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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链接】

描写四时的诗歌不计其数，而诗人
最青睐的就是春天和秋天。我们粗略统
计了一下，统编小学语文课本中共选入
写春的诗歌有 34 首，写秋的有 13 首，而
写夏的仅有 3 首，写冬的不过四五首。
大概是因为春天是生机萌发的时候，秋
天则是万物凋零的时候，一盛一衰，最易
引发诗人敏感的思绪。

今天我们着重谈谈写秋的诗歌。
对于秋天，不同人有不同的感受。

喜欢秋的人如郁达夫说：“秋天，无论在
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郁达夫《故
都的秋》），他喜欢秋的“清”“静”与“悲
凉”；不喜欢秋的人如欧阳修则说：“其为
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草拂之
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欧阳修《秋声
赋》），他借以抒发的是自己内心的苦
闷。秋天仿佛天生具有双重的性格：秋
风送爽，天高气清，金桂飘香，硕果累累，
这是积极的一面；秋风萧瑟，草木为之色
变，山川因而寂寥，天地间呈现一派肃杀
之气，这又是消极的一面。因而，人们对
于秋天也包含着复杂的情感，既有告别
溽暑，迎来丰收的清爽和喜悦，又有将入
寒冬，因草木零落而生的悲凉和伤感。
因而，秋天在诗人笔下也就有了复杂的、
别样的姿容。

秋之悲愁伤感

一提起秋天，我们总会想到宋玉《九
辩》中的话：“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
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确，秋天带给我
们的首先是肃杀、冷落、萧索、惨淡的感
觉。身处春季，满目繁花，万物欣欣向
荣，我们的心情也会是喜悦的；而身处秋
季，满目萧然，无边落木簌簌而下，凄切
秋风“呼号愤发”，我们的心情也会因而
生出无限的悲愁。

有的诗人由草木之变色凋零，联想
到岁月的流逝和人生的黄昏，顿生悲凉
之感：“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这肃
杀的秋天到来，原来的青青葵叶顿时焦
黄枯萎，喻示着岁月的流逝，由此而生警
惕之心：“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诗
人告诫年轻儿郎们，荣华不久，青春易
逝，不趁少壮时努力，更待何时？等人生
的秋天到来了，已成枯枝落叶，再后悔就
晚了。

有的诗人因在异地他乡，见秋风而
引发客居的悲愁和思乡的愁绪。叶绍翁

《夜书所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
风动客情。”梧桐树叶宽大，细雨飘洒，滴
滴答答，常与愁煞人的秋风秋雨相伴，描
绘孤寂凄冷的境界；江上秋风初起，砭人
肌骨的寒气袭来，令人辗转难眠，客居之
人顿时起了思乡之情。秋雨秋风中旅人
思乡的况味，古今是一样的。这也可从
众多客愁诗中寻得。

秋天有一个特别的节日，是为中秋
节，本是阖家团圆的日子，自然更能引发
人们的思乡思亲之情。王建《十五夜望
月寄杜郎中》：“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
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
落谁家？”诗人中秋夜遥望朗月，诗歌前
两句写景，渲染清、静、凄冷的气氛。庭
中地面一片雪白，是月光之皎洁使然；树
上寒鸦已经栖息，未因明月而惊起，则夜

已深；月华如霜，寒气弥漫天地，露珠悄
然凝结，打湿了盛开的桂花。诗歌后两
句抒情，由一个人望月转而写天下人望
月。古往今来，这一轮明月见证着多少
人的悲欢离合！今夜月明如昼，世间当
人人尽在仰望，然而“几家欢乐几家
愁”！阖家欢乐的自然望月欣喜，分隔两
地的则望月兴愁，不知这离别之思今晚
会落在谁家？天下的离人何止千万，此
时此刻该有多少离愁寄托在月亮之上
啊。读到这里，我们也仿佛感受到天地
间弥漫着的浩茫离愁。

秋之明艳高洁

虽然中国诗有悲秋的传统，诗人多
写秋天令人悲苦的一面，抒发自己的孤苦
寂寞乃至惆怅失意，其中有些诗歌，也多
少有些消极；但语文课本中选入更多的却
是爱秋、喜秋的诗歌。这些诗歌的作者，
善于发现秋景中天高气远、清净高洁、五
色斑斓、健朗明快的因素，表达自己高洁
的志趣，体现出独具一格的审美品位。编
者们希望学生通过这些诗歌，对自然景物
保持欣赏的态度，从古诗里汲取更多的正
面情绪和力量，激发乐观开朗的心态，以
更充沛的热情面对未来的人生。

杜牧的《山行》写诗人乘车远行，远
望高山所见的深秋景物，展示了一幅动
人的秋色图。诗中名句“停车坐爱枫林
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直抒对枫林晚景的
喜爱。枫叶为秋霜所染，灿烂辉煌，漫山
遍野皆是，诗人行车至此，心生喜爱，于
是停下车来静静欣赏，甚至发现这红叶
竟比二月的鲜花还要明艳动人。毕竟，
二月的鲜花太柔弱了，而这遍山的枫叶，
凌霜怒放，层林尽染，更有一种动人心魄
的力量。

与杜牧一样喜爱秋天，甚至有过之
的是他的前辈刘禹锡。刘禹锡写过《秋
词》二首，其一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
秋日胜春朝”。他拿秋天跟春天相比，直
截了当地说秋日胜过春日。为什么呢？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原
来他爱的是秋日天高气爽、万里晴空的
广阔气象。“晴空”“碧霄”是秋日特色，突
出秋日“清”的特点；而一鹤排空而上，展
现的是诗人冲天的豪情、乐观的情怀和
高扬的精神。《秋词》（其二）中描绘秋景，
则在突出“清”之外，又增加秋色斑斓的
描绘：“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
黄。”秋日山水明净，实写空气之明净清
爽，夜晚结下白霜，高洁清白；树叶变为
浅黄，中间许多叶片呈深红色，在浅黄的
底色中格外显眼。诗人描绘秋天的风
貌，爱的是秋天的五色斑斓、清清净净与
风霜高洁，流露出高雅闲淡、不同流俗的
审美取向，正与其被贬后却愈挫愈勇的
心态相得益彰。

秋之人生禅意

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还有一首刘禹锡
写秋的诗歌《望洞庭》，写夜晚的秋景。
作者对秋景的欣赏是一贯的，仍旧突出
一个“清”字，但色调更为明丽，格调更为
清奇。“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
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
螺。”远望洞庭湖，湖面的波光与皎洁的
月光交相辉映，江天一色无纤尘；湖面
波澜不惊，如未打磨的铜镜一样，映照
着湖上景物，朦胧迷离。那苍翠的君山
映照水中，山水浑然一体，恰如闪亮的
银盘中承托着一枚小小的青螺。诗人摄
景入画，取譬精彩，体现出诗人对秋景
的喜爱。

与刘禹锡一样写秋诗风格健朗的还
有李贺，他的《马诗》（其五）以马为喻，表
达自己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向往与追
求。“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一句，袒
露自己的雄心：什么时候能够佩戴上金
络头，在这秋高气爽的原野上纵横驰骋
啊？这里的“清秋”是清朗的秋季，此时
天更为高远，地似乎也更加辽阔，加上草
黄马肥，正可驱驰。

秋 天 气 象 之“ 清 ”，更 显 世 界 之
“空”。你想，空气明净，天地浑然一体，
空间更显辽阔；树叶落尽，鸟兽藏踪，更
少了许多芜杂，多了如许宁谧。因而王
维笔下的《山居秋暝》，描绘傍晚的秋景，
更带了几分空寂的禅意。“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
流。”傍晚时分，空寂的群山，一场新雨飘
过，凉风习习，山林一派空寂与宁静，仿
佛空无一物。明月升起，自松间照下，清
泉淙淙，在石上流淌，越发衬出山之空、
夜之静。这就不仅仅是欣赏秋景了，更
是从中悟得自然的本真和人生的真谛，
令人顿生出尘之想。

实际上，爱秋也罢，悲秋也好，诗人
都是以秋抒写自己的情感，表达人生的
况味，秋天的本质并无不同。我们教孩
子横向联系读这些诗，就是要引导他们
认识诗人笔下秋的不同姿容，丰富对于
秋的认识和体验，增强对于自然和人生
的体察。还要在横向的阅读中，善于从
不同中发现相同，从相同中寻觅差异，以
锤炼思维的敏感性；从单调中见出丰
富，从丰富中发现精彩，以增强思维的
灵活性；从消极中见出积极，从积极中
发现力量，以增强思维的深刻性。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语室副
主任、统编语文教科书核心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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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味难成席，独木不成林。人间
美味，莫过于五味俱全；家庭幸福，
莫过于物丰情谐；国家大计，莫过于
百业俱兴，政通人和，货行天下，能
御外侮。

后工业时代，工业产品既要性
能，也要美感；既是科技，也是艺
术。全球化时代，国家既要 GDP，
也要军事力量，还要生态环境、科技
前沿。世界不是单一的，是复合的，
是多元的，是立体的。每个领域都需
要调和，需要跨界思维，需要妥协，
需要大师。乔布斯是代表，中国正在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美国曾经以为仅凭占领科技、金
融、军事的顶端，即可恒久称霸。低
端产业大量迁移至别国，造成产业空
心化。现在，美国特朗普政府绞尽脑
汁、不计手段，也要使产业回迁、资
本回流。苏联军力强大，核力量恐
怖，让西方望而生畏。虽无外侮，但
生出内乱，终归于解体。事实证明：
国家仅有高大上是不够的，还得有
无言的基层为基石。中国宋末的经
济文化均高度发达，领先于世，结
果政权沦丧于野蛮的异族之手；清
末 GDP 也是全球第一，结果被西方
蕞尔小国的坚船利炮打破了大门。无

军力支撑的高尚高端高贵，犹如头插
草标的美妇；无军力支撑的富裕，就
是一只待宰的肥羊。

治国理政，岂能不明阴阳、不调
五行？三百六十行，皆是社会所需；
生旦净末丑，社会舞台缺一不可。包
容共存，接纳共生，相生相克，才能
共同构成时代的产业链、生存圈。

作为科技产品的苹果手机，其核
心竞争力不仅是科技智能，更是乔布
斯把技术产品升华为艺术作品的理
念，让理性转化为感性，冰冷升华为
人性的温暖。

家庭日常生活，需善调水、面、
米，配以油盐酱醋茶。经济能力、沟

通协调，智商情商财商，一样都不能
少。片面执于一端，必生缝隙。那种

“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
车后座上笑”的极端拜金女，看上去
麻辣威风，生活中有她哭的时候。除
非她的人生在宝马中坐一辈子。出了
宝马，辨不清真爱，经不住磨难，苟
遇挫折，必露丑态。

在励志盛行的当下，个别媒体强
化“活出精彩”，弱化人生大部分时
间是平淡；以“ （我们） 厉害了”
“ （对手） 吓尿了”为噱头，弱化

“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沉着冷静，社
会氛围阴阳失衡、五味失调，后果
堪忧。

火爆的胜利、高速发展经济、金
灿灿的奖牌，的确让人觉得够味。但
麻辣烫味虽美，岂能持久绵长？月牙
泉水今犹在，不见西域昔辉煌。狂
热 的 势 头 ， 鼎 盛 繁 华 ， 需 经 常 盘
整；辛辣美味，需淡水调和，冬吃
萝卜夏吃姜，正是与季节相逆相生
相调和：天寒热敛于内，萝卜清热为
佳。酸甜苦辣咸，盐为百味之王；淡
浓甘肥美，水为万物之灵；生旦净末
丑，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盐与水
皆平凡，但中庸恒久。金贵而物稀，
木盛而时短，火烈而易尽，麻辣够
味，多吃必然上火；甘肥爽口，长吃
易致“三高”。

世人两难矣：尽一时口腹之欲，
恐有后患；远膏腴之味，心有不舍。
解决之道，在平衡、调和，不贪、不
迷，取法中庸，摈弃偏好，尤忌沉
溺。人生岂止五味？国运从来沧桑。
文火武火兼用，浓淡甘苦互补，才是
世间事、物、人的正理。煮海得盐，
掘地得泉，五味调和，便是福田。愿
我国人，冠者童子，沂水舞雩，尽兴
而归。

（作者系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现
任教于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

明阴阳 调五味 咏而归
——我的高考“下水作文”（江苏卷）

龚志民

根据以下材料，选取角度，自
拟题目，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
文章；除诗歌外，文体自选。

物各有性，水至淡，盐得味。

水加水还是水，盐加盐还是盐。
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共存相
生，百味纷呈。物如此，事犹是，
人亦然。

2019年高考江苏卷作文题

6月10日，蓝天救援队的专业人员在合
肥四中为学生们演示安全急救技能。

当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义城街道团
工委开展夏季学生安全教育活动，邀请蓝天
救援队的专业人员走进合肥四中，向学生们
传授防踩踏、防溺水等安全急救技能，提高
他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新华社记者 曹力 摄

加强夏季
安全教育

“我们培养的孩子跨出学校大门
后，是否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社
会，自食其力？这些孩子最应该学习
什么知识、掌握哪些劳动技能、怎样适
应社会？”

“与此相应，教师应该教什么、
怎么教？如果要跳出教材，具体怎么
操作？”

这是10年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
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全校教师一起开
启“生存教育”课程时，围坐在一起开
展“头脑风暴”式的讨论的情景。

10 年后，以劳动教育唱主角的
“生存课程”，已经为这里的“折翼天
使”们插上了一双双“隐形的翅膀”。

困而思变：
按下课程“重启”键

这场以“生存教育”为主题的课改
行动，缘于学校生源的变化。

随着教育部所下发“让部分肢残、
轻度弱智、弱视等残障孩子进入普通
班就读”等“随班就读”政策的实施，来
张店区特教中心学校就读的，也不再
是一些轻度智障儿童。中重度智障儿
童、脑瘫儿童、自闭症儿童日益增多
——按照原来的教材、课程设置教学，
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新的学生情况。

困则思变。以培养学生生存能力
为核心，学校成立了课题研究小组，决
定重新对国家课程进行重组、重构、调
整、梳理，一边做，一边改进。比如，残
障学生大多智力低下，行为、心理等方
面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缺陷和障碍，
哪些才是他们生存需要的主要劳动能
力？刚入学的孩子有的连站都站不
稳，有的大小便不能自理，有的甚至还
不会自己吃饭喝水，他们的劳动能力

又从何谈起？
围绕这些问题，初步梳理出“生存

教育”教材编写的基本框架后，为了验
证框架搭建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学校
给已为人父母的所有教师布置了一份
特别的寒假作业：教会自己孩子做几
项家务劳动，并写出你是怎样教的，有
哪些步骤？孩子遇到了哪些困难，是
怎样解决的？最后，每位教师都要上
交一份“主题报告”，详细列出你认
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应该具备哪
些基本的生存能力，并分类列出。开
学后，学校再汇集起所有“作业”，
大家一起讨论、甄别、取舍，最后再
进行归类，整理。

《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
生活》 三套各 9 册、共计 27 册的校
本教材，就这样一点一点，经历“从
无到有”的反复研磨和实践验证的过
程而诞生。

五本合一：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

前前后后历经近10年、八易其稿
后的“生存教育课程”，分为三大板块：
一是指向基础储备的“基础课程”，二
是指向潜能开发的“潜能课程”，三是
指向生活指导的“生活课程”，包括个
人生活、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三大领域
课程内容，劳动教育贯穿始终。

如何开展劳动教育？学校在课程
落实方式上实施教本、学本、作业本、
家庭教育指导本、评价本“五本合一”。

以《家庭生活》第九册第二单元
“我们一起学做菜”中的第 6 课《凉拌
黄瓜》为例。教材中图文并茂有详细
的凉拌黄瓜的 6 个步骤，供教师作为
课堂规范“教本”；学生在操作实践学

习之前，教师先引导学生按照教材的
6 步法学习凉拌黄瓜的步骤方法，即
学生的“学本”；课后有相应的家庭作
业，让孩子回家巩固强化，即学生的

“作业本”；更重要的是，智障学生的智
力低下，大部分学生生活经验贫乏，动
手操作能力和安全意识较差，有了这
样的教材便于家长辅导，与教师的教
学保持步调一致，每一课都设有“教学
评价”，即“评价本”；将学校和家庭教
育有机融为一体，为家长提供“家庭教
育指导本”。

教材注重开发和利用校内外教育
资源，每个单元都有学校、家庭、社区
的实践内容，并通过“亲子园”“亲子实
践”“温馨提示”“评一评”等栏目，遵循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原则，将
学校、家庭、社区统一纳入对学生学习
和生活的支持系统，为学生积累生活
经验，为学生融入社会生活搭建平台。

课程重构：
引发系列“蝶变”

生存教育课程的重构，是一项牵
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工程，必然会
引发一系列变化。

学校的环境文化变了。根据生存
教育课程建设的需要，学校先后改造
和新设了洗漱室、家政室、烹饪室、小
超市等“生存实践活动室”。对于那些
因受时间、地点和空间限制，需要亲临
社会实践的常识、礼仪、规则、技能等，
学校则设立了专门的“社会生活体验
室”，既有实地操作流程图，又有实景
录像，每个学生都能身临其境，学习到
真实的社会适应技能。

教师的课堂生态变了。遵循“给
每个孩子最适合的教育 让每个孩子

每天都有进步”的教育理念，在课堂
中贯穿“因需施教、因能施教、因材
施教”的教学原则，实施集体教学、
小组教学、分层辅导、个别化教学等
教学策略，形成了“康教结合”“走
班式”“双师制”“亲子式”等不同风
格、适合不同类型学生需求的课堂教
学模式。每个教学内容均设立了“菜
单式”教学目标，供不同层次的学生
选择使用，满足学生个性发展，同时
评价结果反过来检验课程的适切性、
合理性、有效性。

把课堂搬到社区、超市、医院、车
站、银行、邮局、军营、敬老院⋯⋯
搬到一切能锻炼学生生存能力的火热
的生活中去，成了一种常态。超市购
物、银行存款、邮局寄信、医院求
医、职场求职、看望孤寡老人⋯⋯处
处都留下了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孩子们的身影。

评价方式变了。学生学到了什
么？掌握了哪些生活劳动技能？如何
检验“生存教育”的成效？在张店区特
殊教育中心学校，评价的目的不再是
甄别，而是为了促进和发现，基于此，
学校把考试变成了每学期一次的“生
存技能展示”和“学科素养展示”。这
是学生“自我绽放”的时刻。

而这一切的变化，最终指向一个
核心——学生变了。在不一样的劳动
教育实施过程中，学生在洗漱、穿脱衣
物、如厕、整理个人卫生、安全自护等
方面的自理能力大大提高；学生在洗
衣做饭、料理家务、照顾自己及家人等
居家生活方面的能力由原来的不足
15%提升到现在的 50%，大多数学生
还能掌握一项或多项职业技能。

（作者单位分别为山东省淄博市张
店区教育局、张店区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为“折翼天使”插上隐形的翅膀
——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特教中心学校“生存教育课程”

张桂玲 郑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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