
一等奖。

社团分层： 让活动成为每个学生成
长的舞台 。 舞蹈 、 合唱 、 葫芦丝 、 竹
笛 、 硬笔书法 、 软笔书法 、 线描 、 人
物、 创意儿童画……硕放实验小学的学
生社团按照普及和提高分层训练， 一般
层次的学生， 由任课教师根据学生能力
确定技能训练要求， 并组织学生在课上
进行练习巩固； 优秀的学生则由艺术专
职教师进行集训， 使他们能迅速提高技
艺技能。

学校每年一次的校园文化艺术节，
开展十佳 “小歌手 ”、 “小舞蹈家 ”、
“小演奏家”、 “摄影家 ”、 “书法家 ”
“绘画家” 等评比。 同时， 学校定期进
行主题性 “班班有歌声” 活动， 组织广
场绘画比赛、 全校性学生写字比赛等，
内容积极向上、 形式丰富多彩， 让孩子
们在艺术实践中增长才干， 发展个性。

成果展示： 让艺术成为学校美丽的
名片。 学校以活动为载体， 多次举办或
承办大型艺术活动， 向社会展示学校艺

术教育所取得的累累硕果。 2013年， 学
校举办无锡市 “激情周末 与梦飞翔”
硕放实验小学文艺专场演出； 2014年，
举办无锡市 “放飞理想·唱响校园” 第
三届全国校园原创音乐征集展演无锡赛
区选拔赛———硕放专场演出……学生以
翩翩的舞姿、 悦耳的歌声、 美妙的旋律
频频登台亮相， 充分展示了学校艺术教
育的风采。

近年来， 硕放实验小学艺术教育成
绩斐然。 2003年以来， 舞蹈、 合唱共计
13次获得区一等奖， 并多次捧回市级金
奖。 2013年和2015年， 学校 “小叮当”
合唱社团以优美的歌声二次唱响无锡
大剧院 。 近几年来 ， 有一百多名学生
分别获得乐器 、 舞蹈 、 书法业余考级
证书 。 学生参加市级以上各类艺术比
赛 ， 共得个人 、 集体奖项 300多个 。
2013年8月， “小白鸽” 舞蹈团的舞蹈
《摇到外婆桥》 进京参赛， 以出色的表
演捧回了全国金奖 ， 并在中国教育电
视台播出 。 学校选送的原创舞蹈视频
《爵士女孩 》 和 《中华韵 》， 分别获得
了全国金奖和银奖。

读经典的书 做有根的人

清晨， 沐浴着清风朝露， 孩子们正
在琅琅诵读； 午间， 伴随着风华国乐，

孩子们正在静静阅读； 傍晚， 孩子们排
着整齐的路队归家， 悠扬的诵读之声，
回荡在校园的每个角落……

走进硕放街道的另一所小学———硕
放南星苑小学， 作为 “新经典诵读” 实
验基地， “经典” 也成为每位同学最亲
密的朋友， 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最重要
的部分。 “心中有爱， 腹中有诗”， 培
养这样的南小学子成为每一个南小人执
着的梦想。

书香浸润 ： “未成曲调先有情 ”。
徜徉在硕放南星苑小学的校园 ， 文化
长廊带你了解祖国的名山大川 ； 教学
楼走廊中经典诗文的书法作品散发着
幽幽墨香 。 草坪中 、 花坛里 ， 一块块
文化标牌让你浸染在古典诗词的芬芳
里 。 每月更新的 “阅读白板 ” 是孩子
们阅读成果的展览园 ； 楼梯口的 “让
仁静雅、 正毅忠恕” 既是阅读的熏陶，
也是对孩子品德养成的引导。 教室里，
“漫步书林”、 “书香心语”、 “缤纷书
苑 ” 等阅读图书角引领着孩子畅游书
海， 寄情书香。

自2007年建校以来， 硕放南星苑小
学便确立了 “经典诵读 ” 为 “一校一
品”， 提出了 “与好书为伴， 与经典同
行” 的口号。

在硕放南星苑小学校长华建谊眼
里， 绿树掩映之下， 学生手捧诗书， 是

学校最具诗意的一幕。 而阅读经典是一
所学校发展的源头活水和最佳路径。

活动创先 ： “大珠小珠落玉盘 ”。
硕放南星苑小学将阅读与活动相互交
融， 奏响经典诗文的华彩乐章。 每年4
月份， “读书节” 都如期举行。 通过一
种庄重的仪式， 让在场的师生感知读书
对生命成长的重大意义。 读书节期间，
多层次的阅读活动琳琅满目， 让学生们
应接不暇。 如 “环境板块”： 进行班级
图书角的完善， 学校廊道的布置； “阅
读板块”： 推荐共读书目， 教师指导阅
读； “活动板块 ”： 开展读 、 写 、 讲 、
评等活动。 读： 班级共读、 教师共读；
写： 写童诗、 写读书心得； 讲： 邀请专
家、 作家给师生做阅读讲座； 评： 评选
“书香班级”、 “书香教师”、 “书香家
庭”。

阅读研究 ： “此时无声胜有声 ”。
在 “阅读文化建设的实践研究” 课题的
引领下 ， 南星苑小学每学期坚持开展
“班级共读”、 “教师共读” 和 “阅读教
研” 活动。 现在， 阅读、 思考、 写作，
是南小师生生活的常态。 蒋雅娟、 曹丽
芳、 俞鸿瑛、 杨红珍、 邹克波、 曹琴媛
等一批书香教师飞速发展， 在 《小学语
文教师》 上连续发表四篇文章。 在华建
谊校长看来， 这批 “爱好文学、 敢于想
象、 勤于动笔、 经常思考” 的老师， 是

学校最为宝贵的财富。
童诗芬芳： “小荷才露尖尖角”。 说

起儿童诗社———“南星诗苑”， 南星苑小
学的每一位师生都如数家珍。 自2009年3
月成立以来， 每周向全校师生推荐一首
好诗， 为社员上一堂童诗课； 每月编辑
一期童诗小报———《南星诗苑》； 每学期
邀请著名诗人、 儿童文学作家来校作精
彩讲座 ； 每年评选出一批 “校园小诗
人”； 诗社还定期走进社区与孩子们开展
童诗活动。

“在树的童诗里漫步， 从印象中的
树、 诗人眼中的树、 同学眼中的树到自
己眼中的树， 层层推进， 步步深入， 直
至水到渠成， 孩子们创作出了属于自己
的诗。” 这是曹丽芳老师的童诗欣赏与创
作课 《树》。 童诗教学课， 如今已成为南
星苑小学师生感受文化的重要舞台。

成效卓著： “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
江苏省中华诗学研究会、 江苏省少年儿
童文化艺术促进会联合主办的 2015年
“第二届江苏少年诗歌节” 上， 南星苑小
学三 （1） 班学生马佳军的儿童诗 《梨》，
凭着丰富的想象和可爱的童趣， 获得二
等奖； 曹丽芳老师荣获 “优秀指导老师”
称号； 南星苑小学被评为 “诗歌教育示
范学校”。 学校被评为首批无锡市经典诵
读示范学校， 2015年入围全国 “书香校
园” 评选。

多年的阅读文化建设， 唤醒了硕放
南星苑小学师生们的阅读意识， 激发了
大家的阅读兴趣。 阅读成为了全校师生
的真实需要， 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生活习
惯。 学校师生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质的
变化， 师生爱学习 、 善吸收 ， 愿交流 、
勤笔耕， 整体素质明显提高。

艺术涵养生命， 阅读点亮人生。 不
管是硕放实验小学的艺术教育， 还是硕
放南星苑小学的阅读文化， 在她们富有
诗意的校园里， 处处流动着快乐的音符，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美的种子在润物无
声中成长发芽， 植根于每一位小天使的
心中， 让硕放街道成为莘莘学子成功的
沃土， 艺术的摇篮！ （吴中辉 徐法来）

在孩子心田播撒美的种子
———无锡市硕放街道小学特色教育纪实

如诗如画的太湖畔， 芳草萋萋， 百花盛开。
在这片钟灵毓秀、 人杰地灵的土地上， 人们诗意地栖居着。
而当我们沿着“诗意” 的太湖边， 走进江苏省无锡市硕放街道辖区的两所小学： 硕放实验小学和硕放南星苑小学， 这里的“诗意”

已经超越了文学上的意义， 成为一种至高的教育境界和育人情怀。
在“国际化” 的浪潮中， 越来越多的名校和民校引进西方的办学模式和课程， 甚至不顾国情校情照搬海外学校。 硕放实验小学和硕

放南星苑小学却结合属地文化， 分别以艺术教育与阅读文化为特色， 以特色创优势， 以创新谋发展， 完成了学校发展历史中的一次次华
丽转身， 走出了一条以传统促发展， 以文化育新人的“诗意” 道路。

不管是百年老校硕放实验小学， 还是建校仅七年的硕放南星苑小学， 她们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只有通过艺术和阅读， 引导孩子研
习中国传统文化，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文化之根， 孩子们才可能拥有真正的国际视野和国际理解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