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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程周刊 教改视野·

⦾⦾经验分享

⦾⦾劳动教育实践案例④

天地为课堂，万物为教材——生
命的成长原本就不应被局限于教室
和教材之中。花开花谢，日出日落，
阴晴圆缺⋯⋯如何把大自然引入孩
子的生活，又如何把孩子的学习延伸
到大自然，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
题。最终，我选择了大自然中最美丽
也最常见的植物——花作为切入点，
与孩子们一起开始了一段有趣的探
索之旅。

真正的学习应该从感性认知入
手，孩子们首先从寻找和认识身边的
花开始了学习。

我们踏遍校园的每个角落寻找
花。孩子们在大厅里找到了盆栽的
花，在甬路边找到了野花，在树上看
到了花，在教室里找到了装饰性的干
花，甚至从老师们喝的茶里找到了桂
花⋯⋯孩子们发现，原来“花”无处不
在。孩子们辨认着各种花朵，细细嗅
闻不同的芬芳。

小小校园里数量有限的花，就已
经让孩子们兴趣大增，假如到真正的
大自然里寻找花，那又该是怎样的情
形？

我们来到风景秀美的莫干山。
大大小小、奇形异状、色泽缤纷的花
儿让孩子们兴奋不已，眼界大开⋯⋯
大家小心翼翼地采集各种野花，查找
这些花的资料，制作花的“谱系图”。

为了让美丽永驻，我们决定将其
做成标本。可只有标本似乎也有些
单调，这时，大家学习的古诗文就派
上了用场。一束束干花镶嵌进画框，
美妙的诗句题写在旁边，面对亲手创
作的艺术作品，孩子们惊喜不已。

通过花儿，学生的生活和大自然
有了巧妙链接。顺势而为，我带领孩
子们走进了诗词中的花卉世界——
四时花令。

二月“灼灼其华”的桃花，“人面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背后
的凄美故事，让学生对桃花生发出了
别样的认识。

三月，丁香映入眼帘，那结着愁
怨的丁香在牛峭、李商隐、李璟的笔
下款款向学生走来，相伴而来的还有
戴望舒《雨巷》里那个“丁香一样结着
愁怨的姑娘”。诗歌是最美的语言，
它能联通人类的心灵，但是孩子们还

需要哲理的思考，宗璞的《丁香结》带
学生进入思辨的空间，大家思考着花
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思考着宗璞所说
的话——“结，是解不完的；人生中的
问题也是解不完的，不然，岂不是太
平淡无味了么？”

六七月，菡萏为莲，我们从《爱莲
说》中看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浊清涟
而不妖”的莲花，听到了美学大师宗
白华先生《杨柳与水莲》的对话。

我们在古代经典的诗文中寻找
意象之花，在现代中外诗歌、散文中
寻找情感之花，在惠特曼《草叶集》中
寻找希望之花⋯⋯在各种形式的文
学作品伴随下，一直将四季花令延伸
到最后一季。

而在此过程中，孩子们的读写也
像灿烂绽放的野花一样多元而生动
地涌现：围绕花，诵读、演讲、辩论、创
意写作，做书签、做海报，设计思维导
图、创作剧本并进行角色扮演，等
等。在以“春晓”为主题的戏剧表演
中，孩子们借助教育戏剧的形态，以
自己的肢体语言配以不同的音乐去
表现“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意

境，获得了一致认可。这期间，又恰
逢英国的 Blake 乐队来校演出，现场
演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让花卉与
音乐之美通过孩子的耳朵抵达心灵。

大自然中的花如何升华为生活
中的艺术？我们引领孩子们继续拓
展和延伸——“艺术与设计”环节，让
大家学以致用，用艺术改变生活。

我们来到崇明的“永娣土布传承
馆”，学生自己采集棉花，纺线织布，
感受穿越千百年的土布文化。土布
上的每一朵花都意义不同：“莲之高
洁”“牡丹之富贵”，梅兰竹菊则是“君
子之风范”，每一朵花都是一个历史
符号。

孩子们学习插花，学习制作干
花，学习制作花的印章、贺卡、胸针
等，孩子们还以花为元素制作了班级
的LOGO。

学校贸易周，孩子们有的用花装
饰自己的摊铺，有的用干花做了香
囊、手工皂出售，还有的描画以花为
主题的人体彩绘⋯⋯大家拍卖自己
的作品，收入都被捐出用作慈善。

围绕一朵花，我们经历了“发现

与体验”“阅读与写作”“艺术与设
计”，多种学科的整合以及与生活的
链接，让孩子们在生活中学会学习，
在体验中深化认知。曾经阅读过很
多关于项目学习（PBL）、设计思维等
先进课程体系的介绍，一直思考如何
在自己的课堂里体现这些先进理
念。花的课程探索让我意识到，只有
从孩子身边的生活和事物出发，这些
舶来的课程理念和策略才能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

从 简 单 到 复 杂 ， 从 课 堂 到 生
活，从一朵花到一个丰富博大的文
化世界，孩子们学习的不仅仅是知
识，也不仅仅是艺术，更是在体验
一种诗意的生活，这才是教育真正
的目的。正如泰戈尔所说：“教育的
终极目的是培养学生面对一簇野菊
花时怦然心动的情怀。”我希望可以
透过花这个载体，将有生命有温度
的诗意花种撒播到孩子们的心田。
我也相信，岁月淘洗，时光浸润，
这些种子终将绚烂地绽放！

（作者单位：上海赫德双语学校
中学部）

一朵花,能够绽放怎样的芬芳
胡哲

探究活动是学生学习科学的重要方式。
科学探究离不开物质材料的支持。精心设
计、巧妙选择、充分准备实验材料，可以帮
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难懂的科学知识，
体验科学探究过程，并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启迪思维，培养动手能力。选择学生身
边易获取、成本低的材料是科学探究活动的
首选。但是究竟该如何选择生活中的科学实
验材料呢？

下面结合我的教学实践，谈谈自己的看
法。

围绕教学目标选择实验材料

选择实验材料应该遵循三个原则：
其一，选择实验材料要有科学性。所谓

材料的科学性，是指要根据本节课的实验要
求来准备本课的实验材料。如在学习 《有趣
的浮沉现象》 一课时，教师要求学生自由准
备材料，学生准备的材料很多，如铁片、木
片、大头针、玻璃片等。教师引导学生根据
所带的材料进行分类，学生很快分成了三大
类。第一类是形状、大小相同的物体，但有
的上浮，有的下沉，如铁片、木片等；第二
类是形状、大小明显不同的物体，但都是下
沉 （或上浮），如大头针很小，玻璃片很
大；第三类是大小、轻重明显不同的物体，
浮沉情况却不同，如大头针很小却下沉，木
块很大却上浮。精心准备的实验材料在实验
中很直观地揭示了自然现象的规律，有利于
建立起正确的概念，概括出科学的结论。

其二，选择实验材料要有普遍性。准备
的实验材料要尽可能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
关，不仅要有吸引力，还要易于取材，以学
生在日常生活中常接触到的材料为宜。如上

《声音是怎样传播的》 一课，在制作土电话
时，要选择一次性杯子和棉线；又如 《制作
计时工具》 一课，教材中选择两个相同的矿
泉水瓶、胶带、沙子；上 《我的风向仪》 一
课时，用果冻盒和橡皮泥来制作风向仪的底
座，这些材料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东西。

其三，选择实验材料要有趣味性。教师
为学生准备的实验材料要能引起他们的兴
趣，吸引其注意力，激发求知欲。如教学

《我们的小车》 一课时，学生带来了各种型
号、各种功能的小车，还有绳子、夹子、垫
圈、纸做的挡板、手表等。在活动过程中，
学生发现将两张课桌中间拉开一条缝隙，将
绳子放下去，小车就掉不到桌子下面了。还
有的小组发现桌子边缘不光滑会影响小车的
速度，就给桌边贴上透明胶带。整个探究活
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学生乐在其中。

多让学生动手准备实验材料

我们常会听到一些科学课的教师抱怨：
“我们的教学条件太差了，缺这少那的，简
直就没法上课！”的确，小学科学课的内容
涉及的科学领域广泛，即使有一个完备的实
验室也难以满足要求。科学课所需要的材料
只有通过多种途径来准备。

途径一：采购配备科学实验室。科学实
验室里仪器、材料一般是按照一定的要求配
备的，酒精灯、烧杯、水槽、斜面、滑轮及
滑轮组、矿石标本，盐酸等基本的仪器和实
验材料应该配备到位。

途径二：教师在平时生活中为学生准
备。科学教学所研究的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
部分是贴近生活的。有些材料可以自制，如
三棱镜、“潜水艇”等。有些材料可以用代
用品，有些材料可以在平时收集积累。如铁
钉、易拉罐、鸡蛋壳等。如做“小灯泡亮
了”和“金属”实验需要小电珠，可实验室
没有。我有一次在一个小摊上发现这种小电
珠，就把店里仅有的两盒都买回去，这些年
一直供实验使用。

途径三：让学生自己参与准备。科学课
教学中观察实验研究的对象，大多是学生身
边的自然事物和现象，可以让学生联系生活
实际，到大自然中去寻找各种各样的材料。
如学习“叶”，就让学生到校园、田野采集
各种各样的叶子；学习“铜、铁、铝”，就
让学生观察学校、家里日常用的铜、铁、铝
制的物品，收集一些废铜、铁、铝；学习

“昆虫”，就让学生到学校、家的周围观察虫
子，捉一些虫子。为了给花苗浇水，在没有
水桶的情况下，学生想到了喝水的杯子和饮
料瓶。

让学生参与材料的准备好处多多，既能
减轻教师准备材料的工作负担，解决材料不
足的问题，又能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让学
生亲身经历、感受科学探究的全过程，充分
体现“学生是学习的主体”的教育理念。

需要强调的是：课内实验应与课外实践
相结合，贴近大自然。学生课内进行的观察
实验所认识的东西，毕竟不是自然状态下的
物体，学生还是在间接地认识大自然。因
而，把课内进行的观察实验与课外实践结合
起来，既能培养学生的观察实验能力，又能
弥补观察实验材料的不足；既能丰富学生的
活动空间，拓宽学生的视野，又能锻炼学生
的探究能力。

（作者单位：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
云湾光彩小学）

实验材料不足，何不自己动手？

小学科学探究
如何“找米下炊”

谢万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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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范成大在 《四时
田园杂兴》 中所描绘的田园劳动和
儿童模仿游戏场景，既是乡土生活
的家园，也是乡村儿童的乐园，野
趣盎然。然而，这样令人向往的乡
土田园儿童活动场景，无论在城市
还是乡村，今天都已不多见。

山东省菏泽市郓城县侯咽集镇
黄岗小学，是一所地处鲁豫两省交
界处的黄河滩区的偏远乡村小学，
近两年因为乡土田园课程的建设和
劳动教育的开展，校园变得生机盎
然，成了农村娃尤其是留守儿童的

“快乐王国”。

何以解忧——开发乡
土田园育人资源

“两年前，黄岗小学还只是一所
非常普通的农村小学，办学无特
色、无亮点，孩子们在这里找不到
他们喜欢的课程。教师厌教，学生
厌学，教师不幸福，学生更不幸
福，老百姓也不认可。”侯咽集镇中
心校校长杨其山介绍说。

此外，当前农民对土地的依赖程
度越来越低，感情越来越淡薄，随着
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农民本身劳动的
机会少了，学生参与日常农业劳动更
是越来越少，大量年轻的父母外出务
工，很多留守儿童课余时间往往封闭
在手机、电脑及虚拟网络空间，既不
参与劳动，也影响了人际交往。

这一切，杨其山看在眼里，忧
在心里。如何把这样的乡村学校打
造成乡村孩子的幸福乐园呢？

作为中心校校长的杨其山，不

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管理学区所属
的学校，而是天天跑到学校去，和
教师们一起研究教育教学，黄冈小
学就是其中之一。“其实，乡村学校
虽然没有城市学校那么多可用的现
代化社会教育资源，但乡村也并非没
有教育资源可用，有的是看得见的资
源，如广阔的田野、遍地的庄稼、代代
传承的乡土民俗文化、精巧的手工
艺、淳朴厚道的农耕文化，等等，还有
很多因为没有乡土课程资源意识而
看不见的资源。”杨其山说。他和黄
冈小学校长王艳慧带着教师们一边
干一边研究，越来越意识到开发乡土
田园资源的育人价值和意义。

“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加强劳动
教育、弘扬热爱劳动的精神，但是
反观学校劳动教育的现状，农村孩
子不识农作物，劳动意识淡薄，劳
动技能弱化，劳动习惯尚未养成，
劳动创造精神更是无从谈起。开发
乡土田园资源，发挥乡土文化育人
功能，培养劳动创造精神和孩子们
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精神品质，
任务显得更为紧迫。”杨其山说。

乐在其中——建设乡
土田园课程体系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乡土田
园课程建设从何下手呢？

杨其山发现，孩子们天生都对
捏泥巴感兴趣。如何让普通的泥巴
变成教育的“黄金”？杨其山决定开
发田园泥巴课程。但是，普通的泥
巴黏性不够，很容易干裂，几经试
验，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杨其
山突然想起，村里塑神像的老艺
人，不就是现成的师傅吗？何不请

他来给孩子们上课？
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老艺

人观念保守，对此“秘而不传”。杨
其山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
理，终于说透了“教育好村里的孩
子们，作出贡献才是真正的功德”
的道理，老艺人最终放弃传统观
念，倾囊而授。在老艺人的指导
下，师生找到了最好的红胶泥出产
地，也学会了秘而不传的制泥方法
和工艺流程。

一年下来，黄冈小学的师生利
用黄河滩区丰富的红胶泥资源，反
复试验，终于搞清了泥巴制作的寻
泥、晾晒、收干、浸泡、加绒、加
沙、和泥、储存湿泥巴、制作、风
干、修补、涂色等 12 道工序流程，
开发出了“田园泥巴”课程，每一
道工序都由学生亲自动手完成。

“我们的‘田园泥巴天地大课
堂’，不仅捏出了千姿百态的泥塑艺
术形象，还结合学科知识，用孩子
们亲手制作的泥巴，捏出了大型的
长方体、正方体、圆柱体、圆锥体
等泥塑教具，让孩子们亲自测量、
计算，让数学教学变得更加直观具
体。”王艳慧说。

与此同时，师生们还在校园里
开辟出了几何图案组合形成的种植
区，师生一起动手种植蔬菜水果苗
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开发了系
列的田园劳动、田园数学、田园语
文、田园科学、田园美术等课程。
建起了养殖园，养起了鹅、兔子、
鸡、鸽子等小动物；建起了果园，
种上了各种各样的果树苗木；种起
了葫芦，开发深具传统文化内涵的
葫芦课程；还建起了冬暖大棚，建
起了农耕文化博物馆、乡村泥巴博物

馆、烧陶窑、沼气池等，一系列独具特
色的乡土田园课程渐成体系。

寓教于乐——打造乡
村教育“升级版”

依托乡土资源开发系列田园课
程，黄岗小学的乡土田园课程丰富
了教育教学资源，让学生在真实的
场景中，通过亲自参与和劳动实践
体验，有效衔接了农村学生的知识
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也激发了学
生学习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性。

“今有 9 号菜地塔菜进行公开拍
卖。拍卖时间：2018 年 11 月 23 日。
拍卖地点：教学楼前。请同学们积极
准备，报名参与。报名地点：少先队
大队活动室⋯⋯”这是 2018 年 11 月
19 日黄岗小学少先大队发出的蔬菜
拍卖公告，整个拍卖会就是一个项目
探究式学习的案例，每个环节都由学
生和教师一起查阅资料、拟定程序，
自主完成拍卖活动，创造性转换提升
了乡土田园课程的内涵。

种植园里种出了大片绿油油的
油菜，师生共同评出了“油菜王”，于
是这一届的古诗词朗诵争霸赛就成
了冠名的“油菜王”古诗争霸赛，谁得
了冠军，就能得到奖品“油菜王”，这
让孩子们热情高涨，兴致盎然。

“该死的黄鼠狼！”在养殖园，孩
子们发现一连两天有黄鼠狼偷吃了
鸽子，他们爱心爆棚，纷纷指责可恶
的黄鼠狼偷吃了他们喂养的鸽子。
教师抓住这一教育契机，反问了一
句：“黄鼠狼真的该死吗？”这下有的
孩子开始犹豫了。于是，通过查阅资
料研究学习，孩子们发现：原来黄鼠
狼在动物学上名叫黄鼬，主要以啮齿

类动物如老鼠等为食，是灭鼠能手，
由于人类的猎杀，以及栖息地环境的
不断变化，适合生存的环境不断减
少，黄鼠狼已被收入《国家重点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被列为易危物
种。2017年，安徽某地还有3位村民
因猎捕买卖黄鼠狼而获刑。通过真
实的生活案例，孩子们有了保护动物
知识最切身的体验，懂得应该及时亡
羊补牢，而不是捕猎黄鼠狼。

像这样精彩的学习成长案例，
在黄岗小学的乡土田园课程中还有
很多。所有的乡土田园课程都是学
生亲自参与、和老师一起创造的课
程，黄岗小学的师生让田园走进了
课堂，也把课堂融入了田园。如
今，每到周末、节假日，很多家长
还带着孩子来到学校开展亲子大阅
读活动，一起建设田园课程。

“木工工具刨子斧，方凿圆凿必
须有，截锯片锛与墨斗，爱惜使用
传长久。”孩子们给已经退休的老教
师送去了自己在校园种植园种出的
安全环保绿豆芽，老教师们感动之
余，在乡村行动起来，收集来了各
种传统的农村劳动工具，帮孩子们
建起了小小的乡村农耕博物馆。

“学校应该办成孩子们时时刻刻
都想来的乐园，也要办成孩子们随
时都能来学习玩耍的地方。尤其是
偏远的农村学校，更要利用好身边
宝贵的乡土田园资源，让学校成为
农村娃尤其是留守儿童的快乐家
园、快乐王国。”杨其山说。

黄岗小学的周围，是一片片冬
小麦覆盖的绿色原野，是一条条四
通八达的乡间林荫大道，乡土田园
教育的魅力、乡村教育的未来，就
在这充满希望的田野上。

劳动中感受自然美家乡情
——记山东省郓城县黄岗小学的“乡土田园”课程

本报记者 魏海政

⦾⦾课程故事

近日，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冀台联青
年文化创业园，桥西区南马路小学的学生在学
习制作泥塑。

石家庄市桥西区依托本地传统文化资源，
开设丰富多彩的兴趣课堂，通过“活教”和

“活学”，培养学生的匠心精神。在冀台联青年
文化创业园打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基
地，木雕、绳结、脸谱绘制等 30 余种非遗体
验项目，让前来参观学习的学生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

新华社发 刘沛然 摄

体验非遗
传承匠心

⦾⦾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