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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 70 年代，我小学一年级
刚读了半个学期，有一天突然把全部的
课本弄丢了。于是，我选择了逃学，同
时也辍学了。

在辽阔的昌潍平原上，多了一个赤
着双脚在田野里奔跑的男孩。

一 年 四 季 ， 以 “ 天 ” 为 书 ， 以
“地”为师，在田野里疯长的孩子品尝
到了日子的味道。

清明过后，人们开始脱下笨重的棉
衣，逐渐换上了夹衣和单衣，但同时我也
知道，最难熬的青黄不接的日子也随之
到来。当梧桐树开出了紫色的花朵，满
村里散发出阵阵清香的时候，正是吃不
饱肚子、天天挨饿的时节。此时，天气
开始暖和起来，一群小伙伴就相约走出
村子，在初春松软的原野上奔跑。越过
沟壑，一股脑儿跑进了返青的麦田——
那是青青的一望无际的麦田。看着茁壮
的麦苗，嗅着土地的芳香，我们大声地呼
喊着，开心地捉迷藏，把童年放逐在自由
的田地里，一时忘记了饿着的肚皮。

行走在充满旺盛生命力的田野里，
我忘记了一切的灾难和困苦，同时学会
了忍耐和抗争，学会了希冀和等待——
虽然眼前青黄不接，但是一个丰收的季
节很快就会到来。

芒种之后，天气炎热起来，小麦在
阳光下闪着金光，热浪滚滚，麦穗纷纷
低下了头，麦子熟了。那是一个令人振
奋而激动的日子，天还蒙蒙亮，大人、
小孩就带上镰刀一起出发了。当第一抹
朝霞出现在遥远的东方，一声令下，大
人们像雁群一样一字排开，在镰刀光影
闪耀中，一片喳喳声，小麦纷纷倒下，
麦田露出黑色的泥土。

孩子们跟在割麦的大人身后，把漏
掉的麦穗捡起来，放进篮子里。围着跟
进地里的牛车，把落下的麦粒一颗、一
颗地收走，叫“颗粒归仓”。

麦收之后的重要农事，是在麦茬田里
播种秋玉米。此时，空旷的田野里阳光直
射，把每个在田里劳作的人都晒得黑黢
黢，有的青年脱去外衣，后背油亮油亮，显
出强壮的样子。在大人们犁出沟壑后，孩
子们跟在后面撒种子。这是个细致的活
儿，撒得均匀，才能既不浪费种子又能够
出全棵苗。如果干不好，就要挨大人的
骂。我慢慢养成了认真的习惯和品质。

再过一个多月，地里长满了挺拔的
玉米，绿油油一片，看起来很美。到了
薅草的时候，闷热的下午，一个孩子钻
进风影不透的玉米地里，还没有开始干
活，就已经是汗流浃背。衣服被汗水染
得湿湿的，显得很重。像刺刀一样的玉
米叶子横在田埂上，穿过去的时候，脖
子上免不了“挨上几刀”。伤痕再流上
咸的汗水，像钻到心里一样疼。

但是，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必须忍
耐住生活的艰难困苦，接受人生的挑战。

那个漫长难熬的夏季，让我们知道
什么是春华秋实。只有在夏天里精心管

理，到秋天才能多打粮食，才能不饿肚
皮。在大自然面前，在季节气候面前，人
无力超越它。我们只有遵循着庄稼的生
长规律，追逐着日出日落、节气转换，出
大力、流大汗，才能收获粮食，才能过上
吃饱的日子。如果你试图偷懒、省劲、得
过且过，那么，挨饿的只能是你。

秋天天气转凉，田野里到处是一片丰
收的景象。从大人们笑哈哈的脸上，我感
受到了什么是充实和喜悦，什么是收获和
幸福。秋分一到，又开始播下麦种，人们
盼望着来年春天的景色。秋天里，我们奔
跑在田地里，嬉戏着、追赶着、吆喝着，不
焦虑，不抑郁，完全是自然的样子，与天地
融合在一起。在这样的行走中，我学会了
面对生活，学会了如何做人。

大雪飘过之后，新年就要到了，家
家户户忙碌起来，用自己生产的麦子磨
成面，做出白白的、圆圆的饽饽，在除
夕之夜祭祀列祖列宗。不忘根本，十分
虔诚地感恩于先人的恩泽：祖辈让一个
家族香火延续、人丁兴旺。在一些繁杂
的仪式当中，我们学会了敬畏、尊敬、
孝顺、担当和勇敢。

一生的成长，一路的感悟，后来我
才明白：只有与“天”打过交道的人，

才知道“天人合一”的道理，对大自然
充满一种敬畏和尊重，才能够在世界里
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与“地”打过交
道的人，才知道“大道自然”的道理，
在万物生长的规律面前老老实实，尊重
规律、遵循规律、按照规律办事，形成
最朴实的辩证法思想。

后来，我先后在农村、城镇、都市做过
多所中小学的校长。我把自己曾接受过的
劳动教育，搬到一座50亩的“农场校区”。
让孩子们一批又一批地来到田野，穿上厚
厚的劳动服，拿起农具，在那里劳作。种
地、管理、收获，爬树、爬山，养鸡、养羊，观
鸟、捉虫，薅草、拔菜。高唱田间歌曲，绘画
原野风貌。晚上户外仰望星空，深夜林中
练胆量，看露天电影、开篝火晚会、自己做
饭自己吃，间或到附近的村庄——辽代萧
太后住过的地方调查“三农”问题⋯⋯

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绝不是在被告知中形成的，而是在
生活中体验、感悟、凝结而成。“五育并
举”，需要创造真实的成长环境，让孩子
们与自然相连接，与社会相融通，与自己
相对话。我希望孩子们像我一样，都能
够到田野里去疯长一段时间。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

在田野里成长
高峰 临近高考，鼓舞士气的口号和

标语在校园内随处可见，甚至在小学
阶段就已经出现“左手清华，右手北
大；清华北大，统统拿下”的口号。笔
者曾在一所学校开展的课例研讨活
动现场听到过这样的励志口号，不禁
思索：什么样的口号才是适合的？学
校又该如何发挥口号的作用？不少
学校在实际操作中走入了误区。

不可否认，能够迈进清华北大
的校门，一度成为莘莘学子梦寐以求
的愿望。也或许如此，这两所高校才
被授课教师用来作为激励学生刻苦
读书、奋发向上的目标。然而，如果
将学习的目标仅仅定位于考入清华
北大，显然扭曲了学习的真正意义，
背离了学习活动的本质，暴露出当前
社会上急功近利的思想观念。

首先，这样的口号有悖于自由
平等的主流价值思想。作为社会
成员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是独一
无二的价值存在，都具有至高无上
的人格尊严。因此，促进社会的自
由平等应当成为教育内在的价值
追求，而并非加剧人们头脑中的教
育等级观念。显而易见，指向清华
北大的目标定位，与主流价值思想
相背离，必然影响到学生正确价值
观、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其次，这样的口号会加剧学
业竞争，无形间加剧学生焦虑
感。当前，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并没有缓解人们由于竞争产
生的生存焦虑，反而使得竞争越
来越呈现低龄化倾向，导致学生
学业负担过重，学习兴趣丧失。
如果从小就要背负着过大的竞争
压力，学生将情何以堪？从时间
跨度上看，要迈入高等学府，对
于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来说，至少
也是 10 年之后的事情，即便目标
无可挑剔，如此久远的时间等
待，无疑削弱了它的激励价值。

长期以来，人们关于清华和北
大的看法，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世俗的
价值色彩，总以为上了清华北大就意
味着从此走上功成名就之路，或是满
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有了在人前炫耀
的资本，可以光耀门楣。将此作为读

书的目的，显然是值得推敲的。
按照杜威的观点，教育即生

活，教育即生长，除了生长之外
别无目的。所谓生长，即经验的
改造，由于生长伴随着生命始
终，因此教育和经验的改造也应
当伴随着人的一生。更重要的
是，生长是一个主动而自觉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人实现知
识的积累、能力的提升、情感的
充盈、思想的成熟和人格的完
善。教育上所有的努力也都应当
指向于促进儿童更好生长这一终
极目的，励志口号作为教育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不能例外。

因此，励志口号应反映出班级
师生的文化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追
求，成为一个班级最为亮丽的文化
名片。上课之前全班学生声音响
亮地喊出自己班级的励志口号，能
够展示一个班级的精神风貌，引导
学生树立起课堂学习活动仪式感，
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促进学
习活动的有效开展。而且，励志口
号本身所具有的激励导向作用，有
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树立良好的道德价值观念，进
而引导他们学会生活、学会做事。

班级励志口号除了要注重音
律和谐、朗朗上口之外，更要注
重它本身所具有的育人功能。而
口号的征集与确定，应当作为班
主任工作的重要内容，由班级全
体学生共同参与。班级励志口号
应当成为凝结集体智慧的结晶，
与学生成长相连。

在口号确定后，学校管理人员
或班主任还应做一些落实的工作，
如“向着梦想，快乐出发”则需引导
学生制定一个合理的中、近期目标
作为“梦想”；“今日事，今日毕”是
在鼓励学生做事的基础上，引导学
生学会自我反思、自我管理等。

班级励志口号不能简单地一喊
了事，而应当上升到班级文化建设
的高度，进而与学校文化建设统一
起来，让它成为学生成长的灯塔。

（作者单位：山东省荣成市实
验小学）

励志口号莫止于呼喊
乔廷强

叙事 三味

为加强劳动
教育，中国科学
院附属玉泉小学
设立农场校区作
为 学 生 实 践 基
地。图为在养殖
护蛋课程上，学
生自己制作饲料
喂鸡，捡拾鸡蛋
做馅饼。

张惠娟 摄

一个人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绝不是在
被告知中形成的，而是在
生活中体验、感悟、凝结
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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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版画之乡”优势
打造“晶”品特色

东海县是全国著名版画家彦涵的
故乡，享有“版画之乡”的美誉。东
海实验小学坚持建设“汇融共享、人
文实小”的办学方向，依托东海版画
之乡厚重的社会文化资源，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把版画教学引进课
堂，积极打造“少儿版画”的办学特
色。2007 年，东海县实验小学被中国
少儿版画研究会命名为“全国少儿版

画创作基地”学校。为传承区域版画
文化艺术，开展国家美术课程的校本
化实施，实现版画特色与校园文化有
机融合，学校经过多年的课程建设，
逐步形成了“创想”“汇融”“尚美”
的“少儿版画”特色文化内核。

“少儿版画”是基于儿童视角的充
满童真、童趣、童韵、童乐的充分张
扬个性的儿童版画创作教育。其理念
内涵是“创想、汇融、尚美”。

1.“创想”：版画创作本身就是一
个充满想象和创造美的过程。“少儿版
画”对儿童动手动脑及创新能力、实
践能力的培养有独特的作用，能开启
儿童创新、创造、想象的心智。

2.“汇融”：版画艺术是一个汇聚
融合古今中外不同流派、不同工具、
不同材料、不同技法集大成而形成的
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学生学习版画
发展历史，参加创想版画创作实践，
感受版画艺术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
包容品格，有助于形成海纳百川、汇
融天下的人文情怀。一是人与人“汇
融”。落实校本版画课程，教师在课堂
中指导学生进行少儿版画学习和创
作，与县少儿版画中心结对，聘请校
外辅导员开展版画教学。学校先后邀
请彦涵、彦东、尹少淳、尼玛泽仁等
版画专家学者及周兴、曹明凤等地方
版画艺人走进校园指导少儿版画，开
展艺术审美教育。二是人与物“汇
融”。创新版画创作材料，从原有的木
版、纸版等材料，拓展使用铝塑板、
吹塑纸、树皮、树叶、碎布、玩具卡
片等，使用“粘贴”“拓印”等手法创
作版画，丰富版画创作的形式和风
格，促进学生版画创作与物的融合。
学生通过握刀、触物、着色等技法置
身各种“物”中，创造美、感受美、
融入美。三是人与自然“汇融”。教师
们通过带领学生走进校园、走向社
会、走向自然观察、写生、体验，开
展版画学习、创作，西双湖畔、水晶

博物馆、孔望山摩崖石刻景区、花果
山等都成为学生创作基地，学生在自
然中寻找创作灵感，形成海纳百川、
汇融天下的人文情怀。

3.“尚美”：少儿版画让学生在大
胆想象、放飞心灵的创作意境中，用
画笔、刻刀再现童趣生活，构图灵
活，用色淳朴，画面稚趣，意境幽
美，具有独特的美学价值。儿童创想
版画就是一种特殊的发现美、表现
美、创造美和鉴赏美的过程，有助于
养成尚美的高尚情操。

落实课程引领
用精品造“晶”品

马克思说，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
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
的人。培养学生的艺术修养是学校进
行美育的第一步，东海实验小学以少
儿版画课程创建为切入点，为达成发
展“核心素养”的目标，将少儿版画
为龙头的艺术教育与国家课程有效整
合，积极进行以少儿版画为龙头的学
校“晶”品课程建构实践。“晶”品课程
目标指向“核心素养”的三个维度，同时
也诠释了东海实小的“晶”品文化的三
个内涵，形成了“人文之善”“艺术之美”

“科技之真”三位一体的“晶”品课程体
系。在核心素养视角下，学校积极构建
以“少儿版画”为龙头的学校“晶”品课
程体系，依托课程载体，以特色课程助
推学校的版画艺术教育特色深度发
展。将过去多年积淀并形成的三大课
程资源，即“人文教育”“艺术教育”“科
技教育”进行整合与梳理，逐步形成指
向“核心素养”的东海实小的“晶”品课
程体系——“人文与社会”“数学与生
活”“艺术与审美”“科学与技术”“体育
与健康”五大系列（如右图）。

艺术是会流动的、是活的，因由
这种本质，艺术教育不能像传统教育
那样“囿于一室之中”。为了让少儿版

画艺术教育得到更好的实施，东海实
验小学拓展课程“选课走班”，打破原
来常态下的年级和班级组织，让学生
依照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自主
选择辅导教师和活动的内容、形式，
教师与学生通过自由选择和双向选
择，建立不同版种特色交流班。活动
模式坚持“以兴趣为主，以兴趣为纽
带，以兴趣为起点，以兴趣为终点，
以兴趣为标准”的原则，充分挖掘教
师的专项特长，设置各种活动提供“菜
单式”服务供学生选择。班主任根据学
生的选课指导走班，实现学校“晶”品艺
术教育自助化的课程建设宗旨。

在组织校级版画社团主题创作并
努力将之做优做强的同时，做好班级
版画创作的普及，充分利用好每周一
节的地方课程，对全体学生进行版画
知识教育和版画创作技法的训练，使
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版画创作中来，同
时使参与进来的每一名学生的生活观
察能力、空间想象能力、构思绘画能
力、审美表现能力等艺术综合能力得
到较好培养，使学生的艺术综合素养
得到提升，使学生的发展潜质得到较
好发掘。

实施多元驱动
从“晶”彩走向精彩

艺术教育并不要求每个人学会创
作，只是想让更多人欣赏世上已有的
美好创造。在对“少儿版画”校本课
程教学形式、内容进行探索和创新的
同时，东海实验小学拓展了艺术教育
的广度和深度，将课程发展为致力于
社会文化传承、提升学生艺术感知力
的辐射范围更广的艺术教育。

在学校教学方面，结合省教育科
学规划办“十二五”重点课题“小学
生版画创作实践研究”的开展，重点
进行儿童版画创作的创作材料丰富、
创作技法和版画版种拓展研究，在已

有的主题上 （“四大名著”“爱家乡”
“爱校园”“爱科学”“民风民俗”），

通过开展创作，把传统特色项目做大
做强。并通过主题版画的创作，进一
步研究版画创作艺术，丰富学生的童
年生活，发展学生素质，培养拔尖人
才，并把版画打造成为对外交流、展
示学校艺术教育成果的一张名片，同
时，通过“名著主题”创作的开展，
推动师生读书活动深入地开展。

伴随着版画的历史积淀，东海实
验小学建立了儿童版画活动室、版画
创作小组，日益活跃地参与县内外的
版画创作，更多的儿童版画脱颖而
出。学校以沈国庆、刘士迪、张家瑞
为主，外聘了东海版画家周兴、刘晓
红、管为民开展版画辅导，在原有的
黑白木刻和单色纸版基础上，产生了
实物拓印、综合版画。

截至目前，学校已有 2000 余幅学
生版画作品在国内外展出、获奖。五
年级陶思琪 《树爷爷的孩子》 在全国
少儿绘画中获仅有的特等奖，并成为
国家级别新能源产品形象大使，多幅
少儿版画获得省级以上科技创新大赛
一等奖。学校先后 4 次获得全国少儿
版画作品展一等奖、全国版画双年展

“彦涵杯”贡献奖以及优秀组织奖。
学生周静的版画 《大地早上好》

获“西班牙国际儿童画展”最佳奖。
学校在“中国连云港市——日本少儿
美术书法展览”中荣
获集体奖，3 幅作品
入选“首届观澜国际
儿童版画展”并获优
秀作品奖。东海少儿
版画优秀作品在澳大
利亚、日本等国和中
国台湾展出。英国埃
塞克斯郡少儿文化代
表团利用暑期来学校
参观学习少儿版画，

“洋眼看江苏”，一批

国外大中小学生近百人参观东海少儿
版画。

得益于东海实验小学对少儿版画
教育的探索，东海少儿版画事业出现
了欣欣向荣的可喜局面，东海县少儿
版画研究会成立，在实小少儿版画引
领下，县政府部门和教育主管部门推
动下，少儿版画逐步在全县中小学、
幼儿园普及推广。学校的一大批小作
者以丰富优质的版画创作，为东海少
儿版画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县教育部
门以实小“少儿版画”校本课程教材
为蓝本编写 《东海县中小学版画》 校
本教材，开始面向全县中小学推广。
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先后拍摄了

《东海儿童版画》《乡村儿童的版画世
界》《东海少儿版画》 等多部少儿版画
专题片。东海少儿版画作为连云港市
独具特色的少儿文化品牌走进世博。
学校先后获得中国少年儿童版画研究
会授予的“全国少儿版画创作基地”“全
国中小学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全
国特色学校”等称号。

东海实验小学的版画已经成为东
海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的名片，其中
不仅折射着光辉的艺术华彩，也蕴含
着对于文化传承的深重使命感。孔子
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
彬彬，然后君子”，东实小的艺术探索
则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贾 勇 高 歌）

“晶亦求精”做版画 艺术教育铸人生
——记江苏省东海县实验小学

作家王小波曾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诗意的世界是美的，这种美来
源于对艺术的感知和追求。在小学教育阶段进行美育，提升学生们的艺术性和审美力，对他们此后人生发展有着较
为重要的意义，能让他们以更加丰富饱满的情感去感受生命的活力和内涵，从而获得充实的人生体验。

江苏省东海县有“世界水
晶之都”的美誉，孕育了东海
人纯洁的文化灵气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承载着东海人对美至
善至真的追求和对纯粹艺术精
神的坚守，东海版画汲取东海
水晶的灵气，成为学校艺术教
育发展之源，东海县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即是其中的佼佼者
——它不仅是一所学校，更是
一个培养版画人才的摇篮。东
实小的“少儿版画”教育是在
底蕴丰厚的地方资源和学校夯
实的文化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
的。同时，以少儿版画为龙头
的学校艺术特色又以艺术的营
养去反哺学校文化“气质”。依
托这一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
学校确立以“晶”品为主题的
学校文化核心，以培育“纯
真、坚韧、聪慧、乐群”的水
晶少年为学校教育价值导向
（学校培养目标），建设以“养
正、开新”（校训）为特质的东
海实小文化，使教师崇尚“如
琢如磨、立己立人”（教风）的
工作规范，使学生在“且行且
知”的学习实践中达成“尚善
尚美”的学习追求（学风）。

“晶”品课程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