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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先进的设施，一草一木皆是教具；没有专门的场所，校园内外都是课堂——

一所乡村小学的实践课“突围”
本报记者 甘甜 刘亦凡

没有先进的设施、专门的场所，一
位乡村小学教师带着学生，利用随处可
见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开展各类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在生活化的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他们的综合
素质。

4年来，这所在校生刚过百人、留
守儿童占比八成的乡村小学，已收获
30多个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奖项。

这位教师名叫王林华，这所小学正
是他任教的江西省吉安县敖城镇三锡坊
前田希望小学 （以下简称“前田小
学”）。直到2018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
学成果奖公布，《乡土化、项目化、常
态化：一所山村小学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建设经验》获得一等奖，他们的故事
才逐渐被外界了解。

2 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学生

绿树红花、灰地白墙，乍一看去，坐
落在井冈山脚下的前田小学与其他村
小并无不同。

跟随王林华的脚步走过“探索路”
“求知路”，在一片由各年级学生分区种
植的菜园外，青石板上刻着的“南泥湾”
三个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为什么叫‘南泥湾’？”记者问。
“也有不少学生这样问过我，我就

叫他们回教室，用电脑查查南泥湾的故
事。”王林华说。

1941 年，八路军三五九旅在延安
南泥湾开展著名的大生产运动。给学
生的小菜园取这个名字，既化用了南泥
湾自力更生的故事，更是希望孩子们不
忘南泥湾奋发图强的精神。

“这就是一个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的过程。”王林华不无得意地说。

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载体，像
“南泥湾”这样化教育于无形的故事，几
乎天天都在前田小学发生。

教学楼前的葡萄藤长廊，如今已是
校园一景。王林华回忆，种葡萄的想法
还是几年前带学生考察校外葡萄园时，
一个孩子随口提出来的。

“种葡萄好啊，横江葡萄是我们县
的一张名片呢！”王林华随即带学生们
开展“横江葡萄苗培育实验”，嫁接、插
枝、浇水、卷须、打顶、除虫⋯⋯这些种
植葡萄必不可少的工序，孩子们都亲身
参与其中。

果子成长期间，大家持续做观察记
录。五年级的胡丽芳发现，同学们细心
呵护的葡萄，不是被小鸟啄食就是无故
掉落，这可怎么办？

“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在王林华的
引导下，胡丽芳想到了利用葡萄袋。到
了收获的季节，孩子们把劳动果实分给
同学和老师品尝，大家发现受葡萄袋保
护的果子长得又大又甜。

种植业离不开气象信息。学校的
气象站条件简陋，但并不影响气象观察
小组的活动热情。小组成员们每天记
录当日的温度、湿度、降水、风速、风向
等数据，为同学们种植蔬菜、果树提供
参考。

开启科学之门的尝试不仅仅在室
外，对于低年级的学生来说，教室里，一
袋豆子就是一把钥匙。

记者看到，三年级的窗台上摆放着
一块用水打湿的窗帘布。走近一瞧，针
尖大小的豆芽幼苗已经探出了头。

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们分工合
作，把豆子种在沙子里、毛巾里、矿泉水
瓶里。他们发现在同样的细心照料下，
种在窗帘布上的豆芽长得最健壮肥美。

豆芽种好后，孩子们还要自谋销
路。

“亲手种的豆芽，只要 4 元一斤”
“个头匀称，味道甜美”⋯⋯利用课余时
间，他们将豆芽销售给学校食堂、当地
饭店和附近村民。种豆芽、卖豆芽的过
程，不仅是对观察、思考习惯的培养，也
是对社会交往能力的锻炼。

“我们全班决定，把最后一次种的
豆芽炒一盘，给自己尝尝。”在豆芽种植
观察日记里，学生王佳这样写道，“虽然
每个人只尝到一点点，但这是我们亲手
种出来的豆芽，味道真的不一样，是幸
福的味道、快乐的味道、成长的味道！”

4 有多少付出才有多少回报

别看今天的前田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上得丰富多彩，时间倒推七八年，
整个敖城镇所有的小学都还没有真正
开设这门课，有的只是传统的德育主题
活动和兴趣小组活动。

事实上，早在2001年，教育部印发
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就
提出，“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
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强调学生通过实
践，增强探究和创新意识，学习科学研
究 的 方 法 ，发 展 综 合 运 用 知 识 的 能
力”。但是，由于校长教师们普遍认为
乡村学校缺乏相应资源、专业指导和可
借鉴的实施方案，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发
展在这里一度停滞。

王林华开始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探
索，偶然中也有必然。

从小痴迷于各种发明创造的王林
华，当了教师之后也闲不下来。自动开
关、电动收割机、自动黑板擦⋯⋯一样
样“解放生产力”的劳动工具，总是让他
情有独钟。

但在工作、生活中，王林华渐渐发
现，和自己那代人相比，今天的孩子们
在动手、实践能力上都有所欠缺。

有两件小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
一次在课堂上，王林华给学生布置

了一项作业——数数校园里有多少棵
樟树。“28”“29”“36”⋯⋯孩子们转悠
了半天，答案五花八门。

“实际是35棵。”王林华想不明白，
算加减乘除都不在话下的学生，遇到生
活中的现实问题怎么会如此表现。

还有一次，王林华考察朋友开办的工
厂。流水线上，一个学生模样的女工特别
显眼——别人已经完成了几件产品，她好
不容易做出一件，还是不合格的。

“我实在看不下去，上前打断了她，
叫她停下来观察身旁的人是怎么做
的。”王林华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女
生的母亲就在现场，她说女儿大学放假
来工厂体验，并不指望赚钱，能不能做

出产品也没关系。
“都接受了大学教育，动手能力和

思维方式却没有跟上。追根溯源，问题
还是出在基础教育阶段，因为这些能力
都应该从小培养。”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王林华都在思考，要办什么样的学
校，做什么样的教师，培养什么样的学
生。

当时的王林华已经是安塘乡中心
小学的副校长。为了解决内心的困惑，
他不停看书、学习，抓住一切机会参加
各类教师培训，成了县里有名的培训

“专业户”。
2012 年，江西省教研室主办英特

尔未来教育“基于项目的学习”培训活
动，让旁听的王林华大受启发。这项培
训提倡生活化教育、综合实践教学等，
理念新颖、方法灵活，与王林华理想的
教育模式不谋而合。

培训结束后，王林华立马投入实
干，指导学生以“我喜欢的老师”为主题
开展综合实践调查。

学生们将观察到的课堂现象、存在
的问题和讨论后的想法一一列出，形成
调查报告，分析教师如何做才能受学生
欢迎。他们还将这份“粗糙”的报告递
交给校长，没想到校长收到后，专门在
教师例会上读了报告，在全校教师中引
发反思。学校也从课程设置、校园管理
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相应改
进。

这份报告让王林华很吃惊。此
前，他从未想过自己在学生眼中会是
什么形象，更没有换位思考过孩子们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老师、什么样的课
堂。在这份报告里，他看到了社会实
践活动课的价值。

“方向没有错，坚持下去还是能看
到改变的。”尝到甜头的王林华不仅成
了安塘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课的“吃
螃蟹者”，更找到了解决内心困惑的方
法和坚持下去的理由。

1 实践课上的“成长味道”

在乡村学校，要把综合实践活
动课落到实处，最关键也最现实的
问题是资源。

每当王林华想动员更多人开
展综合实践活动课，总会被缺乏各
类资源的理由挡回去。身边人大
多认为，这是一门全新且“高大上”
的课程，与乡村小学并不沾边。

倔强的王林华并未气馁。
在网络上，他结识了江苏省张

家港市实验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
专职教师黄利锋，两人志趣相投，
跨地域开展了“校园植物大搜索”

“我的生日我做主”等多个实践项
目。黄利锋还推荐王林华参加海
峡两岸校际主题探索网络合作学
习活动。“活动结束后，我们选送的
作品不仅得了奖，就地选取的材料
还成了大亮点。”王林华说。

和一众大城市学校同台竞争，
一所乡村小学为什么会得奖？起

初，王林华搞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这些材料最真实、最丰富，学

生的学习体验也最深刻”，黄立锋
的一番话让他意识到，乡村学校开
展综合实践活动课并不是“无资
源”，而是“无视资源”。如果能转
变观念，抓住乡土特点，乡村学校
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开辟出丰
富的资源。

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大展身手
的平台，2014 年，王林华主动请
缨，调动到前田小学。“这是我的母
校，学校依山而建，有 20 亩地，物
种丰富、生态好。”在王林华眼中，
这所地处偏远的乡村小学俨然是
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资源宝库”。

一到前田小学，他就带领师生
栽种了10多种果树，加上原本就有
的各种野生乔木，校园被装扮得满
目苍翠，如同一个小型植物园。敖
城镇以农林种植为主业，学校就与

周边的横江葡萄基地、井冈蜜柚基
地等12个生产基地、教育场馆签订
了长期合作协议，盘活校外资源。

此后，王林华还一改每周三下
午自由活动课的“放羊”状态，让教
师们带学生到校园里观察花草树
木。

“王老师想干啥？”一开始，教
师们都疑惑不解。一段时间后，看
到原来不爱说话的孩子有了表达
欲，原来调皮捣蛋的孩子变得专
注，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放下
疑惑参与进来。

没有先进的设施，一草一木皆
是教具；没有专门的场所，校园内
外都成了课堂。“目前全校 8 位老
师都带起了综合实践活动课。”前
田小学青年教师邹祎说，王林华时
常兴冲冲跑到大办公室来，和同事
们分享新的创意，大家一起讨论、
完善，一个个新课由此诞生。

3“无资源”还是“无视资源”

课越开越多，王林华在感到欣
慰的同时，也陷入了困惑：“像打开
了一张很大的网，但并未真正实现
综合实践活动的课程体系化和操
作系统化。”

探索遇到瓶颈时，很幸运地，
王林华在 2016 年全省优秀案例比
赛上，偶遇了江西师范大学教授孙
锦明。

“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地位虽上
升到国家课程层面，然而遗憾的
是，过去十几年并未真正呈现与课
程地位相称的课程实施热情。”孙
锦明对前田小学的探索印象深刻，
他说王林华“绝非为了展示而展
示”。

此后，孙锦明多次提醒王林华
要做系统性思考，试着去建设校本
课程。在孙锦明及两位同事的指
导下，王林华团队开辟并总结出了
植物观察类、动物观察类、气候观
察类、植物栽种类、调查探究类、参
观考察类、设计制作类、生活体验
类和其他类共计 9 类 77 种综合实
践活动。

区别于一般的学科课程，上述
综合实践活动以一个个项目的形
式组织实施。项目通常分为“学—
思—行—省”四个环节。

以植物观察类为例，在“学”的
阶段，学生到达观察现场后，首先会

“看一看”眼前的花草树木，如果有
不认识的可以提问，教师有时会说
给学生们“听一听”，更多时候会引
导学生上网“查一查”；在“思”的环
节，师生都会提出一些问题来，例如

“这种草叫什么名字”“这种花有毒
吗”“这种叶子能吃吗”等，教师会引
导学生“想一想”；“行”的方式多种
多样，包括“说一说”“画一画”“标一
标”“记一记”“做一做”“尝一尝”“比
一比”等；在“行”之后，教师会组织
学生“评一评”活动记录、成果与作
品，“谈一谈”自己得失成败的原因，
完成“省”的环节。

“这种项目化的学习，有利于
学生将已经习得的碎片化知识、小
的能力模块耦合链接起来，定位于
特定的情境背景之中，从而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有利于创造生生之

间、师生之间、师生与社会之间的
沟通交流机会，提高学生的社会参
与素养；有利于增加学生创造性地
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提高
他们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素养。”
在项目成果介绍中，王林华团队这
样写道。

如今，随着教育观念的发展，
综 合 实 践 活 动 课 越 来 越 受 到 关
注。王林华从当初“吃螃蟹”的“另
类”变成了先驱者，收到的讲课、指
导、合作邀请日渐增多。但回顾来
路，他说这些年最大的收获，是看
到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综合实践
活动课不断成长。

在前田小学三年级教室里，班
班通液晶电视上安装着一个小巧
的器件。这是学生党文宇发明的
液晶电视视角调节装置，能让全班
每个同学不受座位方向和太阳光
反射的影响，清晰地看到屏幕上的
内容。

“教育就是有多少付出才有多
少回报。”罗列起学生的小发明小
创造，王林华脸上带着骄傲。

前田小学是一所坐落于井冈山脚下的村级小
学，更是一片让农村孩子自由翱翔的天空。在教
师王林华的带领下，学校经过 4 年多的探索实
践，实施综合实践活动国家课程并结出硕果，走
出了一条适合乡村学校和乡村学生的育人之路。

前田小学的综合实践活动课具有显著特色：
第一，课程开发具有本土特色。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在增强综合素质
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培养创
新思维。”综合素质如何培养？需要落实到课程
实施上。综合实践活动正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
跨学科性国家课程，课程开发面向学生个体生活
和社会生活，因此校本化实施是最佳方式。前田
小学立足乡村学校实际，开发了9类77个实施主
题，体现了浓厚的“乡土”和“地域”特色。例
如植物栽种类让学生参与劳动，体验栽种的过
程，有利于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调查探究类让学生围绕村庄、山岭、田地、溪流
等开展调查，激发学生热爱乡村、热爱家乡的情
怀。这些主题的开发实施，以学生的真实生活为
落脚点，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使学生获得关于自我、社会、自然的真实体验，
建立学习与生活的有机联系。

第二，课程实施具有“前田”特色。综合实
践活动课的实施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一般认为
活动分为“活动准备阶段”“活动实施阶段”“活
动总结阶段”及活动评价。前田小学根据学生年
龄特点及乡村孩子的认知水平，将活动实施过程
进行了“学—思—行—省”的项目式推进，每个
实施环节都有明确的目标要求和具体的操作步
骤，非常具有“前田”特色。此外，将“方案设
计”“小组分工”“资料查询”“观察记录”“成果
物化”“展示交流”等综合实践活动实施的关键
要素贯穿于课程全过程，让学生走出教室、自主
参与、主动学习，抓住了综合实践活动课自主
性、实践性、开放性、整合性的本质特征。

第三，育人方式具有时代特色。综合实践活
动课的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在价值体认、责任担
当、问题解决、创意物化等方面的意识和能力。
前田小学将综合实践活动课进行常态化实施，是
站在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高度，发展素质教
育，不再以“唯分数、唯书本知识”来禁锢学生的学
习，非常具有时代意义。

第四，教师成长具有“课程”特色。综合实
践活动课没有统一的教材和课程资源，课程实施
呼唤着教师的“课程意识”。前田小学 8 位教师
在王林华的带领下，从课程目标、课程资源、课
程实施、课程评价等方面，探索出具有前田小学
特色的综合实践活动课实施途径，强化了“为什
么教”“教什么”“如何教”“教到什么程度”的
教师“课程意识”，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也初步
形成。

作为教育大国，我国还有数量众多的乡村学校
甚至教学点，这类学校教育教学资源非常具有乡村
特点，而且很多学校还没有迈出实施综合实践活动
课的步伐。前田小学的这套课程操作性强，具有很
好的推广价值，条件差不多的乡村学校和城市学校
都可以依据实际借鉴应用。

建议前田小学在今后的工作中，一是要辐
射、带动周边学校一起参与综合实践活动课探
索，唤醒教师的课程觉醒，推动课程改革；二是
要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如根据学校留守儿童较
多的特点，从关注其心灵入手开发相应课程，多
与学科结合开发相应课程，关注每个孩子感兴趣
的主题进行课程开发，从而形成更加丰富的课程
群。

（作者系江西省教育厅教学教材研究室教研员）

让农村孩子自由翱翔
彭婧瑜

在草长莺飞的季节走进边远村
小，略显年代感的校园，肆意生长的童
年。

煤渣铺出的操场覆上了一层嫩
绿，半块被圈入的山坡上，有参天大
树，也有灌木荆棘。

花了一个多小时看孩子们拔萝
卜、切萝卜、晒萝卜，品尝之前做的酸
萝卜。他们将这堂课的观察与想法写
在本上，课后各自诵读。阳光正好，阳
台上的萝卜条散着清甜。

没有先进的设施、专门的场所，这
里的教师向学生提问，也被学生问着。

“经常被难倒，然后一起找答案。”
王林华笑着说，通过网络，孩子们与现
代文明和人类社会的知识宝库相连。

万物有灵，孩子们用稚嫩而天真
的心感受着。他们对眼前的一切充满
好奇，星星点点的奇思妙想也随之而
来。

相比之下，王林华的眼神就复杂

得多，欲言又止了大半天，终于在记者
返程前道出了困惑：为什么记者换乘
几种交通工具远道而来，可身边不少
人却对他做的事置若罔闻，甚至嗤之
以鼻？

从小醉心“小发明”“小创造”，一
度被旁人唤为“癫子（疯子）”的王林华
也曾眼神清澈，找到综合实践活动课
这个“突破口”时还一度踌躇满志。

可现实常常开玩笑。
影响学生考试成绩、担心会出安

全事故、上级没要求开这门课⋯⋯前
同事不了解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意义，
总有反对的理由。直到来到前田小
学，王林华才有了一块自主空间。

他也常常遇到善意。
教室里的笔记本电脑是好心人赞

助的。也有人帮忙建起校园气象站，
联系农作物生产基地、光伏电站、县城
的科技馆等。

课程走入瓶颈，他又遇到江西师

大的孙锦明教授。
孙教授被称为江西的“陶行知”，

九年前兼任起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
校长。他扎根中小学课堂，只为将国
家课程校本化、生本化。

“让孩子在实践中获得真正意义
上的成长。”孙锦明给予王林华肯定和
帮助，也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

有理想、有锐气又脚踏乡土的王
林华，黝黑的脸上写着不屈，也写着
孤独。

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一等奖后，他连前田小
学校长的职位也辞去
了。“能静心专注自
己感兴趣的事儿也
是一件好事。”他这
样宽慰自己。

教育到底是什
么？不少人只关注

“教”，不在意“育”。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有许多潜在的
可能性，教育要呵护和挖掘这种天性与
潜能。”在王林华眼中，“育”才是“教育”
的重心。教育不只是一个结果，更是一
个过程，是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一个
缓慢但充满无限可能的过程。

离开前田小学的时候，校园喇叭
终于修好了。下午放学，广播里放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大半个月
没听到广播的孩子们冲出教室，在操
场上不停地蹦跳着。

向着未来，他们正生龙活虎地成
长。

在村小里找寻教育的可能
本报记者 甘甜

■专家点评

■记者手记

◀在主题为“观察萝卜的生
长”实践项目中，王林华引导学生
们观察萝卜的纹理。

▼“快看我的大萝卜。”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甘甜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