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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钢镚儿，不起眼儿，好像一滴
小雨点儿。小雨点儿，连成串儿，装
满我的储蓄罐儿。储蓄罐儿，抱成团
儿，汇成小溪进校园儿。进校园儿，
暖心坎儿，送给灾区小伙伴儿。”这首
儿歌《储蓄罐》，荣获 2013 年中宣部
等五部委优秀儿歌征集评选一等
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北大教授曹
文轩点评：“作者语言轻松跳跃，韵律
动感流畅，浓浓的亲情爱意洋溢其
中。”曹文轩诗意的评价，无疑是对作
者的充分肯定。的确，作者朱晋杰把
一件平凡的小事，用雨点、小溪等意
象表达出孩子的行为美和心灵美，是
值得称道的。除此之外，近些年来，
朱晋杰先后荣获全国省市20多个奖
项。无论谁编辑的全国经典儿歌选，
朱晋杰的作品几乎都名列其中。

朱晋杰，1942 年生于天津，很小
就跟随家人来到青岛。他的母亲是
小学教师，很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
所以在摇篮里小晋杰就受到母亲的
熏陶。母亲一边推着摇篮一边唱着
童谣，他常常在咿咿呀呀的童谣哼唱
中进入梦乡。长期的耳濡目染，对他
来说，不啻是心灵的滋补和兴趣的萌
动；稍长，早年学画的父亲对他有不
可或缺的影响，他的父亲保存的画
册，诸如《三毛流浪记》《丰子恺漫画
集》等是他从小吮吸的精神食粮。
1949 年进入小学，父亲在小床头给
他打造了一个小书架，放上《三字经》

《百家姓》《千家诗》等书刊。他在上
小学、初中期间迷恋上唐诗宋词，背
诵了大量的诗词，并阅读了不少古今
中外经典著作，因而就有了写作的冲
动。1958 年，《石榴笑》等 3 首儿歌
刊发在《说说唱唱》杂志上，这对一位
16 岁少年来说，真像中了大奖，其鼓
舞力量是不可低估的。他说：“从此，
我练笔更加勤奋，经常通宵达旦。”

朱晋杰创作不仅勤奋，而且多
产。他从 1958 年发表作品至 2017
年 8 月去世，近半个世纪的业余创作
生涯中，写作和发表了 3000 多首儿
歌、童诗，先后出版了《大海动物园》

《绘图童话儿歌 150 首》《幼教儿歌

300 首》等近 40 本儿歌、儿童诗集。其
中《小扁担》《小牧笛》《巧妞妞》《堆雪
人》等作品被编入幼儿园、小学和师范
教材，影响了几代人。

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
靡”。就是说，诗是抒情的，因而要写得
绮丽，有文采。既然诗是言志寄情的，
儿歌也不例外。儿歌不仅要有诗的一
般特点，还要有童真、童趣。这更增加
了创作的难度，但朱晋杰迎难而上，一
直守望着这块阵地不离不弃。

情是何物？情，就是诗人触景而
感悟，发自内心的一种喜怒哀乐的情
感。说白了就是诗人在平凡的生活中，
发现闪光的东西，通过艺术手段凝聚成
一种意境，诗有了意境，才有艺术感染
力。朱晋杰的儿歌不乏这样的佳作，比
如《风雨天》：“小花伞，手中擎，风里雨
里路难行。盲人叔叔下班来，我和哥哥
把路领。哥哥说：‘慢点走，叔叔走路看
不清。’叔叔说：‘看得清，我有引路小星
星。’”这首儿歌描写了很普通的一件
事，就是兄妹两个学雷锋，做好事，给盲
人叔叔领路。前四句写实，关键在最后
两句，着重刻画了盲人叔叔的心理状
态，两个孩子像星星一样是“我”的眼
睛。诗人抒发了对孩子行为赞美的思
想情感，诗中的意象，把小读者引到诗
人设置的那一种艺术境界里去，颂扬了
美好事物，给人以美的感受。

想象是诗歌的翅膀，诗歌插上翅膀
才会飞；反之，诗歌创作离开想象就会索
然无味，儿歌更是如此。朱晋杰在儿歌
创作中，运用想象塑造了大量的儿童典
型形象，这些形象不一定就是孩子本身，
很多时候是物件（包括动植物），诗人以
拟人的手法，通过丰富的想象，让这些
物件有思想、有感情，并使它们的思想
感情和精神世界得到充分的、多方面的
展现。比如，《好伙伴》：“我有一个好
伙伴，天天陪我在身边，对着青石磨磨
嘴，干活总爱跑在前。春到河边割猪
草，冬进山里把柴砍，夏收麦子秋收谷，
金山银山堆不完⋯⋯我给伙伴取个名，
爷爷笑着连声赞，只因富民好政策，我才
叫它‘丰收镰’。”这首儿歌，不仅赞美了

“镰”（实际是人）的勤劳，而且赞颂了党

的富民政策。在写法上，诗人首先设置
一个悬念“好伙伴”，然后逐次写出它的
特点，最后点题。使读者有豁然开朗之
感：啊，好伙伴是丰收镰呀！之所以出现
这种神奇，在于诗人运用拟人的手法，给
镰刀赋予人的一切特点，这样符合儿童
情趣，这就使诗人所塑造的形象生动活
泼、自然可爱。可说这首儿歌匠心独具。

现代诗人郭小川说：“音乐性是诗的
形式的主要特征。”“诗应当是叮当作响
的流水。”其实，音乐性是诗歌先天的素
质，音乐性的流淌，是通过诗歌的节奏、
结构和押韵来实现的，儿歌是写给儿童
看的，更应具有可读可唱的特质。我们
不妨看看朱晋杰的儿歌《露水珠》：“露水
珠，滚滚圆。落在哪？荷叶盘。挂在
哪？草叶尖。还有一串真好玩，打湿我
的小小辫。太阳公公咪咪笑，悄悄领它
飞上天。”这首儿歌，前面是三字句，后面
是七字句，节奏明快，韵律整齐，语言浅
显、自然、口语化，符合低幼儿童的阅读习
惯，正如诗人在《小学校园快乐儿歌》前言
中所说：儿歌让孩子感受来自母语和音律
的魅力“如入耳，植入心”，万籁千声在稚
嫩的心田种下一颗爱阅读的种子。

朱晋杰的儿歌有大量童话儿歌，如
《大海的童话》《大海的寓言》等。所谓
童话儿歌，就是让飞禽走兽、水族爬虫
具有人的行为和思想情感。支撑童话

儿歌的重要手段仍然是拟人化的艺术
手法，对此，诗人运用得非常娴熟。我
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诗人在创作这些
童话儿歌时使用的是一种漫画式手法，
所谓漫画式的手法，就是抓住飞禽、水
族的主要特点，几笔勾出轮廓，然后画
龙点睛，使读者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如

《海蜇》：“像把大伞，水上漂流。忽儿一
张，忽儿一收。走不像走，游不像游。
身子肥肥胖胖，没长一根骨头。”这首儿
歌是典型的海蜇漫画，前面是粗线条的
形态描写，后面一句“没长一根骨头”，
起到画龙点睛之效，这就为儿歌创作开
辟了新的领域和新的创作手法。

朱晋杰当过小学、中学教师，一生
和孩子打交道，对孩子们的生活习惯、
喜怒哀乐了如指掌，而且融入血液中，
这是他儿歌创作的丰富源泉。当然，
诗人也很感激生活，他说：“既当老师，
又写儿歌。永远感激孩子们，赐予我
一份甜蜜的事业。”是的，诗人把他服
务的对象——孩子们看作是上帝。正
是诗人的反哺，才能坚持业余创作 50
年，实现了他在《大话儿歌》序言里说
的“ 让 诗 意 的 灵 动 弹 拨 孩 子 们 的 心
弦 ， 让 诗 意 的 芬 芳 弥 漫 幸 福 的 童
年”，朱晋杰做到了。

（作者系青岛市南区教育局原局
长、作家）

让诗意的灵动弹拨孩子的心弦让诗意的灵动弹拨孩子的心弦
——谈朱晋杰的儿歌创作

侯修圃 不久前，一部纪录片电影《重返狼
群》上映，我们一家带着 4 岁的儿子去
探寻小狼的精彩世界。电影里小狼格
林的一举一动，吸引着儿子的目光，小
家伙不时学着狼嗷叫，好不欢喜。随着
剧情的推进，小狼长大了，它的“狼妈
妈”少女李微漪深明大义，忍痛割爱，重
返草原，历经万险，送狼千里，重返狼
群。小狼的勇敢与执着，在儿子心中深
深地烙下了印记，时隔数月，他还在念
叨格林的勇敢与威武。但最后，儿子的
一句“为什么草原上的人要杀狼？为什
么要用狼皮做毯子？”让我措手不及，陷
入了深深沉思。

作为一名曾经的地理老师，满含对
大自然的真切热爱，我深知地球生态环
境在不断恶化。人类为了生存，不断破
坏地球海陆空的生态环境，植物与动物
的多样性也在一点点减少，地震、水灾、
海啸等地质、人为灾害也在不断回应着
人类的所作所为。所有国家的人们都
知道这些，每个国家也有这样或者那样
的生态保护机构，但是杯水车薪，无法
阻止生态环境的大规模恶化。或许现
代社会的成人们都太成熟了，或者陷入
了无休止的忙碌而无暇顾及，打动人们
内心的东西越来越少。万幸的是，小狼
格林的真实故事及时出现了，就像投进
大海的一块石头，虽然改变不了大势，
却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质朴与善良，
唤醒了人们的动物本能，原来还有那么
一群善良的人在执着地坚持与实践，只
为人性的真善和对大自然的深爱之情。

看完电影意犹未尽，我找来电影原
著《让我陪你重返狼群》（安徽少年儿
童出版社）细细“咀嚼”，随着对作者与
小狼深入的了解，有了更多的细节感
动，但让我感动最深的是“狼妈”独特而
深谋远虑的教育观念与教育方式。有
什么样的妈，就有什么样的儿子。李微
漪，一个年轻的女画家，用一腔母爱的
热诚与深谋远虑的规划，历经九死一
生，奇迹般地完成了许多探险家、冒险
家所未完成的“小事”，但这些小事却如
灵丹妙药一般，给我们年轻的80后、90
后家长带来新的教育理念，让我们反
思，过往的宠溺使孩子们丧失了生存适
应能力与主动成长的勇气。

书中草原深处牧民至今仍保持的

那种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关系和与人为
善的纯朴品质，也对如今金钱至上等许
多现代糟粕观念带来新的启迪，人类贫
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精神上的空虚与不
信任。为了生活，草原上的许多年轻人
外出务工，还有的年轻人游手好闲，干
起了屠杀狼、羚羊等营生，给原本脆弱
的草原生态带来灭顶之灾。小狼格林
放生是成功了，但作者彻夜担忧格林未
来的生存环境，更害怕格林死于人手，
皮毛变成人类的生活日用品。因缘巧
合救下小狼的人，在放狼成功后，最担
心的却是狼会惨遭人类毒手，这个人与
人的对比，值得我们深思。

在我们小的时候，物质生活很贫瘠，
农村孩子的玩具不是石头、泥巴就是水
中芦苇，零食不是红薯就是土豆，图书馆
基本没有，但回忆童年，我们还是甜蜜与
不舍。如今的孩子们生活在甜蜜的摇篮
中，家长过度的呵护与杂乱的兴趣班，过
度抢走了孩子们的自由，填鸭式、金钱至
上式的教育理念，深深地毒害着孩子们。

大多数时间，孩子们在无精打采地
玩着玩具，发着无名的怒火，一个个无
奈的高学历、高收入的家长焦急万分，
却忙于奔波，无暇顾及孩子们的真实感
受，更无法给孩子们一个全新的、脱俗
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还好有小狼
格林，它的故事带给家长们的震撼，相
信会长久地影响着家长和教师们。

大自然是神奇的，动物是人类的
好朋友，人类在主宰大自然的时候，
有时迷失了方向，过度地向大自然索
取，也无情地对动植物挥起了斧头与大
刀，给我们后代子孙挖下了无法填平的
大坑。忙碌的人们，请停下脚步，聆听
大自然的哭泣与狼群的悲嗥，等等我们
的灵魂，只为了我们的孩子与人类的未
来。

合上这本《让我陪你重返狼群》，思
绪万千，一个年轻的少女能做到的事，
我们这么多高学历、高收入的80后、90
后家长还有什么理由与借口不去行动
呢！保护大自然，从身边小事做起，从
娃娃抓起，在感恩大自然、保护大自然
的过程中，我们的孩子也受到潜移默化
的影响，健康成长，传承祖辈的优良传
统，新时代的他们也会迎来更好、更美
的生活！

一本改变家教理念的动物小说
柳洁

麦田守望
读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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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突破点
探究课改方案

新课程改革给美术教学提出了新任务、新
要求。为了更好地推进美术课程改革，由学校
领导带头，美术组骨干教师引导，全体美术教
师共同参与，组织建立了美术课程改革研究小
组，在研究小组的带领和支持下，结合学校的
具体情况，探究合理可行的改革方案。

1.确定改革方案
学校在吸取其他学校成功改革经验的基础

上，结合学生的个性特征和学习情况以及研究
小组对学校各年级美术教师教学情况的调查研
究结果，初步形成了学校特色的美术课程改革
方案，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

2.明确改革着手点
在深入进行美术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学校

以美术课堂革新为改革着手点，以点带面，层
次推进。学校以研究小组作为美术教师的交
流、培训平台，推动转变教师教学观念，更新
教师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效率，推动美术课程
改革逐步向前发展。

把握重难点
创新课堂教学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美术课程改革的核
心。基于此，学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提高
教师专业能力、改善学生课堂体验、丰富课堂教
学内容、转换教师评价方式等四个方面作为此次
美术课程改革的重难点，深入挖掘改革推进过程
中的创新点，提高了美术课堂的教学质量。

1.塑造内在，提升教师教学能力
在课程改革过程中，学校首先从提升教师

的教学能力入手，以研究小组为平台，对美术
教师进行培训，并设立考核和评比制度，促使
美术教师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提升专业
能力。其次，学校积极改进美术教师的教学方
式，由统一教育向差异教育转变。研究小组按
照美术课程改革的要求，结合各年级学生的认
知能力和学习情况，调整了美术教师的教学模
式，确定了新的教学目标和教学要求。

2.以生为本，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在课改过程中，学校更加关注学生，督促

教师深入备课，全面了解和掌握学生的情况。
在课堂教学时，美术教师采用小组合作学习的
形式，根据学生的特点、能力，将学生进行合
理分组，让每一个学生都可以在课堂上表现自
己。同时，教师积极引导学生去发现美，最大
限度地让学生接触各类美术材料、美术工具和
美术作品，让学生亲身体验美术的魅力，在不
知不觉中学会发现美、认识美、欣赏美。

3.合理引导，拓展课堂教学范围
在课改过程中，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全面

发展，鼓励教师自主探究，拓展课堂教学范
围，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研究小组的支
持下，美术教师对美术课程的教学目标和教学
内容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美术教师利用大量优秀的艺术作品，引导学生
了解美的内涵，培养了学生的审美思维；同
时，美术教师带领学生走出教室，贴近生活，
感受现实生活中的艺术，丰富了学生艺术创作
的内容。

4.积极评价，增强学生自信心
学校通过召开美术组教研会议，为美术组

教师展示了许多积极评价的优秀课例，同时设
立教师的课后反思制度，督促教师的评价内容
与学生的学习需求相适应。在进行课堂点评
时，美术教师在尊重学生个人劳动成果的基础
之上，对学生的美术作品进行合理的点评，积
极抓取学生作品中的闪光点，给予学生肯定和
鼓励，增强了学生学习美术课程的自信心。

形成示范点
坚定改革信念

在各个主体的紧密配合和共同努力下，学
校的美术课程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
化，美术课堂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随着学校美术课程改革的进程不断推进，
改革得到了领导、同事、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
广泛认可，在一定范围内获得了不错的反响。
学校在改革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成功经验，成
为其他学校借鉴改革经验的对象，为地区课程
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全面推进课改提供了正
面实例。

美术课程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学
校、教师等多方面持之以恒的努力。学校将立
足实际，坚定不移地在课程改革的道路上走下
去！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十七中学 杜正华）

关注学生发展 创新课堂教学
——山东省荣成市第二十七中学初中美术课程改革的有效实践

美术课程是九年义务教育中的必修课程
之一，对于初中生身心健康发展和综合素质
提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山东省荣成市第
二十七中学积极响应新课程改革的具体要
求，针对美术教育的新形式、新需求，在传
统中寻突破，在改革中求创新，促进美术教
师转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走出了一
条有特色的美术课程改革之路。

思想引航
构建“和悦”精神文化

学校在“和悦教育”特色理念的
基础上，弘扬“和润心，悦成长”的
学校精神，逐步形成了“厚德至和，
博学达悦”的校训、“务实创新，和而
不同”的校风、“正心励研，和衷共
济”的教风及“勤思敏行，和学求

是”的学风，并且建构了“一个宗
旨，两条主线，三个目标，四个维
度，五个抓手”的特色建设发展体
系，即以“悦享成长之乐，绽放生命
精彩”为宗旨，坚持“德和、学悦”
两 条 主 线 ， 以 “ 培 育 品 学 兼 优 学
子，成就幸福工作名师，建设和悦
发展校园”三个层面为发展目标，
从“生生和、师生和、师师和、家
校和”四个维度出发，“通过明德修

身，创建和爱的育人氛围；通过心育
引航，拓建和乐的成长空间；通过读
书工程，营建和雅的文化气息；通过
高效课堂，构建和学的教学模式；通
过艺术教育，搭建和美的展示平台”
为特色理念打造了坚实的着力点。精
神 文 化 的 高 位 引 领 ， 既 体 现 了 以

“和”为基础的整体团结奋进、砥砺
前行，又彰显了师生个性成长过程中
的发展愿景。

触动心灵
创建“和悦”课程文化

特色课程文化决定着学校的发展
方向，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可以
给学校的特色发展、学生的个性成长提
供舞台。近年来，学校的“三级六维九
类”特色课程体系日臻完美。在抓好国
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课程资
源整合的基础上，学校从“人文素养、科
学素养、艺术素养、身体素养、心理素养
及综合实践”六个维度，开发出“德育修
身、悦读书苑、学科延伸、社团文化、心
理健康、艺术教育、健体强身、综合实
践、家教指南”九大类课程，共包括了
50多个小门类的校本课程。多元化、多
维度、多门类的校本课程，为学生的快乐
成长、个性发展搭建了广阔的平台。同
时，学校将《中学生心理问题的研究与解

决策略》《为快乐学习插上隐形的翅膀》
等书籍作为家校共读书目，让家长了解学
生成长的规律，提升家庭教育的艺术，实
现家校携手共育学子。

知行合一
组建“和悦”活动文化

多形式的教育活动是学生体验成
功、收获快乐的落脚点，在“和悦”校
本课程文化的指导下，学校建立了相对
科学、完善、特色鲜明的“和悦四季”
活动文化体系。书香悦读季，每年3月
至4月，围绕“4·23世界读书日”，以
学校“悦读吧”为根据地，开展“书市
淘宝图书漂流、读书报告会、经典诗文
诵读、亲子悦读”等活动，全面营建书
香校园；阳光心语季，每年 5 月至 6
月，以一年一届的心理健康活动月为主
线，以“心育班会、讲座、征文、心理

健康手语操展示、心育趣味游戏”等主
题活动为内容，引导师生关注心灵、拥
有阳光心态；缤纷艺彩季，每年9月至
10月，结合校园和悦文化节之节日科技
展示活动，实现家校联合、全员参与，
为师生搭建艺术才艺展示的广阔平台；
快乐体育季，每年 11 月至 12 月，以学
校冬运会为契机，组织师生趣味运动、
亲子快乐游戏等活动，营造全员健身氛
围，让师生及家长在各类运动中快乐参
与、趣味健身。

润物无声
营建“和悦”环境文化

结合特色建设理念内涵，学校积极
打造校园文化环境，营建具有特色的教
室文化、走廊文化、楼厅文化、甬路文
化、墙壁文化。校园主干道“和悦大
道”两侧，展示了学校的特色办学理念

及师生风采；纵深校园南北的“致和
路、悦学路”，体现了学校“厚德至
和，博学达悦”的校训，彰显了“品学
兼优”的育人目标；楼厅、走廊、教室
中的墙壁、黑板报、宣传橱窗等，都是
宣传校园文化的主阵地。漫步校园，实
验楼、图书楼、教学楼、体育馆、报告
厅错落有致；各楼之间，花草树木遥相
呼应、四季常绿，逢时令季节，百花争
妍、落英缤纷；古朴的石头楼、整齐
的行道树、如茵的绿草坪，无不时时
刻刻陶冶着学生的情操。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植
根于广袤肥沃的土壤，秉承着“和悦
教育”发展理念的石岛实中，定能乘
着特色强校的强劲东风，铭记初心，
砥砺前行，再续“和悦教育，和谐发
展”的新篇章！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实验中学 孙
佑海）

建设“和悦教育”特色学校
——山东省荣成市石岛实验中学的实践与思考

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在特色
学校建设过程中，山东省荣成市石岛
实验中学创新思路，建构“和悦教育”
理念；提升格局，建设和悦文化校园；
演绎精彩，引领师生幸福发展，让全校
师生在多元统一、追求卓越的个性化成
长过程中，全面展现着“和学求是、
和衷共济、和而不同”的文化魅力与
不懈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