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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是指“能引起人的思
想或感情活动的具体形状或姿
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
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
中，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奋斗探
索，既创造了欣欣向荣的伟大事
业，也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
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党员
的形象不尽相同，又殊途同归。
在即将迎来建党一百周年之际，
对统编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党员形
象进行梳理和思考，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党员用如椽巨笔，进行宏大
的自我书写，勾画出坚定的政治
信仰和理想追求。作为我党我军
的缔造者和领导核心，毛泽东是
全党的楷模。九年级上册教材选
入了他的 《沁园春·雪》 这首豪
情万丈、气雄千古的词。1932
年 2 月，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
从陕北出发，准备东渡黄河，进
入山西西部。在陕北清涧海拔千
米、白雪覆盖的塬上，他面对茫
茫雪野，胸中豪情激荡，写下了
这首词。革命者的诗情都是一样
的。九年级下册第二课的 《梅岭
三章》，则用写实的笔法，突出
了身处绝境的我党我军重要领导
人陈毅同志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的精神，展现了共产党人忠贞不
渝的坚定信念和敢打必胜的坚强
信心。

优秀党员对他人的书写，体
现出高度的政治修养和对人民群
众的深情。“肚量大如海，意志
坚如钢”的朱德总司令的作品

《回忆我的母亲》 被选入八年级
上册第7课，学生们由此了解到
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
员的精神境界。朱德对母亲品
格的追忆和赞美，也是对中华
民族伟大品格的赞美，更是对
来源于人民群众中间的共产党
员品格的凝练和折射。“我应该
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
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
走 上 革 命 的 道 路 。 在 这 条 路
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
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
是 世 界 上 最 可 宝 贵 的 财 产 。”

“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
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
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
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
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
做到的。”而七年级上册第12课
的 《纪念白求恩》，则是毛主席
为纪念英勇牺牲的加拿大共产党
员白求恩同志而写的。文章言理
深刻透辟，行文简洁明快，共产
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共产主义
精神、无私品格、敬业态度和专
业精神均蕴含其中，至今读来仍
发人深省。

党员作为文学作品的主题，
在教材中形成了一条清晰的线
索。这体现在“名著阅读”这一
板块中。王树增的 《长征》 勾画
了革命领袖形象和普通红军战士
的群像。既有对毛泽东、周恩来
等革命领袖浓墨重彩的描绘，也
有对很多无名红军战士细致入微
的刻画。埃德加·斯诺的 《红星
照耀中国》 描摹出照耀中国大地
的中国共产党员群像。“从多个
方面展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解放
而艰苦奋斗和牺牲奉献的崇高精
神，瓦解了种种歪曲、丑化共
产党的谣言。书中以毋庸置疑
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共
产党及其领导的红色革命犹如
一颗闪亮的红星，不仅照耀着
中国的西北，而且必将照耀全
中国。”孙犁的 《白洋淀纪事》
讲述了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的党
员群体，他们“用革命乐观主
义精神和冀中人民一道英勇抗
击日本侵略者，饱含民族正气
和坚毅不屈的精神”。《红岩》
中的江姐、许云峰、余新江、
齐晓轩、刘思扬等，都是对敌
斗争中被捕的共产党人和进步
人士。他们在渣滓洞、白公馆
开展争取自由、反对压迫的革
命斗争，意志坚定、形象高大。
党员的流血牺牲，换来的是全国
革命的彻底胜利。八年级上册第
一课 《消息二则》 就写出了为中
国解放事业奋战的中国人民解放
军群体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

“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
发，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
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
敌阵”“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
从一千余华里的战线上，冲破敌
阵，横渡长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员也
扮演着先锋队的作用。七年级下
册第 14 课 《驿路梨花》 所写的
解放军叔叔，讴歌了雷锋精神：

“我们是为了方便过路人。是雷
锋同志教我们这样做的。”他们
无时无刻不在为人民着想，都在
践行着无私助人的精神。七年级

下册第 22 课 《太空一日》 中，
航天英雄杨利伟在浩荡无垠的太
空中经历了数次危险，在危险面
前，他始终“保持冷静，直面挑
战，将自己的飞天经验同伙伴分
享。在他的身上处处彰显着英勇
的飞天精神”。《“飞天”凌空》
中的奥运健儿吕伟，站在十米高
台的前沿，沉静自若、风度优
雅，这位年方十六的中国姑娘，
赢得了金牌，为祖国赢得荣誉和
世界的瞩目。《一着惊海天》 中
描绘了为中国强军梦想前仆后继
的党员群像。航母上的试飞，

“不是一次普通的飞行。它承载
着国人的强军梦想。”“为了这一
着，面对技术封锁，多少人殚精
竭虑，青丝变白发；多少人顽强
攻关，累倒在试验场；多少人无
怨无悔，默默奉献。”

共产主义是全人类的伟大理
想。奥斯特洛夫斯基的 《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 中，保尔·柯察
金这一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曾经
影响了几代人。“人最宝贵的是
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
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
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
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
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
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
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
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
争。’”优秀的党员保尔的形象
永远留在了国人心中。

中国共产党，从浙江嘉兴走
来，从延安的窑洞走来，正如八
年级下册第 2 课贺敬之在 《回延
安》 里写的“赤卫军，青年团，
红领巾，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我们的党，同祖国和人民
紧紧联结在一起，正如八年级下
册第 2 课艾青 《我爱这土地》 所
说，“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
烂在土地里面。”统编初中语文
教材就是这样复刻这些可敬可爱
的共产党员形象的。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两个一百年”的重要节点，
党员群体，必将在前所未有的新
局面下，迈向崭新的胜利征程；
教材中的党员形象，必将在中华
民族的文化记忆里留下深刻的不
朽印记。

（作者系吉林省教育学院初
中语文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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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童年记忆里没有“拆”呢？
拿到一样东西，几乎是下意识的，就

想知道里面是什么样子、怎么运行的；
不仅因好奇而拆解，还孜孜不倦地探究
它的构造、原理；拆完了还能装起来，
装好后还能用，甚至还像设计师那样创
造出新产品⋯⋯这就是南京市中央路小
学星光科技项目“拆客空间”里小拆客
们童年的模样。

“拆客”与儿童设计思维

喜欢“拆”是儿童天性，实际上背后是
儿童设计思维的萌动。

所谓设计思维，即像设计师一样思考
问题，通过了解设计师所用的构思方法与
过程，观察、思考、理解设计师看待问题的
角度，学习产生创意的过程，从而激发创
新意识、创新思维，培养创新能力。它的
核心是以现代技术为工具，创新性地设计
人们的生活，实现人、物、境之间的协调，
满足人的需要。

设计思维是解决实际问题的有力工
具，儿童时期应充分创设条件，发展儿童
设计思维。“拆客”的两大核心环节是溯
源与明晰、拆解与重构。溯源与明晰就
是以追本溯源的方法，对实物面貌抽丝
剥茧，回溯其本源与本质的历程，实现
对事物的认识和对问题的定义。拆解与
重构则是通过“拆解—创造”这一环
节，获得最核心的创造力。这与设计思
维所强调的“理解、构思”“原型、测
试”等要素不谋而合。

中央路小学自2018年起，在东南大
学周建中教授、叶兆宁教授及南京市教
研室杨健老师、王少峰老师等专家的启
发引领下，开始了“促进儿童设计思维
生长的拆客空间”项目研究与实践，旨在
让儿童“用儿童的方式，创意设计人们的
生活”，同时在“拆客”实践活动中，让儿童
学会探究、学会合作、学会创造，综合素养
获得提升。

开展“拆客空间”项目化学习

融入儿童设计思维的“拆客空间”项
目化学习具体如何开展？我们不妨用“战
疫不倒翁”这样一个案例来说明。

2020 年 3 月 20 日，许多人的朋友圈
都被“立鸡蛋”的游戏刷屏了。俗话说“春
分到，蛋儿俏”，春分立蛋，这是个古老的
习俗。民间认为春分这天，鸡蛋的重力会
随着地球引力的变化而变化，因此鸡蛋会
更容易立起来。事实上，后来人们发现鸡
蛋竖立起来与春分这个时节并无关联，鸡
蛋能否立起来，考验的是实验者的科学水
平和探究精神。

学校结合这件事，用“拆客空间”的模
式指导学生开展项目化学习。具体分为
7个环节。

共情：此环节主要是让学生通过访
谈、观察、需求评估等，产生迷思和问题，
激发动机。“全民立鸡蛋”这一现象引发了
大家对重力的关注，学生们在尝试竖立鸡
蛋的过程中，又想到了生活中最常见的屹
立不倒的物品“不倒翁”，进而联想到勇敢
战“疫”的医护人员，他们多像这坚韧顽强
的不倒翁呀！何不用它来表达对身边战

“疫”英雄的敬佩之意？于是“战疫不倒
翁”的设计之旅拉开了序幕。

溯源：此环节通过学生单独提问、头
脑风暴、不断追问等，对问题追根溯源。
关于不倒翁，教师鼓励学生提问，围绕

“不倒翁不倒的秘密在哪里”这一问题，
学生进行头脑风暴，持续追问，直至追
根溯源——不倒翁不倒是因为上轻下重，
将重心稳定在不倒翁的下部。

拆解：此环节主要是理解问题或过
程，形成自己的观点。为了制作自己的不
倒翁，学生们收集信息，拆解前人相关研
究成果，查阅文献，进行观察，与家长们辨
析，与专家讨论，解析不倒翁的构成原理，
以及需要哪些制作材料和工具⋯⋯

明晰：经过一轮头脑风暴到单独分析
再到头脑风暴的循环研究，学生们集思广
益，探寻多种想法，对不倒翁是什么样子
有了自己的理解，更对“重心”有了深刻的
理解，对于如何利用“重心”这一概念、制
作什么样的不倒翁有了清晰的认识。此
时他们已形成对概念的深入理解，从无序
走向有序。

重构：学生开始创建首个模型。他们
利用生活中的材料进行不倒翁的制作，鸡
蛋壳、硬纸板、生活中的塑料玩具、瓶盖、
易拉罐、折纸、剪纸，居家不能外出的日
子，学生用身边各种材料展示了他们将想

法转化成现实的重构能力和创意。
改进：此阶段，学生需要知道产品要

达到何种质量，对质量进行评估，确定产
品的优缺点，不断改进产品。通过测试，
学生发现问题了——不倒翁不倒是因为
上轻下重，为了让下面比较重，学生们在
填充重物时，试了各种各样的材料：小米、
盐、水，有的学生将蛋壳装上大米后，发现
不倒翁重心不稳定，蛋壳摇动时，里面的
大米也会随着蛋壳摇动而四处流动，重心
会不断变化方向。他们开始想办法将大
米固定住，有的用胶枪或胶水固定，有些
同学想到了把生日蜡烛熔化，在冷却过程
中，将大米固定在蛋壳上。不断地尝试、
不断地改进，最后得到一个令自己满意的
作品。

发布：因为疫情居家，学生在网上发
布成果。作品的成功面世传达了对科学
概念的正确理解，小设计师们内心满满的
都是成就感。学生关于这一问题的认知
进一步获得提升。他们将会开始一个新
的循环，甚至继续开发 2.0 版本或创造新
事物⋯⋯

将设计思维融入课程体系

不只是“战疫不倒翁”，不只是在以探
究为主的科学实验和综合实践活动领
域，在数学领域、语言领域、劳动领
域、社会研究领域、艺术领域；不需要
顶尖的“STEM 实验室”，不需要创客
工具包，也不需要 3D 打印机⋯⋯“拆
客空间”项目化学习，如同田野里那一
簇簇蒲公英的种子，在中央路小学的课
程体系中落地生根，自然生长。

儿童设计思维融入基础型学科课程，
高品质学习发生了。数学课堂上，教师带
领学生探寻神奇的 0.618，首先溯源与明
晰生活中的 0.618，解析黄金分割在摄影
中的运用；再分组开展项目化学习，利用
阅读、比较、分析、测量等多种方法从书
法、绘画、建筑、人体美学、音乐等领域对
0.618进行深入探究，从视觉、触觉、听觉、
味觉、嗅觉多感官感知黄金分割在生活中
的广泛应用；最后运用黄金分割进行建筑
搭建、插花、音乐创作、摄影构图、汉字结
体、“为妈妈选择合适的高跟鞋”等的设计
和制作，听取改进意见，优化自己的产品，
让自己的设计更好地服务于生活。融入

儿童设计思维的课堂上，学生边做边学，
不仅仅获得新知识、新经验，更获得创造
力以及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新、都能推动
世界积极转变的创新意识和信念。

儿童设计思维融入拓展型活动课程，
全要素育人开启了。学校将“儿童设计思
维”融入德育及综合实践活动，整体设计，
贯穿全年的“萌学园之节”8 个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其内核是“全要素育人”，跨
越 8 类智能发展领域。如 2019 年“璀璨
央小·汉字星光”综合实践活动，学生
将汉字研究和拆创科技相结合，利用身
边常见物品，拆得汉字模型所需材料，
在理解旧物构造原理的基础上，运用信
息编程等技术，研制出各种会发光、会
唱歌、会舞蹈、能互动的最有温度的

“央小汉字符号”，在“拆客集市”展示
并由全校师生推选最佳设计。再如，
2020年在南京即将开始施行垃圾分类制
度时，学校“萌学园之节·拆客星球”
综合实践活动将主题定为“垃圾的奇妙
之旅”。学生们研创出许多具有创意的新
型垃圾桶，并受邀参加南京市星光嘉年
华活动，分享学校“拆客空间”的设计理念
与经验。

设计思维不仅以人为中心，还是一
种全面的、以人为目的的、以人为根本
的思维⋯⋯这种方式可以整合到拓展型
活动的所有层面，能让学生学会“共
情”“理解”“服务”“改变”⋯⋯获得更
为全面的发展。

有个很会拆东西的美国男孩名叫凯
恩·蒙罗伊，他喜欢游乐场，在只有胶
带、捆包带、大量纸板箱的条件下，设
计了属于自己的游戏。每周末，他都会
带着自制门票站在街旁，邀请附近的行
人参与游戏。一个偶然的机会，电影制
片人纳凡·穆立克遇见凯恩，惊讶于他
设计的游戏，就为凯恩组织了快闪活
动，还制作了一部纪录片⋯⋯短片如病
毒般快速传播。凯恩还与穆立克共同创
立了“想象基金会”，发起“全球纸版游
戏挑战赛”。

如果拥有足够的创造力、足够的观
众，也许，“拆客空间”里这些爱拆、会
拆的孩子，明天也能成为凯恩，创造出属
于自己的“游乐场”。

（作者单位：南京市中央路小学）

“拆客空间”放飞儿童设计思维
——南京市中央路小学科技创新教育新探索

林虹 刘夕冉 徐姗姗

北京市昌平区巩华学校发挥校园“开心农场”
优势，将土地划分到班级，根据节气设计劳动课
程，从整地、播种到除草、采摘，学生们挥舞铁
锹，出力流汗，亲身感受传统农耕劳动的辛劳和收
获劳动果实的愉悦。图为巩华学校学生在“开心农
场”采收葫芦。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农场就是大课堂

教师是特殊的园丁。园丁面对的是
树木，教师面对的是有思想、有情感的
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人是
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

学生自身人格是在潜移默化下逐渐
发展形成的。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讲的不仅仅是伦理道义，更是指
在人格养成、情感培育、能力成长方面
老师对学生的深度影响。

在学校，教师是学生除父母外最亲
的人，教师必须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加强作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下功
夫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但我们必须明
白，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是一项非常复
杂的工程，是以教师的专业修养和大量
的身心投入为支撑的。

良好的师生关系首先应该体现在课
堂上。教学需要和谐安全的课堂氛围。
如果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就能够自由地
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用担心会被教师讽
刺或是挖苦；有自己信任的老师在场，

学生在课堂中就可以积极表现自己而不
用担心被其他同学嘲笑或是攻击；良好
的师生关系为构建融洽的班级文化奠定
基础，学生在其中可以健康成长，可以
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

构建良好的师生关系是以老师有效
解决学生不断涌现的各类问题为基础
的。

例如，高中学生面对高考压力，有
些学生早先单纯的好奇心逐渐消退，失
去了主动探索的兴趣，濒临“内卷”风
险。教师在此时务必高度警惕，关注每
个学生细微变化，发现问题及时挺身而
出，勇于解决问题。为保证课堂效果，
教师可以联系学生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或
是学生熟悉的案例来导入教学，降低学
生对知识学习的抗拒性，使学生能够做
到学以致用。要把课本中的知识生活
化，使学生体会到知识就活跃在生活
中。本人从事高中化学教学工作，在化
学课开始之初，我为学生讲解了一些生
活中常见的事例，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然后从化学的角度解释这些事例，使学

生体验到有趣的生活中的化学。比如
“为什么铁锅会生锈”“如果经过高温加
热的油锅着火了，我们应当怎么做”，当
学生自觉地联系生活中发生的事件时就
能够更加深入地了解化学知识，也有助
于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符合学生发展规律和学生实际的教
育方式，能够得到学生的广泛认可和接
受。同时学生们也能够深切感受到老师
为保证课堂效果所付出的心血。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务必管
理好自我，加强自我修养，自己先要做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首先要注意自己的
言谈举止，认识到自身的言谈举止对学
生有着重要的影响。教师可以通过树立
自身良好的形象，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
生。文明的传承，身教甚于言教，“言传
身教”“正人先正己”，自己要做学生的
榜样。只有本人做到言行一致，才能够
得到学生的认可。一名教师，要坚决克
服自身言行不一，说空话、说大话、只
说不做的毛病。学生们对老师这方面的
问题极为敏感。以身作则，言行合一，

表里如一，是教师这个特殊职业的基础
要求、底线要求。教师一旦“过线”，对
自身形象会有不可估量的伤害，难以赢
得学生的信服，甚至对学生产生不良的
影响。所以，教师就应该做个严格自我
管理的人。

良好的师生关系，不止于师道尊
严，还要做学生的益友。要善于与学生
交朋友，有能力组织走心的交流。老师
正襟危坐，高高在上，便无法走进学生
内心；学生在老师面前不打开自我，就
等于没有给教师开展教育的机会，立德
树人又从何谈起？教师对待学生，务必
坦诚以待，以赤诚赢得赤城。中学生在
年龄和阅历上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丰
富，也体会到人际许多“偏见”的存
在。作为教师，要对偏见有正确的认
知，要坚持在自身和学生之间建立平等
对话交流的教学氛围，尽可能做到公平
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使每一个学生在这
样的民主氛围中舒展成长，逐渐建立自
信自尊自强的优秀人格。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北中学）

从精微处着手构建良好师生关系
孙鸿侠

⦾⦾我见

⦾⦾图片新闻

⦾⦾
关
注
统
编
三
科
教
材⦾⦾课改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