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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教育随笔

每到毕业季，总会看到一些中小学
举行毕业典礼。有一所中学，从五年前
第一次举办高三学生毕业典礼至今，每
年高考结束的那天傍晚，就是校长踏歌
送别、学生泪洒校园的时刻，年年都是
如此，而年年都不同。从第一年送给每
一位学生《致青春》电影票，到今年送
出包括镌刻着学校办学理念的毕业戒指
在内的“四件套”，饱含深情、蕴藏深
意的毕业典礼，总是给师生们留下太多
的感动与回忆。

据说，这所中学在以前并没有为高
三毕业生举行毕业典礼的惯例。高考结
束的那天晚上，往往都是高三学子巨大
压力解除之后的狂欢之夜，他们三五成
群，吃饭、唱歌、聊天，然后就各奔东
西。而如今，这所中学的高三毕业典
礼，却已经成为了学校的一种标识，成
为了师生的一种情怀，成为了莘莘学子
的向往与期待，成为了一届又一届毕业
生回望母校时一道绕不过的风景线。

真正的教育，无疑需要这样的风景
线。在一所学校里，总应当有这样一些
活动场景，成为学生生命成长的一个符
号，成为学生一生难以忘怀的记忆，留
在他们噌噌拔节的骨骼里，流淌在他们
激越澎湃的血液里。毋庸讳言，教育是
潜移默化，教育是润物细无声。但是，
如果一届届学生在几年的学校生活里，
没有任何一个活动让他们体验到一种直
抵心灵深处的感动，没有任何一种场景
让他们激情澎湃声嘶力竭热泪盈眶，那
么，这样的学校生活于学生而言，不仅
是一种成长的遗憾，更是一种教育的缺
陷。

有一种东西，只有在一种独特的活
动场景里才能够生动而真实地呈现出
来。那种东西，就是仪式感。安东·
德·圣艾修伯里的《小王子》是每一个
教育人都不可不读的一本书，在这本书
里，小王子与他驯养的狐狸之间有过这
样一段对话：

狐狸对小王子说：“你要能在每天
同一个时间来就更好，比如说你在下午
四点来，从三点钟开始，我就开始感觉
很快乐，时间越临近，我就越来越感到
快乐。到了四点钟的时候，我就会坐立
不安，我就发现了幸福的价值，但是如
果你随便什么时候来，我就不知道在什
么时候准备好迎接你的心情了，仪式还
是需要的。”

小王子问道：“什么是仪式？”
狐狸说：“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

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
同。”

狐狸所感受到的“快乐”和“幸
福”，就是来自于这样一种与其他日
子、其他时刻不同的仪式感。对于学生
的成长而言，显然也需要这样的仪式
感，需要这样一个又一个与其他日子不
同的日子，一个又一个与其他时刻不同
的时刻。因为，“人活在世界上会面临
各种存在处境的断裂状况”，尤其是一
个人在生命成长的最初阶段，更会不断
地面临着“存在的断裂”，只有跨过这
一个又一个“断裂”门槛，才能够更好
地成长。仪式感于人类而言，并不是可
有可无的，因为这是远古人类跨越这个
门槛时所遗留至今的精神胎印。如果在
一个又一个特别的仪式里，能够让学生
体验到一些特别的东西，比如，一种快
乐和幸福，一种深刻与厚重，一种庄严
与肃穆，一种虔诚与神圣，一种敬畏与
忌惮，一种崇高与伟岸，那么，他们的
生命里就会有一股新的力量油然而生，
牵引着他们，越过“断裂”门槛，开始
新的出发。

仪式感，是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种价
值表达。真正的教育，都是一种基于教
育目标与价值的唤醒、引导和建构。而
教育的价值期待，需要在学校的教育活
动中以各种适合的方式来表达与实现。
能“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的仪
式，正是对教育价值的一种富有张力、
直入人心的隆重表达。这种表达，无论
是预设表达，还是生成表达，都是对学
生成长的一种有力牵引与乐观期待。从
学生入学，到学生毕业，学校所拥有的
意象挥洒空间，无疑有很多，很多。

一所好学校，应当是一所富有仪式
感的学校。在那样的校园里，总有一些
别样的东西，在熏陶，在濡染，在觉
悟，在荡涤，在憧憬，在激越，在感
召，在舒展。而这些东西，总是蕴含着
学校的价值选择与教育意向。完全可以
相信，成长在这样校园里的学生，在他
们的生命里，定然会有一片亮丽温暖、
永不褪变的底色。

（作者系重庆市教育信息技术与装
备中心主任，研究员）

教育需要仪式感
陈瑜“这次统编三科教材西部巡讲，

不同于我们以往所接受的培训，我们
不仅能和三科教材主编、著名作家零
距离接触，了解教材的编写理念和相
关知识，还能现场观摩大城市教学名
师和本地教师同课异构，学到很多课
堂教学方法。这样的培训既有高度又
接地气，对于偏远地区农村中小学教
师来说特别实用。”四川凉山州甘洛
县民族中学教师胡刚说。

日前，由教育部教材局组织、人
民教育出版社承办、为期 3 天的统编
三科教材西部巡讲活动在四川省凉山
州启动。凉山州 500 多名中小学教
师、教研员参加，与统编教材主编及
三科教学名师亲密接触。教育部教材
局巡视员申继亮在启动仪式上讲话指
出，教育部教材局策划此次活动，是
为了落实中央“教育精准扶贫”精
神，切实提高“三区三州”（西藏自
治区、新疆南疆地区、四省藏区以及
甘肃临夏州、四川凉山州和云南怒江
州） 的教育教学水平，各地要提高对
三科教材重要意义的认识，充分发挥
三科教材每门学科独特的育人功能，
教师在吃透教材基本内涵前提下，要
结合学校与学生的实际，注重创新，
因材施教，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不
断根据实际情况改进教学。

知道教材怎么编，才能更
好地教学

巡讲活动启动仪式后，一个别开
生面的环节——“与教材主编、作家
面对面”沙龙拉开序幕。著名作家、
课文 《晋祠》 作者梁衡及三科教材主
编叶小兵、高德胜、陈大文、王本
华、陈先云等与一线教师和媒体互
动，阐释三科教材的编写理念，回应
媒体及教师、教研员关注的热点问
题，针对教师在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
疑惑进行解答与指导。

记者出身、曾担任过 《人民日
报》 副总编辑的梁衡先生是中小学教

师神交已久的老朋友。除了大家熟知
的 《晋祠》，他还有 《夏感》《壶口瀑
布》《跨越百年的美丽》《青山不老》
等作品入选中小学教材。在沙龙上，
梁衡向大家介绍了他这几篇入选教材
文章的写作背景。梁衡谦虚地表示，
因为改革开放后要新编教材，他发表
在 《光明日报》 上的散文 《晋祠》

“误打误撞”地入选了教材；而 《壶
口瀑布》 写出了中华民族柔中带刚、
坚韧不拔的性格，《青山不老》《跨越
百年的美丽》 则通过人物描写折射出
人生哲理和价值观，具有较强的育人
价值，这与统编教材强调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教育是一致的。

统编初中历史执行主编叶小兵教
授认为，从学习者的角度来说，“历
史”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具体的
史实，二是对具体史实的认识和评
价。与之相对应，历史教师要建立国
家记忆和国家认知两个概念，所谓国
家记忆，就是国家层面上的重大历史
事件；所谓国家认知，就是对这些历
史事件的认识和评判。“举个例子，
抗日战争一直是教材中非常重要的一
部分，现在我们讲抗日战争，史实还
是那些史实，但是现在突出强调三
点：一是抗日战争的起点是 1931 年
的“9·18”事件，也就是抗日战争
是 14 年而不是“八年抗战”；二是在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
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三是中国战场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这
三点，在学界和民众，包括党和国家
层面已经形成共识，这个共识就是典
型的国家认知。这种国家认知在历史
上包括很多方面。历史教师要传递这
种国家记忆和国家认知，最终让学生
形成对祖国、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
的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做到‘四
个自信’。”

如何让道德与法治教材的内容符
合儿童认知特点，让儿童喜欢？统编
小学道德与法治执行主编高德胜教授
坦言这是一个难题。高德胜认为，把

成人世界的要求变成儿童可以理解的
东西，需要在编写教材时，努力寻找
国家和社会的这些要求的生活根源，
然后和儿童成长的需求进行转换，这
是教材编写的基本努力方向。此外，
还要以学习活动为核心建设教材，让
教材接童气，让儿童的经验进教材，
孩子们在教材当中找到自己生活中的
感觉和经验，才愿意学，才能学得
好。

“读书为本，读书为要。读书是语
文教材最核心的内容。”统编初中语文
执行主编王本华告诉一线教师，语文
与生活紧密相连，教学要从课堂迁延
到生活本身。为此，初中语文设计了
从教读到自读、再到课外阅读的三位
一体阅读体系。教师要在学习方法、
学习体验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引领，通
过教读，让学生学会自主阅读。

聆听名家专题报告，把握
学科育人价值

沙龙之后，著名作家梁衡、同济大
学特聘教授陈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孟宪实三位“大咖”的专题讲座，让
一线教师如沐春风，视野拓宽不少。

梁衡主题为“文章作法”的讲座
凝聚了他关于写文章的经验和思考。
他将散文创作总结为“二为、三境、
四体、五诀”——“二为”即要注重
文章的思想和美感；“三境”即要关
注文章的形境 （描述美）、情境 （抒
情美） 和理境 （哲理美）；“四体”指
的是描写、叙述、抒情、论说四种体
裁；“五决”即要注重文章形、事、
情、理、典五个要素。凉山州布拖县
拖觉镇中心校教师何瑞蓉说：“梁先
生的讲述，让我对如何品味课文的
美，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对我指导学
生写作有直接的指导作用。”

一杯茶，一个人，三个小时，穿插
着许多饱含政治智慧的历史故事，大
唐的贞观之治就这样生动幽默地展现
出来。央视《百家讲坛》开讲人孟宪实

通过“贞观之治——兼谈文化自信与
历史教学”专题讲座告诉教师：“在漫
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领
先地位，中华文明表现出非同寻常的
文化韧劲，我们的历史教学应该给民
族提供文化自信心，教科书的编写也
应有同样目标。人们经常提的爱国主
义，不应是沙上建塔，而应该实实在在
地建立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统编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法治教
育专册主编陈大文在“弘扬宪法精神
的重要载体——法治教育专册教材的
基本轮廓”专题讲座中，系统讲述了法
治教育专册的编写理念及价值功能。
他指出，在中国课程史上，“法治”这个
关键词还是首次出现在课程名称里。
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意义重
大，法治教育要引导学生增强制度自
信，教学时还要回归生活，去寻找学生
生活经验与宪法的连接点，通过课堂
体验等方式激活学生的学习细胞。

“1+1”培训：先进理念和
经验内化于心

随后两天的专业培训活动，都采取
了“1+1”的模式：三科教材主编携手一
线教学名师对教材进行具体解读和理
念指引；北京、成都、广州的名师携手凉
山州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并对当地
教师课堂教学及备课进行具体指导。

专家主编与教学名师搭配解读教
材是一个创新，理论与实践相得益
彰，让抽象理念落地有声。外地名师
与本地教师同课异构，更让凉山州的
教师在设身处地的体验中将先进教学
方式和理念内化于心。

西昌市第二小学的朱学琼老师与
来自广州市的彭文莹老师同上小学一
年级“一起做游戏”这一课。经过对
比和专家点评，朱学琼找到了自己课
堂的不足：对低年级口语交际课重点
把握不准，有些环节的设计不符合学
生年龄特点，教学方式缺乏艺术性。
她对此进行总结反思，提出了改进的

方法，得到专家的认同。
令凉山州布拖县交际河中学教师

曲木么呷各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课是
“家的味道”，分别由凉山州民族中学
的杨洪娟和北京第十五中学的张玲两
位老师执教。“杨洪娟老师告诉我，
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能使课堂更加生
动形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达到
寓教于乐的效果，而张玲老师则让我
明白，课堂是学生的，要以学生为主
体，整堂课我们看到的是学生勤于思
考，大胆发言。”曲木么呷各说。

昭觉县谷曲乡中心校教师瓦扎热
古说：“正所谓教一遍有一遍的收
获，听一遍有一遍的心得。不同的教
学风格，呈现出课堂教学的多样化。
这次活动让我看到了名师的风采，也
看清了自己与他们的差距，明确了努
力的方向。”喜德县拉克乡中心校教师
赖小芳告诉记者：“两天的培训，让我
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
一村’的感受，我感觉自己在教学思
路、教学方法、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
的整体把控上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统编三科教材西部巡讲“走进大
凉山”活动落下了帷幕，但这不是结
束而是一个开端。本次活动后，教育
部还将组织三科统编教材的主编、著
名学者、作家和培训专家深入“三区
三州”，为教师们送去文化大餐，帮
助他们进一步理解新教材、用好新教
材。教育部还将为“三区三州”的教
师提供立体化、可持续的保障系统，
搭建教师研修网络服务平台，持续开
展统编教材培训和指导答疑活动；建
立“名师工作室”机制，在数年内促
成一批高水平、讲奉献的全国名师到
深度贫困县市建立“名师工作室”，
探索师徒结对机制，为当地培养一批
骨干青年教师。在此次活动中，人民
教育出版社向凉山州教育局捐赠了价
值 120 万元的智慧教学平台，同时，
由武琼、梁捷、陈红等 5 位北京市特
级教师、高级教师分别领衔的“统编
教材名师工作室”正式授牌成立。

一次穿越课本的交流
——统编三科教材西部巡讲“走进大凉山”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汪瑞林

最近我应邀到一所学校上童诗
课，教室后面的一个学生回答问题，
为了听得更清楚，我走过去把话筒递
到他嘴边。返回途中，我在过道被挡
住了，横在路中间的是过道两旁的两
个男生分别伸出的一只脚。

气氛有点尴尬。眼睛的余光告诉
我，坐在最后一排听课的该班语文老师
兼班主任已经站起来了。我来不及关注
大家的表情，开始与学生展开对话：

“ 同 学 们 ， 这 里 有 两 只 脚 迷 路
了，他们找不到自己的家，我们来帮
帮他们，让他们回家好吗？”

“好！”全班孩子异口同声。
“他们的家在哪里呢——你们猜

蚂蚁会怎么回答？”我大声问。
“在桌子底下——”
“为同学们点赞！刚才大家现场

写了一首童诗。”我说。学生们你看
看我，我看看你，惊讶极了。

“上课了/有两只小脚愣在过道
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找不到家

蚂蚁走过来/左瞧瞧/右瞧瞧/哈哈/

你们的家不是在桌子底下吗/蚂蚁说”
听着我的陈述，孩子们愣了片

刻，随即，教室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
掌声。

我笑了，继续说：
“一首儿童诗从两只迷路的小脚

长出来了，我们给它加一个题目吧。”
有孩子建议“迷路的脚”，有人说

“回家”，大多数孩子觉得“回家”更好，
最后我给这首诗取名《回家》。

其中一个男孩儿偷偷地看了看
我，伸了伸舌头，又转过头去看看刚
才“合作”的伙伴儿，坐端正了。另
一个学生回了一个鬼脸，又瞟了一下
我，撇了一下嘴，似乎不以为然。

我装作没看见，课堂继续进行。
我点开PPT里的露珠图片，让大家用
一个词来表达对露珠的想象。有人说
像小草的眼睛，有人说像珍珠，有人
说像项链⋯⋯我发现，刚才不以为然
的那个男孩儿把腿盘到了座位上。我
故意点男孩儿身边的同学回答问题，
顺便走到男孩儿身边，摸摸他的头问

同学们：“秋天来了，我们的小脚划
过草地，会是什么样子啊？”

“会打湿了。”孩子们异口同声。
“是啊，打湿的双脚，更像是什

么呢？”
“船。”有人说。
“ 想 象 非 常 丰 富 ！ 一 首 小 诗

《船》 诞生了！”我故意卖了一个关
子，顿了顿，教师里安静极了，大家
睁大眼睛望着我。我念道：

“秋天/露水/来到草地上/小脚划
过去/成了一只只小船”

教室里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老师的手愿意荡起双桨，把这只

湿漉漉的船划到安静的港湾——”说
着，我顺势把男孩儿的脚放到地上。

这一次，男孩儿没有再做鬼脸，
而是用异样的眼光望着我，不知道老
师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

课堂没有因为男孩儿的两次“捣
乱”受到丝毫影响，相反，孩子的捣
乱让我急中生智，生长出两首诗，课
堂掀起了高潮，孩子们听得更认真，

思维更活跃了，每一个孩子的回答都
没有重复。下课了，有孩子追上来要
跟我分享他刚才写的诗。

听课的教师们睁大了眼睛，学生
们今天的表现让他们刮目相看，毕竟
这个班级与其他班平均相差 20 分。
课后，语文老师跟我说，孩子们的思
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活跃，这样有
创意。她还跟我道歉，说这两个捣乱
的孩子是班上最调皮的，没有想到他
们竟然这样对待邀请来的老师，太没
礼貌了，她在后面如坐针毡。我回应
说，不要批评那两个孩子，引起老师的
关注，是孩子的正常需求，多走近孩
子，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确实如此，这两个孩子实际上非
常聪明，只是因为经常捣乱，常常受
到家长和老师的批评，在家里和学校
里表现得比较逆反，总是和别人对着
干。可是两次捣乱引出来的两首诗，
让他们对童诗充满好奇，教师顺势引
导他们阅读，他们居然对阅读产生了
兴趣。这个班的孩子全部超额完成了

我提出的阅读要求，当我再次走进课
堂的时候，几个男孩儿正在黑板上歪
歪扭扭地写着“欢迎惠儿姐”。

课堂“意外”真实存在于我们的
课堂中，在面对这些意外的时候，怎
么办？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技
巧并不在于能预见到课堂的所有细
节，而在于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巧
妙地、在学生不知不觉中做出相应的
变动。”这种“变动”需要什么来指引？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要求尊重儿
童，使一切教育和教学适合儿童的心
理发展水平和兴趣、需求的要求，将儿
童从被动的、被压抑的状态下解放出
来。当教师机智地“变动”课堂节奏，
把课堂“意外”转化为课程资源的时
候，课堂就有了生长的智慧，这样的
智慧就能点亮孩子的未来。“维护与
增强个人在其他人和自然面前的尊
严、能力和福祉。”这正是 21 世纪教
育的根本宗旨。

(作者单位：重庆市璧山区实验
小学)

一场恶作剧与两首儿童诗
曾佑惠

⦾⦾课堂故事

日前，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实验小学学
生在校园科技节上按下启动按钮，控制调
整气管角度，将小球投入篮筐中，亲身感
知伯努利原理。

赤峰实验小学校园科技节以“科技融
入梦想，创新点亮人生”为主题，开展科
学体验、科普讲坛、表演展示等 30 多项
竞赛、体验类活动，为学生的创新发明提
供了舞台，学生在赤峰市、内蒙古自治区
乃至全国的机器人大赛、科技创新大赛中
均取得较好成绩。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图片新闻

好玩的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