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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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起养蚕——
从科学课到科学教育

让朱康冉获奖的，是她在疫情宅

家期间完成的一篇科学作文《小蚕与

丝绸》。

今年3月，朱康冉与班上的同学都

领到了一批蚕宝宝，开始了宅家养蚕

活动。这 4000 多条蚕的来历有些特

别，它们是毕业于东小，目前已经读高

一的汪诗杰学长自己养出来，专门送

给东小的弟弟妹妹的。汪诗杰说，当

年在东小时，由于调皮，毁掉了学校要

发给学生的三千多条蚕，在科学老师

的教育下，他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而

且从此对养蚕产生了兴趣。这几年

来，汪诗杰一直坚持养蚕、观察蚕、研

究蚕，从当年的“破坏者”，变成了一个

“蚕迷”。

有了这批珍贵的蚕宝宝，疫情期

间，东小三·一班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宅

家养蚕，坚持观察、记录。接近两个月

的活动中，孩子们把所观察到的蚕宝宝

的生长过程用图片、表格、日记等形式

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本本特别的作业。

每年 3 月，都是东小的养蚕活动

季。2009年来到东小任教的科学教师

王竞，结合大邑县当地的蚕茧产业，把

科学课本上的知识搬出了书本，养蚕

从此成了具有东小特色的科学活动课

程。不少孩子在升入四五六年级之

后，还保留了养蚕的兴趣爱好，还有的

孩子对别的生命产生了兴趣。现就读

于成都高新七中的一个学生，受到养

蚕活动的启发开始观察蚂蚁，几年来

对蚂蚁的观察记录细致入微，已经俨

然成为一个“蚂蚁专家”了。

从教数学兼职教科学，变成专职

教科学兼职教数学，王竞在小学科学

教育这条路上，已经探索了近 20 年。

在王竞看来，科学课虽然不像语数外

这些“主科”，与升学直接挂钩，但好的

科学课产生的影响，能够让孩子一生

受益匪浅。

科学课，学习科学知识只是一方

面，更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在一次次

亲近自然、发现问题、探索问题的实践

过程中，形成科学的精神和素养。“第

一是体会大自然，学会珍惜生命；第二

是坚持的精神；第三是边观察边记录，

实事求是的态度。”科学教育，是为了

让孩子养成科学家一般去观察、去思

考、去实践的习惯，是一种“养成教

育”，而非只停留在知识本身。这样的

精神和素养，不仅能够滋养孩子的人

格，还能间接地提高他们对其他科目

的掌握能力，逐渐养成具有科学精神，

又具有个性色彩的理解世界、解决问

题的方法。

王竞的数学课，就是通过将科学

课“探索、发现、解决”的理念融入，来

达到提高学生兴趣，激发学习主动性

以提升学习效率的效果。例如，在讲

授运算律时，王竞用几种类似的算式

创设出一个学生熟悉的数学情境，将

熟悉的知识点加以组合，引出新的知

识，这样，学生会自然地注意到类似算

式之中的联系，自发地将探索的方向

往交换律、结合律上靠，最终牢靠地将

其掌握。

类似养蚕这样的活动，在东小的

校本科学课程中还有很多。科学老师

们根据不同学段的学情，有机结合教

材，并和学校的科技周、大邑县科创活

动、成都市青少年创新大赛等活动有

效衔接，开发出了侧重点各有不同的

科学课程：低段课程重在激趣，鼓励参

与，主要以周末亲子实验的方式进行，

倡导家校联动参与；中段重在实践，贵

在坚持、体验、探究，比如养蚕、种植，

写观察日记；高段重在创新，各种能力

多元整合。学校大力倡导学生参加小

制作、小发明、小创造活动，定期开展

航空、航海模型制作比赛，建生态瓶，

制作鸡蛋保护器，以及开展科幻小论

文、科幻画创作等等。学校统筹、年级

安排、家庭配合，各种各样的科学课程

和科创活动，激发了学生学习科学知

识的情感，提高了学生的动手动脑能

力，让他们在活动中感受到生活与科

技的关系，提高科学素养。

“纸桥”连接——
家校合力助成长

在前不久结束的成都市2020年首

届科学创作实践活动（设计制作桥）

中，大邑县东街小学四年级一班的3名

学生代表大邑县“杀入”总决赛，取得

了优异的成绩。

从报名到完成比赛的一个多月

里，王竞见证了3位小队员的成长。

9 月初，经过校级初赛，东街小学

全校选拨了9人组成复赛选手，代表学

校参加县级比赛。由于力学知识的缺

乏，孩子们对纸的折法、纸的抗弯和承

重能力的了解都有限，在老师的指导、

父母的支持下，孩子们在校与老师、同

学讨论，周末和父母一起上网、上图书

馆查阅资料，逐渐对“桥”的定位和作

用机制、设计思路有了一套较为清晰

的认识。

孩子们自己动手用报纸尝试做了

一座自己设计的桥，在周一的时候带

到学校，虽然抗弯能力不强，但孩子们

的热情不减，创新能力逐步彰显。

复赛阶段，由四年级一班的3名小

队员——罗晓彤、严禹涵、杨茜羽组成

的东小代表队最终晋级，代表大邑县

参加成都市的比赛。准备复赛的过程

是不断尝试、总结、再尝试的过程，3个

小队员与老师和家长一起，反复尝试

设计的方案，用本子记下原因和自己

的想法，设计、制作、修改；总结、改进、

反思……从设计到讲解，从图纸到实

践，持之以恒，精益求精，3个选手根据

自身特点分工合作。严禹涵思维敏

捷，担任计算尺寸，裁剪报纸的任务。

他还请教了任职桥梁工作的爸爸，严

爸爸也亲自到校，耐心地指导孩子们

怎样最大程度地利用一定的材料设计

出结构牢固的桥。

成功总是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诞生

的。孩子们设计的一个个方案，都在

实践中遇到了一些问题：胶水多了，报

纸更软，不易承重；纸筒长了不容易

卷，短了效果不好，所做的尺寸不够规

格……一次一次的制作，都在问题中

被放弃，又展开新的方案和新的设计，

就这样，前前后后经历了一个月，3个

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下，坚持到

了最后。

在比赛中担任关键任务卷纸筒的

杨茜羽，最初是报名的 20多个孩子中

动手能力最差的一个。初试都没有通

过的她，抱着王竞嚎啕大哭，一定要一

个再试一次的机会，于是，王竞承诺，

如果她能自己做出一个有一定承重能

力的纸桥，就破格让她成为初试队伍

中的第 10名选手。那个周末，杨茜羽

在父母的帮助下上网查资料学习，经

过一番尝试，真的在周一把一个像模

像样的纸桥带给了王竞。

还有曾经大大咧咧，做事情常常

“坚持不到 30分钟”的罗晓桐，做事粗

心的严禹涵，在一个月的制作训练中，

都变得专注、细心了，思维也更敏捷

了，最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持之以恒、

反复实践的科学素养和科学态度。

这 3个孩子组成的队伍是全市 23
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团队，他们的表

现获得了在场专家、评委和老师们的

赞叹，最终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素

在第五届科学教育论坛上指出，在未

来，人机共存的时代，劳动者应该具有

分析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与人合

作、与人交流的能力，以及解决复杂问

题的技能才能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小

学的科学教育，除了带给孩子兴趣的

种子，它本身也是一颗“未来人”科学

素养的种子，是一颗培养孩子观察能

力、探究能力、持之以恒的精神以及实

事求是的态度的种子。

孙云晓作客
“文翁大讲堂”，
分享家校共育新
思想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 摄影

报道）11 月 17 日，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家、

二级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特

聘教授孙云晓作客 2020 年成

都市文翁大讲堂——云端报告

会，带来了一场题为《关于家庭

教育及家校共育的新思想》的

讲座。

讲座中，孙云晓结合自己

的研究与生活，讲述了新家庭

教育的理念和原则。他认为，

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

新家庭教育要注重家庭关系的

作用；要尊重儿童的权利；要

注重生活教育；要建立新的代

际关系观，父母需要与孩子一

起成长，甚至应该向孩子学

习；要将中外优秀文化融会贯

通，提高文化自信。他建议在

家庭教育中要注意给孩子科学

的教育、呼唤真爱的教育、平

等和谐的教育、积极阳光的教

育、家校互助的教育。并强调

在家校共育中，要坚持学校的

主导地位，家长应该监督建

议，但是不能干预学校的管

理、教学、教研等工作决策。

讲座结束后，孙云晓与现

场教师积极互动，交流观点。

成都市实验小学校长李蓓聆听

讲座后感叹道：“对于家庭教育

和家校共育，孙教授给了我们

很多新的理念，方法论方面，请

家长分享经验也很实用，希望

孙教授给学校更多的方法。”孙

云晓回应时指出，学校对学生

成绩的关注不能只看分数，而

要分析本质的原因，即学生当

时的生活状况，与家长共同解

决问题。

蒲江县北街小学三年级一

班徐凡婷的妈妈伍娟通过线上

直播观看讲座后，也与孙云晓

连线，请他支招如何管教家中

的两个孩子。孙云晓建议她

要遵从生活教育的原则，尊

重孩子的个性和差异，同时

充分发挥姐姐的榜样作用。

据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 副 院 长 谭 文 丽 介 绍 ， 自

2012 年起，成都市教科院每

年举行十余场文翁大讲堂，

为全市教师介绍先进教学理

念和方法。本次大讲堂通过

线上线下同步进行，不仅活

动现场的 200多名教师代表聆

听了孙云晓的精彩讲座，成

都市各 （市） 区县的 5万余名

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还通过直

播聆听了讲座。

前几天，朋友带着他儿子到附近

公园玩沙。这是他的儿子第一次玩

沙，舀沙的动作虽不熟练，但脸上表

情却充满兴奋与喜悦。不过，后来沙

池来了一位年约 3岁的小男孩，这个

男孩会习惯性地将沙子往后撒，他才

进来沙池没多久，就有一个小朋友被

他撒得全身是沙。朋友看这个男孩的

父母都不在身边，便主动提醒他：

“小朋友，不可以将沙子往后撒，这

样沙子会撒到别人，很危险。”男孩

没等朋友把话说完就急着跑到另一边

去玩了，朋友一脸错愕，无奈地摇着

头。

突然，一堆沙从天而降，朋友的儿

子脸上和眼睛里全是沙子，他痛得又

哭又叫，原来，又是刚刚那个男孩撒的

沙子。朋友立即找来水帮儿子清理眼

睛里的细沙，就在这忙乱的时刻，那位

惹祸的男孩站在朋友身边说了一句

“对不起”，可朋友的儿子却越哭越大

声，全身不停地扭动，这句“对不起”在

这时听来显得有些刺耳。

朋友把儿子脸上的细沙清理完毕

后，男孩的父亲又过来跟朋友说对不

起。朋友告诉男孩的父亲，男孩并不

是第一次乱撒沙子了，刚刚有另一个

小朋友也被他撒得全身是沙。那位父

亲听了只是尴尬地笑，并没有承诺任

何积极的做法。才一回头，刚刚那位

惹祸的男孩又继续在沙池里玩起沙

来。朋友气恼地说：“如果没有任何积

极的改正做法，那么刚刚那句‘对不起’

究竟有什么意义？”

当孩子犯错时，大人常教导孩子

要说“对不起”，但在这句话背后，其实

有更重要的教育含义，孩子在说完“对

不起”之后，不是立刻和刚刚犯错的事

做切割，而是要了解为何说“对不起”，

错误的行为是什么，造成了什么影响，

以及如何从这个错误中寻求更积极的

改善作为。

如果父母没有引导孩子去做这些

省思，没有引导孩子去思考该怎么做

才是正确的，只是单纯要求孩子说出

“对不起”，那对于事件的受害者并没

有太大的补偿意义，而对孩子来说，更

失去了在错误中学习的好机会。

幼年的生活经验是孩子未来人

格特质的基础，如果孩子在错误中

没有得到良好的引导，当他长大后

到社会上工作时，也会以此模式与

别人互动。这样的模式影响的不仅

仅是个人的人际关系，还会直接影

响工作品质及绩效表现。所以，当

孩子在幼年时期不小心犯错时，除

了提醒孩子要有认错的勇气之外，

更要提醒他们从中去反思及调整错

误的行为，这对孩子的教育才有正

面积极的帮助。

说了“对不起”之后……
■ 陈勇钊

大邑县东街小学荣获全国“科普科幻创作人才培养基地”称号——

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在孩子心中播下科学的种子子

11月 1日，2020中国科幻大会“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专题

论坛”在北京举行，大邑县东街小学受邀参会，并荣获首批“科

普科幻创作人才培养基地”称号，是目前全国仅有的十所获奖

学校之一。同时，该校四年级一班学生朱康冉荣获了“小创作

家杰出勋章”，并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参加了会议。大邑县东街

小学还有十多名学生的科学作文、科幻画在这次活动中获得

“小创作家”优秀勋章、杰出勋章、卓越勋章等荣誉称号。

■ 记者 梁童童 （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学生进行科学创作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