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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叮铃铃”，早读时间到了，成都协

同外语学校二年级学生小宇拿出《马

小跳玩数学》大声朗读起来。这是学

校的数学早读时间，学生们拿出最近

正在阅读的数学主题书籍，在朗朗书

声中开启一天的学习时光。这是学校

正在推进的全科阅读计划，语文、数

学、英语都有早读和专题阅读课。

校园里，走廊上的阅读区、教室

里的阅读角、图书馆，处处都能见到

孩子们沉迷于阅读的身影。因译介

绘本《花婆婆》到国内，被尊称为“花

婆婆”的中国台湾著名绘本作家方素

珍在成都协同外语学校内建立了个

人工作室，依托工作室以及方素珍绘

本馆，学校开设了一系列原创绘本教

育课程，学生们小小年纪就懂得用绘

本表达心中的奇思妙想。

每个学科
都有阅读的生长点

“一所不爱阅读的学校，永远不

可能有真正的教育。”成都协同外语

学校小学部校长尹宏是四川省特级

教师，也是北师大版小学英语全国

教材编委会成员和培训专家。他认

为，学生阅读的兴趣和习惯将伴随

其终身，开展全科阅读将在校园形

成“阅读的场”，潜移默化地让学生

爱上阅读。

“其实，数学学习和孩子的阅读

理解能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数

学老师谌鲜鲜介绍，学校为学生准备

了《马小跳玩数学》、《数学真奇妙》等

与数学有关的阅读书单。学生通过

阅读了解数学知识，不少学生还会做

数学阅读小卡片，用来记录阅读进度

和收获。阅读的方法可以迁移到教

材。谌鲜鲜一边说，一边拿出学生绘

制的“圆柱和圆锥”单元的思维导图，

学生们思路清晰，知识点完整，让人

赞叹。

英语阅读成果更为丰硕。一套

分级阅读绘本《多维阅读》，学生一年

就能读完 12本，更不可思议的是，六

年级学生会在毕业前读完一本英语

原版小说。小学部英语备课组长魏

玲解释，这对于学生来说，并不是太

难的要求。学校是外语特色学校，并

且英语阅读课程难度形成了梯度，学

生从一年级开始，在师生共读、经典

章节精读等氛围下，能力会逐步提

升。阅读课上还会进行英语绘本剧

的表演和创编，增加趣味性。

阅读成果展示不仅在教室，还在

更大的舞台。在学校的演艺厅里，每

个月，孩子们都会进行一次主题式阅

读学习成果展演。以《地球家园》成

果展示为例，孩子们会在舞台上背诵

数十首相关诗词、表演舞台剧、演唱

地球家园主题英语歌曲等。由语文、

数学、英语、科学等学科的老师一起

设计。

绘本课程
激发学生创作欲望

三年级学生许航程在两年前创

作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本绘本——

《什么是勇气》。在绘本中，他图文并

茂地讲述道：我是个胆子很小的男

孩，害怕登台唱歌，但又羡慕敢上台

的人，害怕黑、害怕怪兽、害怕呛水

……

如果不是这部作品，许航程的父

母还只知道孩子内向，并不知道孩子

内向的原因在于他对外界环境的恐

惧。创作完《什么是勇气》后，许航程

勇敢了很多。

在尹宏看来，绘本创作不仅是表

达，对低龄孩子来说，绘本阅读还是

构建认知的重要渠道。“绘本里色彩

绚烂的图画、天马行空的故事让我觉

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有了创作的欲

望。”许航程说。

在成都协同外语学校，爱创作绘

本的学生还有很多。小学部通过组

织原创绘本活动和绘本剧表演活动，

共征集了 279本孩子们的原创作品，

其中，22本作品入围了首届四川省少

年儿童原创绘本创意活动优秀作品。

这背后是学校场馆文化和课程

资源的支撑。比如，依托工作室，方

素珍长期给学校输入优质原创绘本

和绘本阅读课程，一批有原创绘本教

学能力的美术教师成长起来。

美术教师李玉兰展示了用于原

创绘本教学的“魔法书”。两张 A4
纸，经过巧妙的穿插，就能叠出一本

能够画16张小图的“魔法书”，足够讲

一个完整的故事。李玉兰介绍，学生

们经过模仿和加入自己的经历，两节

课就能画完一本“魔法书”。有基础

的学生能够实现 100%原创。学生朱

亭羽创作的《森林超市》就是一个纯

原创绘本，以啄木鸟在森林开了一家

超市开头，讲述啄木鸟和动物们的趣

事。

如今，成都协同外语学校把“三

会（学生读书会、教师读书会、家长读

书会），两赛（原创绘本比赛、绘本剧

表演比赛），两平台（方素珍成都工作

室、儿童原创绘本馆）”作为建设书香

校园的抓手，提升学生的阅读素养。

“学校计划培养50个儿童阅读指

导师、1000 个故事妈妈。”尹宏介绍，

学校还将家校联动作为书香校园建

设重点，通过向家长发亲子阅读倡议

书、鼓励孩子和家庭一起制订家庭阅

读计划、组织家长读书会等，带动书

香家庭建设。

每年夏季，各地都会启动

“防溺水教育”，然而青少年溺

水的事故仍在不断上演，这不

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

游泳本是夏季标配的体育

运动，能增强体质，锻炼身体的

协调能力。但时下，我们在防

溺水宣传教育中普遍存在一个

误区，那就是总是教育学生“水

如猛兽”，唯有远离水才是最安

全的。在一些成人和孩子看

来，有水的地方就是“禁区”，不

敢越雷池一步，结果很多孩子

不识水性。然而，一些孩子会

因为好奇，而“冒险涉水”，结果

引发溺水悲剧。

我们的防溺水教育，应变

“堵”为“疏”，要教会孩子游泳

的技能，有不畏水的资本。

据媒体报道，在国外，孩子

们出生几个月就被父母扔进水

里学游泳，而且在一些国家和

地区，急救技能已经全面普

及。在日本和法国，普及自救

急救知识已经纳入小学生课

程；美国的急救课程从幼儿园

开始，在 2—6 岁，让孩子明确

知道哪些东西是危险的，到了

初中，就要接触真正的急救方

法。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让

我对防溺水教育有了新的思考

和认识。曾有人大代表提交提

案，建议学校开设游泳课，并将

游泳纳入中考体育考试内容。

我认为，学校在这方面可以积

极主动，顺势而为，配备教师、

教材，开齐开足课时，增设游泳

实践课，开展游泳技能比赛，开

展溺水急救，特别是心肺复苏

的培训，提高学生的急救能力，

降低溺水死亡的风险。

在我们的生存环境中，存

在许多复杂的、不确定的因素，

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和风险。

比如，随着水利兴修，出现了不

少“机挖塘”；由于道路、城市建

设土地整平需要，出现取土区，

自然形成低洼地带，出现了许

多不知名的“深水塘”。然而，

并不是每个危险水塘都圈起了

栅栏或盖上了盖子，也不可能

孩子走到哪里，大人就如影随

形地跟到哪里。因此，防溺水

教育，应变“堵”为“疏”，要让孩

子们认识水，提高他们识水防

水的意识，减少或避免溺水事

故的发生。

作为学校，应该把游泳列

入必修课，并作为体育运动的

课程，进行考核，学生必需达标

才能毕业。同时，预防溺水的

重心应从过去的宣传教育转移

到实战演练。在演练中，也应

根据孩子的身体状况，选择合

适的时间、地点进行训练。要

在大人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下，

以专注而又严谨的态度，从简

单的游泳动作做起，在训练中，

促使孩子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

和自我保护能力的提升。如

此，防溺水教育才能真正落到

实处。

作为家长，要充分利用和

发挥自身的教育优势，破除僵化

的“畏水思维”，和孩子一起亲近

水，带头学会游泳。当然，家长

还需要通过身边的人和事或防

溺水宣传教育影片，让孩子认识

到游泳也有溺水的风险。

父母也不要忘记曾走过的

路，要体会到孩子在炎热夏季

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因势利导，

鼓励孩子学游泳。当然，孩子

小，仅凭自己从课堂学的知识

是有限的，还要从大人那里得

到一定的帮助。家长要用心并

准确回答孩子学游泳过程中的

一些具体问题，告诉孩子，在开

始学习游泳时，免不了会被灌

几口水，但不能因噎废食，半途

而废。学游泳有一个适应的过

程，只要坚持练下去，就能释放

自身的潜能，从中体会到游泳

的快乐和价值。

把当妈妈的生命感悟
分享给学生

半年的分离，学生们在上网课

时，看到的只是廖老师认真教学的

样子，他们不知道，在廖老师的肚子

里，有了新生命的孕育。

“我想到可以通过写信这种方

式，把自己怀孕当妈妈的一些感受，

包括身心的变化告诉孩子们，让他

们去认识孕育生命的力量。”在信

中，廖文茹决定将自己怀孕的消息

告诉学生，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认识

到生命的可贵。

“如果你有弟弟妹妹，你或许

知道，一个小生命从住进妈妈的

肚子里开始，就经历了很不一般

的旅程。而你，也曾经这样一点

一点地长大。”廖文茹将自己当妈

妈后对生命的感知写在信中，细

致地讲解给班上这些刚满 10 岁的

孩子们。

她耐心地告诉孩子们，生命

在最初的阶段是很脆弱的，需要

妈妈屏蔽掉外来的所有风险。比

如，过于剧烈的运动，不适宜的

生活用品或者药品，不适宜的工

作、居住环境等。她也鼓励孩子

们说，爸爸妈妈会为孩子创造良

好的“居住”条件，而且“小小

的你们也很努力”。

当妈妈是不容易的。廖文茹在

信中语重心长地说，怀孕是一段辛

苦的旅程，最初的日子，睡不着觉，

再后来，吃不下饭……然而每一个

母亲都会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孩子

忍受这些苦痛。她告诉孩子们：“你

们的妈妈，比你辛苦多了。爸爸妈

妈也许从不曾将这些告知于你，但

你有义务知道，并且体谅他们那一

颗爱你的心。”

每当廖文茹想到自己的宝宝也

和班上的孩子们一样，正在努力成

长，就“禁不住感到开心”。想起这

群自己从一年级带到四年级的学生

的成长变化，廖文茹仿佛也能看到

自己宝宝长大后的样子。

在回信中看到学生的
成长

在家的这段日子里，廖文茹放

心不下学校的孩子们。从家长的反

馈中，她听到了一些返校复课后关

于学生的“坏消息”。比如，有的孩

子上课看课外书或者做手工；有的

孩子知识点掌握不牢固，也没有用

心地去解决。

这让廖文茹的心揪了起来，她

想起班上这些孩子们也曾在生命之

初为了成长，珍惜来自父母或者外

界所有能获取营养的机会，但在这

段特殊的时期里，却有所懈怠了。

于是，她在信中给学生提了要

求：“如果让你对十年前那个小小

的、正在努力成长的自己说些话，你

会说点什么呢？”十年前，班上的学

生或刚出生，或还孕育在妈妈的肚

子里，廖文茹让学生回顾十年前的

自己，既是让他们知道生命向上的

力量，也是让孩子们主动和父母交

流，了解自己的父母。

在学生的回信中，那些真挚的

关怀让廖文茹被幸福包围。“廖老师

从前身体就不好，有了宝宝，是不是

该增肥了呀！”“等小宝宝到我们这

个年龄，我们都能自力更生了。”“廖

老师需要帮忙可以叫我，随时在线，

比心。”……

郭笑妮告诉廖文茹：“以前的自

己不懂妈妈的辛苦，有时还觉得自

己很幼稚，不懂事，经常给妈妈添麻

烦。所以我想对十年前的自己说，

在成长中一定会遇到挫折，但是不

要放弃，要相信自己！”

胡光弋的回信让廖文茹很惊

喜，平时在班上比较淘气的他，字

里行间却透着小小男子汉的成熟与

担当，他告诉廖文茹：“上课看

书、做手工这些问题，我会改正，

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在您的信

中，我知道了爸爸妈妈的辛苦，我

会努力读书，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我最近跟着爸爸妈妈学会了做回锅

肉、蛋炒饭，廖老师，我每天都想

念着您呢！”

“我的信中更多是教育和引

导，但是孩子的回信却还有对我的

关心和支持。”返校的这一周里，

廖文茹被懂事和贴心的孩子们包围

着，“孩子们帮着我做事情，照顾

我，特别感动！”廖文茹感受到了

学生的成长。

四川省特级教师、成都师范附

属小学语文老师姚嗣芳认为，我们

的教育太需要老师们眼中有人了。

廖老师就是这样一位用心的老师，

心中有培养完整人的意识，善于及

时把握教育契机，潜移默化中教会

学生爱。

“学生不仅能从中懂得父母养

育孩子的艰辛，知道生命成长的不

易，也会更加体贴老师，关心老师。

这样的师生关系，一定是和谐的。”

姚嗣芳说。

防溺水教育应
变“堵”为“疏”

■ 孙功道

成都协同外语学校：把“阅读的场”植入校园
■ 王琦 记者 胡敏

书香
校园

寓教于信寓教于信寓教于信

潜移默化中教会学生爱潜移默化中教会学生爱

“嗨，好久不见！一月离校六月归，算

来，我们大概有半年没见面啦！我猜你长高

了，可能也胖了点，当然，兴许更成熟了些！”

在返校的前一天，廖文茹决定为班上的孩子

们写下一封信。

廖文茹是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四年级六

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师。3 月初，她怀孕

了。5月，学生们返校复课了，考虑到身体原

因，她决定推迟一个月的时间回学校。

“成长的过程会有磕磕绊绊，会有和家

长闹矛盾的时候，我希望孩子们能够体谅父

母对自己的期待与爱，学会去观照自己的内

心。”廖文茹谈起写信的初衷时说。返校后，

廖文茹收到了来自学生的30余封情真意切

的回信，这样的惊喜超出了她的预期。

■ 记者 陈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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