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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高校文化育人主要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一是在思想导向上，经过长
期发展所形成的校园文化，规范和影
响着生活在其中的学生的思维方式、
行为习惯以及审美情趣，引导大学生
选择正确的人生价值追求；二是在人
格塑造上，校园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
塑造着大学生的完整人格，健康和谐
的校园文化，能引导大学生去追求真
善美，培养积极向上乐观的性格，激
发对崇高理想的执着追求；三是在道
德约束上，引导大学生实现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规范约束自己的思想
行为，培养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品质
和优秀的职业精神。高校环境文化中
蕴含的精神因素、信念因素、传统因
素、道德风尚，处处熏陶着师生，发
挥着独特的育人功能。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特别
重视文化育人的作用，始终坚持将水
文化融入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校园
景观环境和网络环境建设，形成水文
化育人“大环境”。学校前后实施20多
项水文化专项建设项目，投入了1700
多万元建设资金，给整个校园打上了
亮丽的水文化底色，校园犹如一部经典
多彩的、立体的“活教材”，可视、可
循、可感、可悟。这与学校水文化育人

“大课堂”“大剧作”一起构成“理实一
体”的“境堂戏”水文化育人新模式。

将水文化精神融入学
校办学文化环境建设，成
为办学的思想理念

学院将水文化精神融入学校的校
训、校徽、校歌、校赋，“上善若水、
学竞江河”定位为学院的校训，“上善
若水”寓意更高境界的善如同水的品
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此以
水之德为喻，表达对今日学子的殷殷
期许；“学竞江河”寓意学无止境，如
万里江河从源头奔涌而出，一路不断
汇聚支流，浩浩荡荡，亘古长流不
息，喻水电学院传承历史优势，厚积
而薄发。把“上善若水”的水文化的

最高修养和最高境界作为学院人才培
养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就是要培养具
有新时代精神内涵的“居，善地；
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
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
人才作为学院的己任。“学竞江河”，
仍然引用滔滔不绝的江河、一路汇聚
支流、奔流不息作为寓意，以此勉励
师生学无止境。

以“水”字的艺术体设计融入校
徽标识，在学校办学理念的标志性符
号里打下了“水”文化的烙印；一首
饱含水文化精神之歌——《追梦青
春》，成为朗朗上口的校歌，“海纳万
里，争流百舸”“上善若水，学竞江
河”“至善传韵，知善飞歌”“善能善
行，强技在握”“以水为师，传承开
拓”……被万人传唱，激发着水文化精
神的无穷力量。校赋字里行间，也隐
藏着丰厚的水文化的精髓并释放着无
穷的能力。学院确立了“稳定规模、
强化内涵、突出特色、文化引领”的
发展战略，把水文化思想作为学院的
特色文化融入了学校的办学理念。

将水文化精神融入学
校制度环境建设，固化引
导师生的言行

将水文化融入学院的管理制度
和典礼仪式，形成“规则典仪”教
材，将水文化融入新职工入职誓词和
新生入学誓词：“以水修德、善思善行
善言善信；以水承业、忠诚干净有担
当……”典礼仪式在发挥教育功能作
用的时候，起到了固化、规范、约束、
引导、激励作用；学院章程明确规定学
院职能之一为“文化传承创新”；并将
水文化的精髓融入人才培养方案的素
质培养目标；将水文化精神融入大学
生校园行为规范、教职工教书育人职
业行为规范、教职工入职誓词、学生
入校誓词、学生入校第一课的内容，
通过系列的规则、规范，固化了庄
重、严肃、热烈的教职工入职宣誓仪
式、学生入校宣誓仪式，丰富了水文化
教育的形式，营造和渲染了水文化教育

的氛围，凸显了文化育人的功能。

将水文化精神融入校
园景观建设，凸显浸润教
育的功能

具有丰厚文化底蕴的校园环境对
师生的成长有潜移默化的浸润教育作
用，为此，学校将水文化融入校园景
观环境，实施“千百万”水文化景观
工程，打造百米水文化长廊、千米水
文化石雕围墙、万人水文化广场群、
百座水文化石，“上善若水、学竞江
河”的校训校徽景观、重力坝造型的
标志性建筑——教学大楼，校园楼
宇、道路以水文化元素命名，校园的
楼宇、道路、广场、景观都融入了水
文化的元素，校园的一草一木、一景
一楼都融入了水文化的思想，校园成
为具有丰厚水文化思想底蕴的一部鲜
活“景观”教材。

（一）百米水文化长廊。总体设计
上将重庆江河的形态融入到场地设计
之中，形式上注重水的柔美，将水文
化长廊打造成曲径通幽的校园休憩空
间。整体设计上分为水之源、水之
德、水之行3个部分，以曲水流觞的
空间形式连接在整个场地。

水之源：为整个设计的开篇，以
学校东大门广场为起点，从东大门广
场拾级而上，映入眼帘的是场地高差
形成的“水”字文化广场。以杜甫
《咏怀古迹》为设计灵感，将“三峡楼
台淹日月，五溪衣服共云山”的宏伟
意境结合“水”字不同形态的变化在
入口广场进行演绎。将“水润万物、
衣养万物而不为主”的崇高品德以景
观形式展现给广大学子。

水之德：主题为“像水一样做
人”，包含了水利万物——仁爱奉献之
道，海纳百川——包容豁达之道，冰
清玉洁——纯洁美丽之道，至量必平
——公平公正之道，积水成渊——厚
积薄发之道等5个主题。在设计上采
用同一构图形态和不同表达方式来诠
释“水之德”的主题设计。将水善利
万物、博大包容、清正公平的品德予

以直观展示，号召广大师生学习水的
高尚品德。

水之行：主题为像水一样做事，
包含了滴水穿石——坚韧执着之道，弱
之胜强——刚柔勇敢之道，兵形象
水——审势变通之道，盈不求概——
分寸尺度之道，流水不腐——运动超
越之道等5个主题。引导广大师生学
习水“坚韧执着、审势变通、自我净
化”的处世之道。

（二）千米水文化石雕围墙。学院
校门两边采用弧形文化浮雕文化墙，
浮雕文化墙与铁艺栏杆、大门结合处
采用方形柱子处理，方形柱子取大门
元素，与大门线条相呼应，突出学校
传统、严谨的氛围。浮雕壁画主要包
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与水利电力
相关的历史人物——大禹、李冰、孙
叔敖、西门豹等。为了纪念历史上有
杰出贡献的治水英雄人物，激发学生
对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在情绪上的认
同，产生共鸣。二是与水利电力相关
的现代工程，葛洲坝水电站等体现现
代水利电力工程建设对社会发展发挥
的积极作用，产生的巨大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通过两个
板块的浮雕壁画，使学生深层次地了
解水利电力的历史进程。熏陶学生情
趣、协助学生不断地完善品格。

（三）万人水文化广场群。以水文
化命名学校 6 个广场，如：上善广
场、学院主题广场、至德广场、海纳

广场，海是江河汇集的地方，学院千万
学子将汇入社会的海洋。大校门外有海
纳广场，也表示水电学院面向社会，有
海纳百川的胸怀。一个学生就是一滴
水，千万个学生汇成溪、流、泉、江
河，最后汇入社会的大海，去发展和奉
献。水流动的过程也就是青少年学生学
习知识、培养情操、提高素养的过程，
滴水穿石、积流成河，好比水之积蓄能
量，成就未来。学校以水为鉴，不断为
社会输送有良好道德品质、有实际能力
的人才，并焕发新的活力。

（四） 百座水文化石。在学院广
场、花园等地安放校友捐赠的以水文
化为主体的文化石100余块，邀请著
名书法家书写“宁静致远”“精益求
精”等励志语言。每一块泛着淡淡暖
色纹理的石头，体现了校友对母校的
感恩。

（五）以水文化命名楼宇。以水喻
人，由学生宿舍、道路、山体之名形
成“水流不息、心向大海”的“流动
之水、学习之水”的“生命之水”自
然体系；以水喻德，由教学楼、实训
楼等建筑物之名形成“以水为镜、以
文化人”的“立德树人，治学修身”
的“上善若水”育人体系；二者互相
呼应，互为补充，校训

“上善若水，学竞江
河”的寓意同时隐含在
两个体系中，形成一个
完整的“水文化”特色

育人体系。以“百川归海”为喻，对楼
宇、道路、广场等建筑群开展群众性征
名活动，以“滴水”“积流”“奔瀑”“汇
涓”等命名学生宿舍楼宇，以“至善”

“知善”“正善”等命名教学行政区域楼
宇，以“长江”“嘉陵江”“黄河”等
主要河流命名校内道路，以“渤海”

“南海”等命名校内广场，意指师生成
长成才如同水滴汇聚成江河，最终归
流大海的若水意境。

将水文化融入网络环
境建设，拓展师生自我学
习的空间

学校开发了专门的校园水文化网
站，里面有丰富多彩的水文化资料，
开发有网上在线精品课程，实现了电
脑、手机终端的无线对接，延伸师生
学习空间。特别是重庆市在线精品课
程“文明在水之洲”网络视频远程学
习平台，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
学在内的近100家高校师生26000多人
实现远程在线学习，成为师生水文化
学习随身携带的便利的“无形”教材。

文化是学校发展的强大内驱力、
核心竞争力、立校之魂。重庆水利电
力职业技术学院以水文化为统领，坚
持固化成果与传承创新相结合，将水
的“至善、博大、包容、谦恭、坚
韧、齐心、务实、灵活、透明、公
平、开拓”的优秀品质，融入高职学
生新时代职业精神培养内涵。通过将
水文化融入文化环境、制度环境、校
园景观环境和网络环境建设，打造水
文化多彩的育人“大环境”，在文化育
人过程中发挥可视、可循、可感、可
悟的功能，起到了体验、固化、引
导、激励的效果，在培养高职学生新
时代职业精神、提升综合素质修养方
面发挥了重要的浸润育人作用。

（张军红 王顺克）

水文化融入“大环境” 凸显浸润型育人功能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将水文化融入育人大环境建设实践探索

（（重庆篇重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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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都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边缘，
农村地域广阔，辖区农村幼儿园数量
不少。与都市圈相隔不过数十公里，
如何一边吸收城市优质幼儿园的办学
理念，一边利用好农村资源突出本土
教育特色，是摆在这些农村幼儿园面
前的一个时代课题。

值得称道的是，凭借近年来持续
深耕的田园课程，新都区第一幼儿园
（以下简称“新都一幼”）成功“破
题”。

种子萌芽在2012年，新都一幼领
办新都区首所农村标准化公益性幼儿
园马家分园。马家分园地处农村，四
周田地肥沃，蔬果飘香，幼儿全部来
自农村家庭。

新都一幼教研组立足马家分园实
际，创造性开展田园课程科研并积极
实践，探索着适合农村幼儿发展的教
育模式。

10年间，新都一幼田园课程科研
屡结硕果：通过成都市教科研课题结
题，通过四川省教育科研重点课题立
项，通过全国“十三五”规划课题立
项，被世界高级别学前教育学术组织
OMEP连续两年邀请发言……

如今，新都一幼马家分园成了当
地农村幼儿教育的“明星园”，经常有
教育专家和教育同行前来考察学校的
田园课程。农村幼儿园如何与城市幼
儿园差异化发展、体现农村特色、服
务农村幼儿成长，新都一幼的田园课
程研究为学前教育领域提供了思考和
借鉴。

亲近自然
感受田园魅力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成
都近郊优美的川西农村面貌日新月
异，生活方式跟毗邻的都市也几乎
相差无二。但新都一幼马家分园周围
还有大量的农田，浓厚的川西文化以
及人文文化依然存在，马家分园的幼
儿们在亲近自然、贴近田园上有着得
天独厚的条件。

但挑战同样存在。“农村的幼儿身
处自然，身边有丰富的农耕文化资
源，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手
机、电脑、互联网的普及，导致幼儿
对自然界缺乏尊重，对家乡的动植物
不熟悉，对家乡的文化传承不感兴
趣。”科研组成员杨李娜老师表示。

因此，开展田园课程的一个重要
目的，就是要让幼儿们多走出户外接
触自然、感受田园魅力。

在为儿童设计活动上，科研组始
终注重和自然的密切联系。马家分园
的幼儿大部分学习时间都在户外度
过。他们会在帐篷里成立学习小组，
开展项目学习。丈量大树，测量小池
塘的水深，数一数幼儿园里竹笋的数
量，追踪小蚂蚁的生活规律，观察蝴
蝶身上的不同图案……这些都在幼儿
们的研究范围之内。

10年的研究中，科研组一直在思
考，田园教育的出发点到底在哪里？
在长期参与和观察幼儿田园课程中，
大家不断得到灵感：

幼儿在接触自然中观察生命、体
验生活，并在日常中捕捉各种物象，
积累表象。例如马家分园开展的“根
的创想画”，就来源于幼儿们在探索自
然中学会从新的视界认识事物——幼
儿在认识植物根的特点时，发现根须
好似人的头发，于是教师就引导幼儿
在实物基础上进行添画，最终以不同

形态的根须创造出了多种情绪的人物。
幼儿长期浸润在田园环境中，以

日常观察、游戏的方式接触自然，认
识各种物象。例如幼儿在种植的过程
中细致了解了植物的生命之旅，并从
日常经验中创新出更具表现力、注重
细节表达、具有创意的剧情。在戏剧
表演中，幼儿从出入社团时的外形模
仿，到后期可以拟人化表达小种子发
芽、抽枝、开花苞、盛开、结果、枯
萎、凋零入土的一系列生长过程。

“儿童教育从来都和自己的文化有
关，儿童学习的过程在本质上也是个
体文化化的过程。按照中国哲学的传
统，教育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
识，而在于提高精神的境界。”科研组
成员谭凤老师表示。

最终科研组得出结论：要建立一
套适合中国儿童发展的、有中国文化
根基的、适宜农村幼儿的课程体系，
无论课程的主题内容还是追求的价值
都必须回归自然与传统。

如今，马家分园的幼儿早已习惯了
拥抱自然，感受田园，不断提升着认识
自然、探究自然的能力。例如在沙池游
戏中，他们会利用沙土堆叠城堡，利用
竹筒运水运沙，模仿老式房屋的修
建：以竹篱笆和泥土、稻草为墙，以
石头为门，以稻草为房顶……幼儿们
在寻找自然材料的过程中开始感受到
了自己的生活与田园自然的关系。

尊重个体发展
“N+4+2”课程绽放活力

田园课程的核心是儿童的发展，
如何通过还原儿童生活，帮助他们
从不同的层面完成学习？为此，
科研组设计了“N+4+2”的课程

模式来满足不同儿童学习的需要，
充分尊重个体发展的差异性。

“N+4+2”的课程模式，是指在课
程线索的大框架下，每学期开设不限
个数的大主题活动，从一个开放性的
主题开始，儿童根据自己的已有经验
和兴趣特点自行选择研究问题，组成

项目小组，最终确定4个小组：戏剧
社、种植社、建造社、游戏社。一周
中有两天由儿童自主讨论计划完成4
个小组的项目任务。

“教师会呼应每一个儿童的想法，
关注每一个幼儿的学习特点，接纳他
们的思考，使他们的思维始终处于一
种持续性的分享过程之中。将任务小
组化，能提升他们的自主合作学习能
力。”曾宇老师表示，“小组活动日”
具有在游戏中整合和反思的明显特
征，体现了教师和儿童共同对生活经
验、意义的再度追寻。

在田园课程中，幼儿的学习不是
书面的系统化的学科知识的学习，教
师的语言传递和教学技能也不是幼儿
学习的主要方式。在开展田园课程
中，跟普通幼儿园园本课程相比，教
师的身份发生了转变——从主导者逐
渐变成观察者。

以体育游戏为例，相较于以往由
教师从头到尾预设的高结构户外体育
游戏，田园农耕环境提供的丰富游戏
资源，让教师和幼儿能打破“条条框
框”自由发挥创造，不用绞尽脑汁去
设计。例如，由传统民间游戏“抬轿
子”改编而来的“搬运伤员”游戏，
仅凭3个幼儿的配合和幼儿自身的力
量与技巧就可以开展，进而还可以演
化出竞速比赛、障碍翻越等形式，教
师在其中负责的就是观察记录，保障
安全和协助幼儿开展游戏。

项目小组游戏中，幼儿在“社
长”的带领下能够完成游戏的任务分配
以及游戏记录等环节。所以，当幼儿能
自己“搞定”自己的学习与成长以后，
教师能够静下心来在教育活动现场进
行观察，再辅以观察视频资料或教研
活动，培养和提升观察分析能力。

田园课程提供了一种允许教师以
活动回应和激发幼儿兴趣的情境。当
幼儿全心投入于课程之中时，教师可
以通过观察，判定他们已经达到哪一
项标准、有哪些方面还需要提供进一
步的支持。

“幼儿是活的，教育情境是变化
的，书本上所得的知识经过教师的教

学实践内化为自己的能力。教师是课
程建构的主体，是课程价值与目标实
现的决定性因素和本质性力量。”廖俊
平老师认为，在田园课程的开发过程
中，教师的课程建构能力也在不断增
强。

用文化滋养自信
助力幼儿全面发展

在田园课程开展中，如何让幼儿
在亲近自然、贴近田园中加强对川西
农耕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也是科
研组一直思考的问题。

“许多与田园课程相类似的自然体
验式教育，缺乏文化根基，更像是大
型夏令营活动，立足于农耕文化的田
园课程与农村幼儿的生活更加贴近，
农耕文化中的生产、生活特色就像农
具、农事、庆祝活动、服饰、娱乐休
闲、建筑等，都与农村幼儿的生活息
息相关，这让农村幼儿更有归属感。”
杨培培老师认为。

在实际操作中，马家分园根据农
村地区的地方特色和农村幼儿的实际
需要，灵活选择活动内容和活动形
式，提高农村幼儿体验农村文化的实
效性。

比如，在田园戏剧社幼儿们排演
的剧目《走在乡间的小路上》中，幼
儿们通过肢体合作展现了农村中各种
各样的独特的房子。再比如，种植社
的幼儿们到农村合作社去进行访谈调
查，发现了许多有趣的农具，感受了
周围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的热情和生
产生活的智慧。

“田园课程回溯农耕文化、川西文
化，让农村幼儿体会当地文化的丰富
内容、历史沿袭以及趣味，对农村幼
儿的所在文化给予现实观照，尊重农
村幼儿的生长土壤，让他们在将来能
怀揣着一种文化自信和对家乡的美好
情感走进城市，这种自信和情感都建
立在我们对当地文化的发掘以及这些
资源与幼儿日常生活活动的结合之
上。”林术倩老师表示。

在田园课程中，马家分园始终为
幼儿提供充足的时间和物质条件走进
自然，观察生命，探究科学。科研组
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幼儿开始关
注身边的田园事物，并学会从问题出
发去思考、探索、尝试。

“花生是怎样长大的？”在观察花
生外形中，老师抛出问题。幼儿相互
争论，却无统一答案，于是他们主动
从家中带来种子，种植在田地间。然
而，刚种下的种子在一夜之间不复存
在，田地间却多了许多小洞。基于这
样的疑惑，幼儿展开了定点定人的田
间观察，作了相关绘画记录，同时询
问周围的农夫，最终得知：花生种子
被地下的田鼠和空中的小鸟所偷食。
为了继续探究花生的生长过程，幼儿
合作搭建稻草人保护种子，更在这一
过程中抓住了制作稻草人的核心点，
即仿拟人体，利用自然风力，使轻便
的材质飘动，进而吓退动物。

同时，田园课程还让幼儿们的自
主管理能力得到培养和加强。在社团
组织中，由社长带领社员制定规则，
分配任务，领导管理社员，社员也可
以集体“弹劾”社长。在这种相互制
约的制度监督下，幼儿逐渐学会自律
自控，为自主管理打下基础。

此外，在社团组织中不仅需要较
好的自制力实现自主管理，更需要完
善的策略实现以任务目标为导向的幼
儿内部自主管理。例如游戏社开展的
寻宝游戏，初期的幼儿只考虑自我兴
趣爱好，在寻宝时独自行动，最终浪
费了大量时间。幼儿逐渐开始相互商
量、小组商量。最终，他们形成了固
定模式：在寻宝之前分配空间范围，
避免在同一个地方浪费人力和时间。

要培养出怎样的农村幼儿？新都
一幼有自己的笃定目标：田园课程要
根植生活，面向未来。致力于以农耕
文化滋养农村孩子的文化自信，培养
农村幼儿拥有农人的身手、科学家的
头脑、艺术家的品位、社会改造家的
精神和热心。现在，他们正向着这个
方向持续努力着。

（赵 敏 杨小芳 王莹莹）

贴近田园 点亮农村幼儿的心灯
——成都市新都区第一幼儿园田园课程科研硕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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