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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周刊
探索治校之道 展现办学智慧

本刊微信公众号：
第一缕阳光

热点观察
新时代学校弘扬劳动精神③

当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弘扬劳动精
神”时，作为一名教育人，反观学校劳动教
育：学生劳动意识淡薄，劳动技能弱化，劳
动习惯尚未养成，现状不容乐观。有人认
为，这种情况多发生在城市学校。其实，
农村孩子不识农作物，不具备基本劳动技
能，也早已是普遍现象。

农村学校劳动教育的薄弱，让作为
中心学校校长的我，深感忧虑。劳动文
化是乡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
其是我国千百年来的农耕文化，孕育了
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有其传承价值。

为此，借助农村的地缘优势，我与
中心校下属的黄岗小学，历经一年时
间，且行且探索，自主开发田园课程，
加强劳动教育，如今已初见成效。

开发田园课程，拉近与乡土距离

曾经的农村孩子，因自小耳濡目
染，对土地、对劳动有一种发自内心的
热爱。正如南宋诗人范成大在 《四时田
园杂兴》 中所描绘的那样：“昼出耘田夜
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
织，也傍桑阴学种瓜。”其中劳动场景，
野趣盎然。

学生不爱劳动的原因，追根溯源，
一是当前农村对土地的依赖程度越来越
低，感情越来越淡薄。农业机械化的普
及，解放了大批劳动力，农民本身劳动
的机会变少了，学生参与劳动更是无从
谈起。二是家长对一般体力劳动 （当前
学校劳动教育的起点） 的蔑视，只关心
学生学习成绩，而将劳动视作惩罚：不
好好学习就去地里劳动。这让学生从小
就有了“劳动不光荣”的观念。三是娱
乐设施如手机、电脑分散了学生越来越
多的时间和精力，学生即使有时间，也
不参与劳动，而是封闭在狭小的空间
内，留守儿童尤其深受其害。

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我与黄岗小学
全体教师开始进行探索。以乡土资源为
依托，学校开发了自己的田园课程，丰
富课堂教学，让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中，
通过亲自参与的形式，进行劳动实践活
动，有效衔接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

田园课程包括两大体系：一是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的原生态课程，具体包
括“田园种植”“田园泥巴”“麦秆及玉
米皮编织”等课程；二是在原生态课程
基础上的拓展课程，具体包括：“田园数
学”“田园美术”等跨学科课程、“幸福
葫芦娃”雕刻课程与“我们爱发明”“奇
种妙植”创新课程等。

其中，原生态田园课程，旨在通过
劳动实践，为学生和乡土建立直接联
系。除常规的瓜果蔬菜种植，激发学生
劳动积极性外，学校还开设了富有地域
文化特色的泥巴课程。

黄岗小学所在的村落，有用黄河滩
红胶泥烧制陶器的传统，学生虽爱玩泥
巴，但对这一传统相对陌生。于是，在

“田园泥巴”课上，学校教师带领学生到

河谷亲手挖泥，经历晾干、翻晒、储
藏、水发、加绒、加沙、和泥、捏制等
一系列工序，体验劳动。学生们用这些
红胶泥捏制出数以千计的泥巴作品，有
花鸟、人物、器物，十二生肖、鲁西南
风情等，一块块红胶泥变成了千姿百态
的艺术品。

拓展田园课程，消融各学科边界

在实施田园课程的过程中，学生和
教师的奇思妙想，促进了各个学科教学
内容与田园课程的交融。

在上种植课程时，学生发现，田园种
植和数学图形学习可以结合起来。于是，
他们立即付诸行动，亲自设计建造图形田
圃。在教师指导下，学生将小学数学中出
现的所有图形都呈现在校园内。有了图
形，没有测量工具怎么办？于是，学生们
又亲自动手制作测量用的尺子，然后用尺
子去测量图形。一边劳动，一边学习图形
知识的学习方式，深受学生喜爱。田圃的
蔬菜长势喜人，学校便组织了一次“图形
内的蔬菜拍卖”活动。由学生自己测量图
形面积、估算每平方米的产量、调查行情
价格、制作标书、公开竞标，并进行相关知
识讲解。一场拍卖下来，学生综合运用
各类数学知识，让数学真正与田园生活
相结合。

除数学学科外，学校还引入美术、技
术、生物等学科知识，拓展田园课程边界。

学生在种植田圃时，需要观察蔬菜
发芽、作物拔节、花儿开放、果实膨
胀，并用画纸和画笔记录与描绘，这就
是“田园美术”课程。

经过交流，我与教师发现，学生们
都喜欢金刚葫芦娃，而葫芦也是乡村寓
意较好的作物，被视作智慧的象征，于

是，教师便为学生买来葫芦种子。在学
生们的悉心照料下，各式各样的葫芦垂
挂于校园。“葫芦七兄弟”“葫芦班集
体”“葫芦小姐妹”等学生赋予的名字，
见证着葫芦园的劳动，增进了学生之间
的感情，也培养了团结协作的意识。等
到葫芦成熟后，教师便组织学生在葫芦
上绘画、雕刻，制作葫芦福娃，“幸福葫
芦娃”雕刻课程应运而生。

在“我们爱发明”课程中，学生既
是设计者，又是建造者。教师带领他们
建造动物园、节水观赏鱼池、陶窑、沼
气池等。学生将图形田圃内的菜叶、秸
秆等用来喂养动物园内的小动物，将动
物产生的粪用作沼气原料，产生的沼气
再用来烧制泥巴，废渣则用作田园肥
料，从而实现资源综合利用。

在“奇种妙植”创新课程中，学生们更
是发挥想象力与创造性，在缸、油桶、泡沫
箱、牛槽等多种器皿内种植甜瓜、黄瓜、西
红柿。经过他们的精心管理，一个个香喷
喷的甜瓜就躺在缸里、趴在路边，一串串
诱人的西红柿就挂在墙上，收获颇丰。

推进田园课程，成就美好品德

田园课程让学生明白了心灵美才是
真正的美。学校为制作田圃的营养土，拉
来几车牛粪，放在操场上晒干。学生见到
都掩鼻而过，在种植甜瓜时，也不愿意用
手触摸。有学生问：“牛粪种的甜瓜臭
吗？吃了会不会拉肚子？”于是，学校教师
便开始耐心讲解牛粪的作用，它能为甜瓜
种植提供丰富的养分。这时，一名学生
说：“老师，我明白了！牛粪虽然闻起来是
臭的，但是，它的心灵是美的，心灵美才是
真正的美。”德育自然而然发生了。

在田园课程的推进过程中，劳动教

育的内涵，并不是独立于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之外的。正如拓展课程时，
劳动教育就已经融合了智育、体育、美
育等，而教育的根本目标是立德树人，
劳动教育也是德育的重要阵地。

实现劳动教育与德育一体化，是学
校推进田园课程的重要目标。例如在

“种豆芽”微课程中，教师设计了以下几
个序列，每一序列都对应德育的某一目
标：通过播种、管理、收获，让学生体
验劳动的艰辛，学会珍惜劳动果实；通
过包装、清洗、烹饪，让学生养成环保
习惯，提高劳动技能；通过“第一盘炒
豆芽送爸妈”的活动，培养学生的爱
心、孝心、感恩之心。一茬豆芽种下
来，劳动美德、感恩、公平、环保、团
结协作等理念蕴含其中。

田园课程的推进，也增进了学生与
教师的感情。种植的甜瓜收获了，他们
摘下来送给退休的老教师；韭菜收获
了，学生用这些韭菜与教师一起包饺子。

全校教师与学生一起探索田园课
程，丰富劳动教育的内涵。它不仅增进
了师生感情，而且让教师也感受到乡村
教师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减少职业倦
怠，增加职业幸福感。

劳动教育是一切教育之本，只有加
强劳动教育，才能以劳树德，以劳增
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说：“生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
靠劳动创造。”虽然一所村小的田园课程
建设，仅仅是劳动育人的初探索，但践
行的脚步却不能停息。只有这样，才能
引起社会对劳动教育的重视，才能让劳
动教育浸润每一名学生的发展历程，为
学生的一生打好底色。

（作者系山东省荷泽市郓城县侯咽集
镇中心学校校长）

厚植“劳动育人”的田园土壤
杨其山

山东省郓城
县黄岗小学学生
在“田园图形”
里种植的蔬菜大
丰收，图为学生
在 油 菜 田 圃 收
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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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实
施，旨在回应当前基础教育存在
的一定程度上“只教书不育人”
的现状，从而提升学生社会情感
能力，促进其社会性的发展，使
学生更好地成人。要达成这一
目的，教师的作用举足轻重，既
是项目的实施者、推动者，又是
项目的实验对象，在提升自我社
会情感能力的同时，也要培育与
发展学生社会情感能力。为此，
教师须扮演好如下角色：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发展的
引领者。苏霍姆林斯基提出：

“教师应是有情感修养的人，儿
童每天都在亲身感受老师对其
行为举止做出的最细腻的情感
反应，这种反应是用人道精神进
行教育的强大基础。”然而，受到
过去唯智主义教育的影响，教师
的社会情感能力存在“先天不
足”与“后天停滞”现象，导致教
师在教育教学中更多只重传授
知识，忽略培养学生健康人格，
漠视学生情感需求。大量研究
表明，教师积极的情感、良好的
人际关系和健康的人格，才是教
师发挥育人职能最为核心的素
养，才能更有效促进学生“全人”
发展。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
助推者。学生是处于“发展中的
人”，需要教师的榜样感召作
用。在教学中，教师是社会情感
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者，更是示范
者；在校园氛围的创设中，教师
通过营造和谐、温馨的氛围，以
及通过与学生进行积极的情感
互动，让学生对学校和班级产生
安全感与信任感，为学生的成长
提供情感力量的支持；在家校社
区合作中，教师是学校、家庭和
社区联系的情感维系者，推动家
校社区关系发展，最终促进学生
社会情感能力发展。

学生社会情感能力培养的
践行者。在项目实践中，教师要
培育与发展学生社会情感能力，
自己首先须是一名践行者，提升
自我的社会情感能力，成为学生
的榜样示范。为此，教师应全面
看待自身优点与缺点，悦纳自
我；尊重他人、尊重差异、平等对
待学生；信任学生，主动了解学
生的发展需求；富有爱心、耐心
和责任心，理解和包容学生；发
现和赏识学生身上的优点；善于
倾听，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认
知与接纳自己所在的集体，遵守
集体规范，积极维护集体荣誉；
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与社区建
立合作互助的良好关系。

在项目实施中，教师要扮演
好这些角色，须结合自己的本职
工作，在班级管理、人际关系的
建立以及家校合作等方面发挥
自身作用。

优化班级管理。在班级管理
中，教师首先应以学生为中心，充
分发挥学生积极主动性，建立民
主的班级管理制度；其次，为学生
营造温馨、友好、民主的班级氛
围，让学生感受到民主平等、被重
视、安全并信任教师，使学生愿意
自由表达情绪，遇到困难时乐于
向他人寻求帮助。由此，教室里
少了刻板的学生守则，多了教师
与学生共同商议确定的班级章
程；教室的墙面上张贴了令人感
到亲切的学生作品与实时反映学
生情绪变化的心情树，班级氛围
变得更加有凝聚力。

建立积极的师生关系。教
师逐渐理解并践行包括全纳、平
等、尊重、理解等富有情感的行
为，尝试接纳学生的喜悦、失落、
犹疑等，这些教育姿态营造了良
好的师生关系，从而引发学生愉
快的情感体验，激励学生热爱学
习。教师须敏锐觉察到学生的
情绪情感变化，扮演好学生情绪
的疏导者、自尊的维护者、成功
的欣赏者、富有激情的鼓舞者。

有效开展教学活动。教师
须为课堂注入情感力量，营造学

生积极参与的氛围，欣赏与鼓励
学生，提高学生成就感；运用校
本课程教材，对社会情感学习内
容进行教学，使学生形成社会情
感能力态度，掌握相应的知识和
技能。更为重要的是，教师应把
社会情感的理念知识方法内化
到学科教学中，有效促进学生社
会情感能力的培养。

促进家校协同育人。教师
要尝试搭建新型家校合作模式，
让家长充分融入学校管理，与学
校共同促进学生成长。如，通过
社会情感学习课堂，设计家长与
学生共同参与的活动：采用教育
戏剧形式，邀请家长参与并分享
剧目背后的故事；让家长通过参
与活动畅谈心情和体会，进行总
结反思，增进亲子交流，达到改
善家校沟通的目的，使家校合作
从简单参于变为家校协同育人
新模式。

“社会情感学习”项目的实
施，能有效推进项目学校教师的
成长与蜕变，并给学校、学生及
家长、社区带来一系列积极变
化。如果社会情感学习的相关
内容，能够被纳入未来教师培
养的课程体系或教师继续教育
培训内容中，将有助于教师专
业发展，培养出更多富有社会
情感能力的好教师。

（作者李福灼系广西师范学
院教授，吴际系广西师范学院
副教授）

主持人

毛亚庆 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教育部—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社会情感学习与学
校管理”项目管理办公室主
任，教育部小学校长培训中
心主任、全国中小学校长（园
长）培训专家组副组长，北京
师范大学文科学术委员。曾
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二等奖、北京市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研究领域：教育领导与学校
管理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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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新高考、新中考、学科核心
素养、人工智能与信息化教育等，毫无
疑问是教育热点。但未成年人的生命培
育，在中小学生生命健康问题频发的当
下，同样不是冷话题。

生命培育包括两个维度：一是自然
生命，二是精神生命，故而，生命培育
应该指向“双重生命”维度，两者的核
心指向是健康素养。健康素养又包含三
个层面：体质强健，心理健康，性别界
限分明。就生命个体而言，健康素养是
其他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前提。生命培
育，也应是基础教育的起点和落脚点。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
《中国青少年健康教育核心信息及释义
（2018 年版）》，内容涵盖视力、体重、
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其中规定，未成
年人使用电子产品每天不得超过一小
时。北京市也已将中学生体质健康纳入
学业水平考试指标。在政策背景下，学
校层面又该如何发力？

北京一零一中学一直以来将生命培
育作为育人重要抓手，以促进学生生命
和精神双重成长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
实践探索。

开展课题研究，以德育心。2018

年，学校组织设计了“关于促进中学生
身心健康、理解认同传统文化与革命文
化的综合性行动研究”课题方案。新时
代教育，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教育必将
成为中国基础教育长期性重要政治要
素。当前中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不容忽
视：一是对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疏离与
隔阂，致使他们对传统文化认知较浅；
二是非健康阅读、沉溺“电竞”、远离户
外等，使中小学生身心健康深受其害。

因此，学校体育组、语文组、历史
组、政治组等联合开展跨学科协同研
究。通过课题研究与实践，一零一中学
首先采取以健康阅读取代非健康阅读的
方式，如大量阅读经典传统文化、革命
文化书籍，将学生引向健康阅读新天
地。其次，借助户外活动如研学旅行，
帮助学生从“电竞”中解脱出来，有效
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学校开展研学
活动时间较早，已经形成较为科学的活
动体系。目前，学校开展的“科考八路
军”活动已经初具规模，同年级学生分
为6或8个队伍，去学校相关实践基地学
农一周；同时，将研学旅行与人文考察
相结合，开展与阅读内容相关的研学旅
行和人文考察活动。再其次，以课题研
究促进学校开展丰富多彩、适合学生生
命成长的校内外户外活动，促“宅”为

“动”，增强学生体质，发展学生体能。

开展体育活动，以体育身。在一零
一中学，你会看到这样一种独特的现
象：学生从教室到教师办公室，从教室
到食堂都一直在跑步行进，这就是一零
一特有的“跑文化”。

人人体育、天天体育、处处体育，是学
校的体育特色。一零一体育精神培育，构
成了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初
中部每周安排四节体育课，高中部每周三
节体育课。即便是在初三与高三年级，学
校体育课也一直按照常规进行。

学校对于一零一体育精神的培育，
早已经成为学校课题研究的重要元素。
如学校体育组组长王亚林老师所做的“体
质个性化改善研究”，目前已取得明显效
果。他将学校体重偏肥胖的学生分为若
干小组，并根据不同学生情况开展为期不
等的专项训练，学生的耐力素质、速度素
质、力量素质、弹跳素质等大为改善。

开展社团活动，丰富生命体验。教
育部 2017 年颁布的 《中小学生德育工作
指南》，指明战略性育人方向：课程育
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
协同育人。学校高度重视在活动体验中
培育学生爱心，进而促进健康个性与人
格发展。

由于学校地处圆明园，自然环境得
天独厚。校内 4 座人工湖，水域面积近 1
万平方米，黑天鹅、野鸭、雁鹅、鸳鸯

等均是校园常客，堪称学生“挚友”。学
生社团追踪黑天鹅、野鸭、鸳鸯等动物
生活习性，研究制定饲养和保护它们健
康生活、生长方案，由此引领学生关爱
自然。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募捐
活动，为有需要的学生、有需要的社会
团体送爱心，培育学生对他人、对社会
的关爱之情。事实上，去“太阳村”关
爱服刑人员子女，去松堂医院探望临终
老人，去环卫站、交警队慰问基层劳动
者，到打工子弟学校支教等，早已成为
一零一历届学生的自觉行为。

除社团活动外，学校长期坚持开展
的施光南艺术节、“12·9”演唱会、校
园心理节、诵诗会等，形成了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的特色育人活动品牌。

未成年人自然生命成长的未来质量
是隐性的，我们很难断定今天学生的未
来健康状况，所以学校教育应该为学生
的未来健康奠基，防患于未然；未成年
人精神生命成长的现实质量是显性的，
因此学校教育要担当好“把关人”的角
色，显隐同关注。培育未成年人“双重
生命”的健康成长、茁壮成长，不仅是
一零一的行动，而应成为每一位基础教
育工作者的天职。

（作者系北京一零一中学原副校长，
本文节选自他在 2018 青岛西海岸教育年
会上的发言）

北京一零一中学：为学生“双重生命”健康筑基
严寅贤

名校现场

本报讯 （记者 苏婷） 11
月 18 日—19 日，北京市教育
学会2018年学术年会在北京市
第二中学召开。此次年会以

“新时代教育的坚守与展望——
学习贯彻教育大会精神，推进
新时代教育新发展”为主题，
为历次年会中规模最大的一次。

北京市教育学会会长罗洁
指出，年会旨在共话北京基础
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宝贵经验，共
同探讨落实新时代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的各项任务。中国
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教授，北京
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开放大
学校长褚宏启教授作主旨报
告。年会聚焦学校发展、创新思
维、职业教育、教师发展、幼儿园
课程建设和社会大课堂教育的
未来等主题开设 6 个分论坛，邀
请学校分享与专家点评。

据悉，今年年底前，北京
市教育学会还将举办24个分论
坛开展相关交流研讨。

北京市教育学会举办2018年学术年会

前沿快讯

日前，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
劳动、创造性劳动。为此，“热点观察”栏目特邀请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学校校长，探讨与分享劳动教育方法和途径。本期聚
焦农村学校如何开展劳动教育。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