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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中
国人的智慧里，有光阴与节气。节
气这件事存在的意义，正是让人不
要走得太快，走得太急。”因而，当
我看到章振乐老师编著的《大地上
的劳作：24节气亲子书》（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时，心中颇为欣喜。
章振乐是一位教育工作者，一位小
学校长，他在自己的工作职责内，
把节气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向他的
学生们传播，把种子种进孩子们的
心田。对孩子们来说，节气，不仅
仅意味着知识、常识，更意味着一
种对待生活的哲学与智慧。这样
的影响，可谓深远。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的孩
子们已经离土地、大自然越来越
远。不要说大城市的孩子，就是小
城镇的孩子们，也整天被课业所
累，被课后花样迭出的兴趣班所牵
绊，越来越少有机会走到真正的田
野中间，走到农民伯伯中间，体会
到亲手劳作的艰辛，观察到四季变
化时草木昆虫的不同；也越来越少
有机会关注和体悟时间的流逝，体
悟从春天的播种到秋天的收获之
间的艰辛与快乐。

有一次，当我偶然地来到杭
州市富阳区的富春第七小学，在
这样一座江南的小学校园里，发
现一座美丽的“开心农场”时，
我 立 即 被 深 深 地 吸 引 住 了 。 自
2009 年建校之初，校长章振乐就
富有远见地开辟了这个面积达 20
多亩的农场，为孩子们创造了一
片亲近自然、勤于劳动的乐土；
他们以“开心农场”为舞台，有声

有色地开展了“ 新劳动教育 ”课
程。这所学校的办学宗旨是，为孩
子的幸福人生奠基。用章振乐校
长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新劳动
教育，实现孩子们“天人合一，人事
相趣”的发展。因此，从课堂到学
校各类活动都以孩子为出发点，让
孩子们从“知识的课堂”走进“实践
的课堂”，从“书本的世界”走入“自
然的世界”，从校内的课堂走向社
会的课堂。

春天时，我又到那座学校里
去，正好赶上一场有意思的活动，
孩子们从菜园里摘来野菜，做成清
明艾果等各种传统食物，在操场上
售卖；有的孩子则穿上蓑衣参加抛
秧比赛，这是江南传统的农事插秧
的场景之一，没想到居然在这样的
小学校园里复活了；还有的孩子推
着独轮车，在操场的跑道上比赛谁
推得又快又稳⋯⋯校园里传来孩
子们明媚的笑声，连前来围观的大
人们也加入阵营，鼓掌、加油、欢
呼，所有人玩得不亦乐乎！

站在人群中，我特别感动。我
还了解到，这座校园的音乐课，首先
是带孩子们到“开心农场”去聆听虫
鸣；他们的美术课，则是带着孩子在
草坪上仰望蓝天，画下心中的一朵
朵白云；他们的科学课，是带着孩子
们在播种和收获间发现生命的奥
秘。老师们并不奢望这些校本课程
能留给孩子们一生的印象，只期盼
给孩子们留下一点点痕迹；而且他
们有一个心愿，播下热爱生命、热爱
自然、热爱生活的种子，为孩子的幸
福人生开启一扇大门。

我深深感到，在富春七小做一
个学生是幸福的。因为那么多教
师把大自然这一堂课放在如此重
要的位置。我们的先贤，两千多年
前的孔夫子就曾说过，“多识草木
鸟兽之名”。可是我们现在，不要
说孩子，即便是大人，也是跟自然
越来越疏离，草木鸟兽多有不识，
小麦还是水稻，韭菜还是蒜苗都无
法分清，这是不是一种悲哀？其
实，在中国传统乡村，深藏着源远
流长的文化；在中国的农历光阴
里，蕴含着多么深厚的生活哲学；
春种秋收，夏长冬藏，万物有灵，和
谐共生；我们在与大自然的亲密接

触中，感受这些文化，体悟这些哲
学，使我们的精神受其滋养——这
才是我们中国人精神上的故乡。

富春七小的“新劳动教育”理
念，已经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曾
被媒体评为“中国十大美好课程”
之一。而现在，他们又有了新的美
好收获，那就是《大地上的劳作：24
节气亲子书》这本书。我以为，这
是比知识本身，比劳动本身更有价
值的收获。因为，这是继承和传扬
中国人的时间哲学，中国人与自然
万物相处的哲学。

古往今来，我们中国人是怎么
生活的？他们是跟草木在一起，依

照四时节气过日子。节气，就是规
矩，传统中国人是很讲规矩的，草
木与人都要遵循那些规矩。可是
你看吧，现在的人什么都要超前，
幼儿园的娃娃要教识字，小学一年
级要去学奥数，小小的孩子一脸大
人的疲劳。这有什么意思呢？

你学会用节气的思维去对待
成长，用四季的规律对待生活，就
会知道，教育是一件应该把目光放
远的事情。不管是教育工作者，还
是广大的家长，都应该知道，人生
是一件无须着急的事情。

(周华诚，作家，主要作品有
《草木滋味》《一饭一世界》等)

在孩子心中播下一粒传统的种子在孩子心中播下一粒传统的种子
互联网数字化和开放性的

特征带给教育深刻的影响，而
“互联网+”时代教育则实现了个
性教育的规模化，促进了传统教
育与现代信息教育的优势互
补。为实现“建立读书生态，突
出人文特色，打造书香校园”的
目标，我校打造了“互联网+”时
代教育平台，旨在促进书香特色
多维深度发展。

首先，学校以Moodle（魔灯）
网络课程为平台，形成了一到五
年级的课程资源库。学校要求每
位老师建立 Moodle 阅读课程，
教师通过读前导、读中问、读后思
等引导学生高效阅读。该课程还
可指导学生在家自主阅读，三年
级（六）班欣鑫的妈妈感慨地说：

“女儿通过网络课程多个板块的
设置，了解故事情节和人物品性，
观看电影并主动完成了网络课程
中老师的写作指导建议，又购买
了作者的其他作品进行阅读，真
正感受到阅读的乐趣，开始从

‘心’喜欢阅读了。”
Moodle课程管理平台还建

立了一套完善的过程性评价体
系，同时重视“质”与“量”的
测量，将评价“嵌入”到教学过
程中，充分发挥师生共同参与、
评价与反馈和促进学生学习的作
用。如张珍珍老师在四年级《城
南旧事》一课中通过设置投票功
能，让学生投票选择书中最喜欢
的人物；设置测试功能，考查学
生的读书成果。学生可以利用上
传文件功能发布自己的读书作
品，如书签、手抄报、情景图、
思维导图等。上课时，通过点击
下载，马上可以看到其他同学的
作品。

其次，电子图书馆已成为学
生随时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
平台。我校图书馆藏书现已完
全实现数字化管理。馆藏书目
数据查询、馆藏电子读物阅览、
借阅、查询等都可以通过 web
浏览器完成。现在学校共有电
子图书容量 248G、20 余万册，

我们还将图书资源进行整合，在
校园网中建立书香校园频道，链
接学校的图书借阅查询系统、电
子阅览系统，山东省网上图书馆
等。结合读物推荐、校长荐书、
读书大家谈等栏目，整合成一个
完整的数字化阅读系统。

我们还开设了电子阅览室，
安装了大量的电子阅读读物，并
在周末向家长和社区居民开放，
以促进阅读。另外，学校的开放
式智慧阅览系统正在筹建中，主
要包括图书馆平台建设和资源建
设两大部分，将在校园内设立多
个电子点读区，为学生随时随地
读书、信息查询创造条件。

再其次，我校为所有教室
配备了先进的多媒体教学系
统。交互式电子白板由系统硬
件 电 子 感 应 白 板 （White
Board） 和软件白板操作系统
集成，配合短焦投影机使用，
能同时实现白板、黑板及笔、
鼠标等作用。多媒体丰富的功
能使教学更轻松，如教师在进行
写字教学时可使用汉字笔画功
能；进行阅读指导或作文赏析
时，可直接在屏幕上批注，学生
也可用电子笔进行多颜色难点标
注或批改。另外，在经典阅读时
或课本剧表演时，利用多媒体配
音，设计切换电子背景，可让孩
子们完全投入到情境中，让课堂
变得有声有色。

为让书香成果得以长久保
存，我们对教师进行了电子杂志
软件（zinemaker）的培训，将教
师的读书感悟和学生的写作与调
查报告放在校园网上，供大家学
习。如今，已结集推出了清明民
俗调查、中秋节《月是故乡明》、各
班的诗词诵写等多个电子文集，
特别是伴有学生自己配音的诗
词集，是学生成长的最好礼物。
总之，电子文集以现代化的信息
技术实现了读写结合、以读促写
的书香目标。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统一
路小学教师）

“互联网+”
构建多维书香校园

冯永香

本报讯（记者 却咏梅）提
起春节期间最火的综艺节目,当
属《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每
一集节目都如一道文化大餐。近
日，“人生自有诗意暨《中国诗词
大会》（第二季）新书发布会”在京
举行，《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
总导演颜芳、点评嘉宾王立群等
受邀参加，彭敏、陈更、白茹云、弋
锒、王子龙等选手代表到场与读
者分享了自己的朗读故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总经理
张金龙介绍，该书除了原汁原味

地重现《中国诗词大会》（第二
季）的精彩内容外，还增加了飞
花令诗句参考、与节目内容相关
的补充诗词等部分，大大扩充了
诗词的意境内涵，也增加了所涉
及的诗词数量。另外，该书力求
有趣、好玩、知识性与阅读体验
并重，在形式上也进行了大胆地
尝试，设立的“自我评价”部分，
可以让读者在看完个人追逐赛、
飞花令、擂主争霸赛等内容后，
自测诗词水平，获得与诗词达人
同台竞技的体验。

《中国诗词大会》同名图书出版

萧袤是一位我很喜欢的儿童
文学作家。他曾经送给我一些他
的作品，我都在微博专栏“童书
过眼录”上推荐过，如 《小时候
的相册》《白天是什么样子》《驿
马》 等。萧袤在送给我的每一本
书上都为我写了一句特别的题
签，如“儿童阅读是一切阅读的
基础”“人人都是驿马，追寻爱与
梦想”“读有趣的书，做好玩的
人”等，他对文学创作与阅读的
思考也随之表露无遗。前不久，
明天出版社的编辑告诉我，萧袤
又有新书要出版了，他希望我能
够写点推荐的文字。尽管我非常
忙，但听到“童话山海经”系列
这个特别的书名，我还是答应了
下来。

《山海经》 是一本中国先秦古
籍，也是一部奇书，它记述了古
代的神话、地理、历史、物产、
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
等方面的内容。书中既有“精卫
填海”“夸父追日”等我们耳熟能
详的神话故事，也有我们不太知
道的壮美山川与神奇生物。

《山海经》 是一座富矿，不仅
为研究古代历史、地理、物产提

供了大量素材，也为文学创作提
供了宝贵元素，特别是书中那自
由奔放的想象力和瑰丽奇特的神
话传说，更是为儿童文学创作提
供了广阔的空间。国内有一些文
学作品就是以 《山海经》 中的地
名、植物、怪兽等有代表性的元
素为背景，进行了文学的再创
作。前不久，两部火爆的国产电
影 《大圣归来》 和 《捉妖记》，也
都是不约而同地从 《山海经》 中
获取的创作灵感。

有人说，萧袤的童话都“很
萧袤”，“童话山海经”系列依然
有着他鲜明的特色。

听 说 萧 袤 是 个 《山 海 经》
迷，他收集了许多不同版本的

《山海经》，其中的文字和插图给
了他很大的启发，让他走上了创
作之路。在萧袤心中，《山海经》
是一团传统文化的酵母，在他的
反复搓揉下，发酵之后，就做成
了馒头、包子或者花卷。所以，
我们欣慰地看到，经由作者的讲
述，当代中国儿童的现实生活，
巧妙地融入了 《山海经》 的故事
幻想之中，现实与虚构、当下与
传统、古典与现代融为一体，酝

酿出一个个新的童话故事。
比 如 ， 根 据 《山 海 经》 中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这十
个字，萧袤就写出了一个三条巴
蛇的故事：小巴蛇逶逶与迤迤结
婚后，一起照顾不吃不喝几乎不
能动弹的老巴蛇。老巴蛇去世前
千叮咛万嘱咐，让他们千万不要
吃大象。结果，不听劝告的小巴
蛇还是吞食了大象。这个简短的
童话故事，除了表层有趣生动的
故事情节外，内核包含着无限的
哲思和深长的寓意。

值得一提的是，“童话山海
经”系列不仅为孩子讲述故事，
同时注重通过故事给孩子传递核
心价值观，把真善美的理念融入
感人的童话故事之中。例如 《吐
火者》 中的“爸爸”提到，吐火
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归自然：

“ 你 不 能 穿 衣 服 ， 也 不 能 穿 袜
子、鞋子，必须赤身裸体，没有
任何工具，不带任何干粮，与草
木为友，与野兽为伍 （如果有野
兽的话）。”萧袤所期待的就是孩
子要学会拥抱大自然，不能患上

“自然缺失症”。再如在 《互人》
中，萧袤借用奶奶的话告诉读

者，“幻想、善良、正义、创造、
时间⋯⋯还有就是，晨曦初现时
的露水，午夜时分的梦境，墙角
处的花香⋯⋯”都已经成为人间
不受重视的东西，让人扼腕叹
息，值得警醒深思。

如何激发儿童对中国传统文
化的兴趣？如何对中国古代经典
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和创新性的发
展？萧袤做了有益的尝试。“童话
山海经”系列中的童话是在继承
古代中国人瑰丽想象基础上的再
创造，是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致敬之作，体现出作者对中国传
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努力。这样从中华本土开
辟题材的路子，应是当下儿童文
学创作所需要的。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经典的转化与发展
朱永新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图书角

阅读指导

本报讯（肖聪）“春眠不觉
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伴随着北京少
儿爱乐合唱团、无敌橙子文化工
作室的小志愿者们带来的童声
歌舞联唱，“微笑彩虹·关爱特殊
儿童——北京站”公益活动在京
近日正式启动。

活动现场，中信出版集团、
接力出版社、明天出版社、二十
一世纪出版社等出版社代表为
北京市听力障碍儿童捐赠图
书。活动启动后，中国全民阅读

媒体联盟成员单位的记者深入
到北京的郊区县去捐书、开展采
访活动。同时，活动还以北京站
为起点，走进全国众多的偏远贫
困地区，帮助更多的特殊儿童，
为他们送去了优秀的图书，用阅
读的阳光温暖每一颗童心。

“微笑彩虹·关爱特殊儿童”
公益活动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全民阅读活动组织协调办公室
指导，中国新闻出版传媒集团、中
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北京市新
闻出版广电局、韬奋基金会主办。

北京市听力障碍儿童获赠图书

打开一本书，品味一段故事，
勾起父爱情愫。翻开《走出麦地》

（李学斌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
社），父亲的坚毅表情与务实作风
跃然纸上。

夏天酷热，没有一丝风，太阳
炙烤着大地，庄稼人弓腰、挥汗，熬
脱一层皮。一簇簇金黄色的麦穗
儿像土地射出的箭，刺痛着少年的
眼睛。父亲送孩子去上学，但撂下
狠话：“3 年后考不上大学，就老老
实实回家戳牛屁股。”体会过生活
的艰辛，他对子女的要求简单而直
接。

儿子升学了，镇里的高中不知
名、升学率很低。15 里路程崎岖
不平，儿子的求学之路遥远而艰
辛。望着儿子满脚的水泡，父亲用
十斤黄豆换来了一辆旧自行车。

这辆承载着父亲希望的自行

车成了儿子的挚爱，见证了儿子的
成长，搭建了父子沟通的桥梁。

父亲对儿子的情商教育朴素
而严格。一次给儿子送食物，稀稀
拉拉的山羊胡子、鼓鼓囊囊的黄挎
包——父亲的农民形象遭到群嘲，
儿子没面子，数落了父亲。父亲大
骂儿子没良心，但事后送东西都在
儿子放学后。不忘本，深深刻进了
儿子幼小的心灵。父亲的言行举
止，给孩子上了最生动的一课。

临近高考，儿子摸底考试排名
前三。父亲满脸皱纹里都泛着笑
意：“明山仔，有种！再加把劲儿，
有门道啦！”整个家庭也进入了备
考状态。老母鸡的蛋专供，腾出的
西屋，铺上年画的八仙桌，200 瓦
的大灯泡，父亲给儿子提供家里最
好的学习环境与营养补充。

高考前 3 天，父亲安排了一次

西山之行，一路上父亲说着俏皮
话，儿子心头沉甸甸的。

父子来到了麦地，麦穗的清
香令人神清气爽。父亲告诉儿子
自己的经历，爷爷卧病、奶奶双
目失明，父亲一人带大了两个姑
姑，16 岁上大东沟背煤，差点埋
在里面⋯⋯

儿子鼻子酸溜溜的。
高考结束，儿子榜上有名。父

亲与母亲低声商议：“大骡子缓缓
再买，明山上大学第一次出远门，
钱要带够。”儿子知道家境艰难，倍
加珍惜大学之行。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是一所师
范大学，儿子闷闷不乐。父亲骂
道：“浑小子别心高！当老师有啥
不好，说不定咱们村子会多出几个
大学生。”

儿子的心被说活了。

终于要离开家，村里上上下下
都来送。去火车站的拖拉机突突
地响着，3 年来，少年第一次流泪
了。

父爱如山，童年如梦。读罢
《走出麦地》，我想起我的父亲，猛
然发觉许久没和他通话了。日益
年迈的父亲每天忙工作、忙家庭，
我不经常与他通话，但父亲却一直
在我心底最深处。想来对于父亲，
儿子亦在心底吧！

如山的父爱，如梦的童年
柳洁

阅读现场

《幻影游船》
郭妮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有趣是儿童文学必不可少的

法宝，而想象力绝对是有趣的第
一标配。孩子们在阅读过程中总
会不由自主地发散出天马行空的
思维，渴望着自己能够遇到不同寻
常的历险。在《幻影游船》的“梦域
世界”里，花朵变成了精灵，月亮会
唱歌，老鼠一家痴迷于参加各种舞
会⋯⋯奇妙的梦域世界等待着孩
子们来畅游，也等待着孩子们来
一探究竟。

《驯鹿六季》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著
明天出版社
来自北京的少年因为妈妈在车

祸中丧生而极度伤痛并失语，他跟
随做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父亲前往
中国北方的大兴安岭，偶遇在原始
森林中生活的鄂温克老人秋鸟，少
年和老人一起经历了驯鹿鄂温克人
的六季——驯鹿鄂温克人常年生活
于森林之中，一直沿用古老的自然
历法，一年共有六个季节。

他跟随鄂温克老人学习森林
中的生活智慧，学会尊重森林中生
灵，学会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时少
年也能以新的角度看待周围的世
界，内心变得更加强大。最终，少
年终于能够对母亲的逝去释然，相
信灵魂如风，也终于原谅父亲，与
父亲和解。作品尽显广袤森林之
美，洋溢着对原始自然的敬畏与
壮美天地的挚爱。

让孩子亲近自然，是他们成长的需要，也是他们积累实践性经验和社会性知识的需要。实践性经验是孩
子成长发展的基础，“新劳动教育”正符合这种理念，这体现了教育的本真。 ——学者 林崇德

选自《大地上
的劳作：24 节气亲
子书》封面

本报讯（伊湄）近日，亚马
逊中国发布高校图书排行榜，
该排行榜显示，除教材教辅类
图书深受高校学生关注外，经
典文学作品及探讨未来世界、
人工智能等前沿话题的社科类
书籍在高校学生中也广为流
行。同时，推理、科幻类小说
在大学生群体中也颇受偏爱。
其中，《解忧杂货店》《未来简
史》 和 《巨人的陨落》 是最受
高校学生喜爱的前三种书籍，

《解忧杂货店》 更是名列近八成

高校图书排行榜前十榜单。
另外，亚马逊中国还发布了

挚爱阅读大学排行榜，重庆大
学、复旦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位
列前三。在重庆大学的图书排行
榜中，中国传统经典书籍《孝弟
三百千》《学庸论语》 均排在靠
前的位置。而在复旦大学的图书
排行榜中，关于自我提升、自我
修炼类书籍如 《断舍离》《活
法》《亲密关系》 位居榜单前
三，《论自由》《自然的辩证法》
等也颇受学生的喜爱。

亚马逊中国发布高校图书排行榜

周华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