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范家小学夏校记
——四川一所农村学校暑期托管服务纪实

李丽

今年暑假，为扎实推进“我为群
众办实事”活动，将减轻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双减”工作落到实处，四川省广元
市教育局在小学阶段推出暑期托管服
务。范家小学也积极响应，学校要求
教师根据个人实际情况自主报名，以
5 天为时间段，能在哪个时间段参加
就参加，不能参加也没有关系，不与
任何考评、绩效挂钩。在教师不足的
情况下，学校向社会招募大学生志愿
者以补充师资。上不上托管班，学生
自主参与，并根据本校学生参与情
况，向支持和认同范家小学办学理念
的部分家长对外开放10个名额。

在张平原校长的部署、王毕卫副
校长的牵头下，学校成立了专门的课
程研发小组，等学生考试一结束，老
师们就投入到暑期课程研发中。老师
们利用以往的乡土课程，结合夏季特
点，从教育改革的整体目标出发，对
环境、资源、文化、改革意识等方面
进行综合分析，在不断地修改、打磨
和头脑风暴下优化课程方案，用一周
时间开发出多种适合儿童暑期托管的
课程，其中成长课有“自古英雄出少
年”“遇见强大的自己”“做一个阳光
少年”“知行合一更可贵”，探究课有

“昆虫的世界”“南瓜的奥秘”“神奇
的叶”“认识野菜”“春苗行动”，体
验课有“林间探秘”“空巢老人调
查”“伐竹制筏”“制作南瓜饼”“儿
童根雕”，项目课有“石头画”“参观
水电站”“农家小甑酒”，建造课有

“搭建窝棚”等，还设计了“自导式
学习 （根据不同年级自主制订学习计
划） ”等形式多样的课程。

虽然生活在范家小学的孩子们从
未脱离过自然环境，在正常学期内，

每周三下午开设的乡土课程中也有
“林间探秘”这门课，但由于只有一
个半小时，步行距离有限，观察到的
动植物种类有限。利用暑托班进入到
更 远 的 山 里 ， 并 借 助 手 机 APP 识
别，对认识很多以前不了解的动植物
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考虑到七八月
正是雨水充沛、植被生长茂盛、动物
最活跃的时节，我们设计了三个林间
探秘课程。

其中一个课程的内容是巡山探
洞，岩石调查。学校地处山区，地理
环境构成丰富，地质形态保存完好，
许多地方尚未遭到人为破坏。因此，
在这个课程中，我们设计了地质勘
察，发现了尚有争议的“冰川遗址”
以及大大小小的溶洞，带领孩子们一
起探究溶洞的形成原因，并在不同位
置的河床收集各种岩石标本，回校后
根据岩石种类、颜色、结构、硬度、
条纹进行分类，通过利用放大镜观察
岩石颗粒、岩石互相敲击、在岩石上
滴稀盐酸等方式观察岩石。

通过这样的课程，我们想要传递
给孩子们的是：处处皆课堂，要热爱
自然，常在大自然中行走，才能更好
地感受生命的美好，理解生命的意
义。这些基于学校丰富的自然宝藏所
开发的乡土课程，虽然不能直接提升
孩子的学业成绩，但在孩子们的欢呼
雀跃声以及闪亮的眼睛中，我们看到
了比分数更有价值的东西——好奇
心、自信心、求知欲和意志力。

根据课程安排，我们还特别印制
了“范家小学夏校记”学生手册。手
册中每门课程都有对应的前置教学以
及课后作业或任务，需要孩子们通过
查、询、读、写、绘、讲、制作、讨
论等方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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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带着两个孩子从大城市“逃离”，
来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任教，两

个孩子就在范家小学读书。很多人都很好
奇，为什么要来到这样一个快递都不直达的

角落，常常有人问我范家小学到底有什么秘
密，有什么背景，甚至有人暗暗示意我，希望

能在媒体一片唱好范家小学的情况下，有没
有什么“内幕”可以透露。我总是无言以对，

因为外界所看到的范家小学，既是真实的范
家小学，又不是真实的范家小学，范家小学以

它自己的模样而存在。为了回答大家的疑
惑，我以本次暑期托管服务为例，为大家呈现

一个我眼中的范家小学。

课堂从教室操场走向山林田野、深
谷溪边、庭院溶洞。学习方式也从老师
讲授、学生聆听转为师生齐动手参与，
甚至学生为主、老师为辅。学生大胆创
意，尽情发挥想象力，没有标准答案，每
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授课队伍也从单一
的学校老师，加入了许多民间艺人、工
匠、酿酒师傅等有一技之长的村民。

当全国出台暑期托管政策时，学校
也积极响应，但学校本身就面临师资紧
缺、一人多岗的情况，加之老师们平时
都住校，只有法定节假日才能回家团
聚，绝大多数老师的实际情况是不允许
的。因此，张校长决定让老师根据家庭
情况自主报名、轮流托管。另外，我们
相信，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
能、促进就业创业必然前途广阔、大有
作为。虽然对小学阶段的孩子来说，谈
择业还为时过早，但是让他们看到三百
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非常重要的。学
校所在的苟村，也有许多能人巧匠留在
家乡创业。张校长认为，如果能充分发
挥他们的作用，将破解学校师资紧缺、
技能单一的尴尬。当地一个成年劳动力
打零工一天的收入大概是 120 元，学校
付给民间艺人 150 元，既发挥了他们的
社会价值，又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无论是根雕课、石头画，还是制作竹
筏等，都对孩子们的空间立体感、精细动
作发展要求很高。在完成作品之前，老师
要指导学生根据材料设计作品的大致形

状，通过组织学生讨论，确定要使用哪些
材料、工具、方法。我们给孩子们提供了
捐赠来的平板电脑用于查询和记录。

根雕课上，孩子们带着前一天在河边
捡来的树枝和树根来到根雕艺人李天军师
傅家。李师傅大概 6 年前开始自学根雕，
是附近十里八乡有名的手艺人。当李师
傅打开了门口堆满巨大的树根、树枝的
工作间，孩子们不禁发出阵阵惊叹：外
面看似破旧的小房屋，里面竟“暗藏玄
机”。各式各样的工具排列整齐，李师傅
如数家珍地介绍它们的使用方法和注意
事项。学生们听得十分认真，生怕漏掉
了什么。在成品展示间，看着一件件形
态各异的树根在李师傅的巧手雕琢之下
变成一件件精美的作品，孩子们发自内
心地佩服李师傅并且跃跃欲试，想要自
己亲手制作根雕。当孩子们拿到需要的
工具，李师傅和老师们根据孩子们的想
法，帮助他们设计，剩下的就由孩子们独
自打磨、雕琢完成。整整一天的时间，孩
子们自然而专注地投入在自己的制作中，
丝毫不需要老师的督促提醒，我们欣喜地
看到了教育最美好的状态。

孩子天然亲近水，喜欢玩水。当他们
听说第二天一早要去砍竹子做竹筏时，都
异常兴奋与期待，晚上不需要老师催促就
早早上床睡觉了。早上6点半，我们准时
出发，去往三公里外的竹林砍伐最适合做
竹筏的斑竹。学生分成三个小组，每个组
员承担一个角色、一个任务。这是一场需

要发挥团队协作能力，又对体力与耐力极
具挑战的考验。对平时没机会走这么远的
孩子们来说，确实比较辛苦，但相较于身
体的疲惫，孩子们更期待快点儿到达竹
林。比茶杯口还粗的竹子一根就有二三十
公斤，竹子砍下来后，孩子们要测量需要
的长度，将其锯短，两人一组抬下山，此
时已经是上午9点多。长时间、长距离地
顶着烈日负重前行，对孩子们的体能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考验，然而他们都做到了。

在竹筏捆扎实验中，孩子们先按照
自己的理解捆扎，经过多次失败后，部
分孩子失去了耐心，将模拟实验用的竹
筷和绳子扔到地上。这时，老师跟他们
一起探讨绑扎方法，直到他们对自己重
新恢复信心。孩子们经过反复实验，最
终都能摸索着将竹筷固定捆紧，将捆扎
好的实验品放入水中做承重实验，再根
据长宽比例得出最佳的承重效果。当孩
子们得出了“竹筏越大，承重越大”这
个结论时，我们开始了竹筏浮力大小与
哪些因素有关的探讨⋯⋯

当来到河边实战捆扎竹筏时，孩子们
已经非常熟练，除了因力量不够大需要
老师协助捆紧外，其他都能独立完成。
当大家七手八脚、怀着忐忑的心情把竹
筏放进河里，看到竹筏稳稳地漂在水
中，孩子们高兴地跳了起来。大家自发
排好队，两三人一组开始漂流嬉戏，老
师们也不禁被他们的情绪感染，心里充
满了自豪与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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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托班中除了20多个范家小学本
校的学生，还有 9 个来自上海、广州、
成都、杭州等大城市的孩子。这些孩子
的父母曾经来过范家小学参观，对范家
小学的教育理念非常认同，听说范家小
学开办暑托班后，他们第一时间把孩子
送来“蹭课”。暑托班便有了学员地域
广、年龄跨度大、教育背景不一的特
点。在课程中，老师们充分考虑到这
一特点，课题的选择从天文到地理，
从人文历史到风土人情，从野菜树叶
到鱼鸟昆虫，是有一定的跨度。

来自广州的李同学，平时家人不舍
得让他动手做家务，在空巢老人调查课
上，他认识了一位 80 多岁的独居奶
奶。老奶奶的左手残疾，但不得不自己
照顾自己，她的儿子及孙子在外打工，
春节才会回来，老奶奶因为年龄太
大，腿脚不便，已经好多年都没出过
村子了，哪怕去镇上赶集也成了无法
实现的愿望。李同学小小的心灵被深
深震撼，在他的理解中，想去哪里，爸爸
妈妈开车就到了，再远一点儿，坐个动
车、飞机也很快就到了。他蹲在老奶奶
面前，礼貌又真诚地关心老奶奶的身体
状况，主动帮老奶奶打扫庭院，把堆放
在门口的木柴摆放整齐，这些都让李
同学的父母感到非常意外，他们心中
那个调皮、不懂事甚至开始叛逆的孩
子，怎么一下子就变得如此温柔？

来自杭州的傅同学应该也是被父母
“骗”过来的，开始时，他对老师有一种敌
意，似乎觉得我们都是他父母的“帮凶”，
我们跟他说话他也爱理不理，活动也不
愿意参加，只喜欢自己在一边看书。在

“昆虫世界”探究课上，他对各种各样的
昆虫非常感兴趣，跟着老师到处寻找昆
虫，如果找到了书中描写的昆虫，会兴奋
地大叫。他会和同学们一起拿着虫子追
着老师不停问问题，跟老师同学一起寻
找答案，还把昆虫喂养起来随时观察。
孩子们认识到，在人类上帝视角下，小小
的昆虫也有无穷的生命力与独特的魅
力。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傅同学一改刚
来时的郁闷消极，主动参与到活动中来，
甚至开始“调皮”，让我们感到，他开始
真正放松下来，享受整个过程。

我们也见证了，当范家小学的孩子
们在水中欢快地嬉戏，在河边沙滩、石
头堆里寻找“宝藏”，肆意地在阳光下挥
洒童真与汗水。而最初，城里的孩子们
小心翼翼地在河边一点点尝试，有沙子
或小石子进到鞋里时就紧张难受、停滞
不前，但看到村里的孩子们玩得那么开
心，这种放松感染了他们，最后，他们也
不管不顾，一口气走到浅水里，完全沉浸
其中，享受凉凉的河水抚过身体的奇妙
感觉，将夏日里的烦闷炎热一扫而空。

暑托班临近结束时，来自江苏的范
同学越来越不想离开，经常跑去校长办
公室，问可以开范家中学、范家大学
吗？这样他就可以一直待着不走了。
还有小壮、小刘等孩子，在见到爸爸
妈妈那刻起，就叽叽喳喳跟父母分享
这一个月的经历与收获，托父母转达
他们对全体老师的感谢与思念。孩子
们天真可爱的行动和语言，表达了他
们对范家小学最真实的感受，从最初
的陌生排斥，到熟悉接纳、喜欢留
恋，这就是范家小学独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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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次课程结束，孩子们都会主动在学习手
册上记录这门课程的所见所闻所感。比如，在

“昆虫世界”这门课，通过白天和夜晚在不同环
境中观察昆虫，结合绘本阅读，孩子们发挥想
象，赋予昆虫丰富的活动：约会、比赛、开会
等，创编出自己的绘本。

暑托班结束时，手册已经被学生们涂涂画画
写满了，用一个学生的原话说：这是他第一次主
动自发完成的练习册。

为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2016 年，范家小
学的孩子通过“美丽乡村体验活动”深入社区，参
与社会调查活动。今年夏校也保留了这一活动。通
过空巢老人调查，孩子们了解到，在他们的幸福生
活之外，人间疾苦原来是真实的存在，幸福的生活
也并不是理所当然、唾手可得，需要几辈人的不懈
努力。正如这些暑托班家长所感受到的，“范家小
学做到了让孩子们在玩中学，深入体验了不同的生
活，看到了他们从未看到过的人群、生活和工作状
态，学会了自理、自主和尊重”，“范家小学给予孩
子充分尊重、宽容与理解，相信每个孩子都是独特
的存在，这份信任会让孩子们更强大”。

范家小学有这样的土壤让这些种子生根发芽。
允许孩子犯错，把每一次犯错视为宝贵的成长机
会；允许课堂不那么有序，老师不再是教室里的
权威，而是孩子学习的协助者；允许孩子自主安
排学习进度，不做横向比较；改变评价体系，不
再唯分数论英雄，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成为自信阳
光的好少年。成年人的认知是有限的，用有限的
认知去看待有无限可能的孩子们，过早判断孩子
的未来，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夏校结束已经快一周了，但孩子们的笑脸依然
历历在目，耳边似乎还回荡着他们在山间田野纵情
的歌唱声，在青山绿水中的欢笑打闹声。夏校既陶
冶了孩子热爱自然、热爱家乡的情操，又疗愈了他
们学习的疲惫。这点点滴滴，已经被时间的线轴穿
成洁白无瑕的珍珠，储存在孩子们的记忆里，成为
他们美好童年难忘的经历。

多年来，在张平原校长的带领下，范家小学坚
守为学生服务、为家长服务的办学理念，已经开展
了4次暑假留守儿童托管夏令营活动。张校长常常
给我们讲，乡村教育是基于乡村环境、乡村自然资
源与人文资源优势的现代教育，对于启迪儿童生命
智慧与培育生命韧性具有天然的优势。在这个看
似没有学历却有厚重文化的熟人社会，比较容易
滋养出讲良心、讲情义、讲诚信的品质和具有勤
劳、坚韧、勇敢品格的孩子，这可能是乡村儿童
走向未来世界的宝贵财富。在信息化时代，大山
深处的乡村儿童打开电脑，所了解的世界与城市
儿童是一样的。乡村学校利用暑期托管，开展项
目式、探究式、体验式课程，不仅可以解决农村
外出务工父母的后顾之忧，解决留守儿童的孤独
之苦，还可以为城市儿童提供了解自然、亲近自
然，消除因课业负担带来的疲劳、紧张的情绪，体
验美丽乡村生活、了解新农村建设成就的机会。目
前已经有来自成都、遂宁、广元市区的多个孩子转
学到范家小学，也有家长在村里租房陪读。这些家
长和孩子在范家小学都非常愉快。

（作者系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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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自己制作的竹筏上漂流学生在自己制作的竹筏上漂流。。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

根雕艺人李天军教学生制作根雕根雕艺人李天军教学生制作根雕。。 学校供图学校供图夜观昆虫夜观昆虫。。

时间
日期

7月26日

8∶40 14∶20 18∶30 19∶40

12∶00 16∶30 19∶40 20∶30

范家小学夏校课程（部分）

~

成长课：

自古英雄

出少年

荷塘赏景 溪边戏水

~ ~ ~

7月27日

找鸟窝

寻野果

捡蘑菇

为空巢老人

献爱心
自主活动 观看电影

7月29日
探究课程：

昆虫世界
作业辅导

自主阅读
观看 《昆虫总动员》

晚间阅读

8月2日
伐竹制筏

溪涧漂流
探究课程：

南瓜奥秘
村游散步 作业辅导

8月3日 制作南瓜饼 成长课：接纳新事物

8月12日
项目课：

水的奥秘
农家小甑酒

自制醪糟
溪边拾趣 拜访村居

空巢老人

生活调查

寻野猪

做柳哨

视觉中国

供图

学生下地摘菜学生下地摘菜，，为村里的空巢老人做饭为村里的空巢老人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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