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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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科学家爸爸”
一起探索水的秘密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11月29日,为
拓展社区儿童知识眼界，丰富儿童课余

生活，密切亲子关系，成都市锦江区社区

教育学院、成都市书院街街道庆云社区

联合成都市锦江区快乐青少年成长服务

中心，开展了“科学家爸爸——探索水的

秘密”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四川大学

水利水电学院水文与水资源工程系副主

任、中国自然资源学会水资源专业委员

会会员黎小东担任此次活动的“科学家

爸爸”，带领孩子们走进“水的世界”。

活动在成都市活水公园举行，黎小

东先给孩子们讲解了活水公园的整体布

局以及什么是依据水循环利用再生理念

建造的“海绵城市”。活水公园正是依托

这个理念，将死水“变”活水，成为了世界

上第一座城市的综合性环境教育公园，

并作为城市案例在上海世博园区永久保

存。

随后，黎小东带领孩子们从理论走

向实践，参观了公园里的水循环系统。

孩子们的思路随着黎小东生动有趣的讲

解变得越来越清晰，大家积极参与到活

动中来，并踊跃地提出问题。

此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到水

是怎样由“浊”变“清”，为什么能从“死”

变“活”，孩子们的知识面得到了拓展，环

保意识也提升了。家长们也纷纷为活动

“点赞”，认为孩子们在自然的环境、轻松

的氛围里不仅学习了知识，还认识了新

朋友，提升了社交能力。

锦江区教育系统《智慧家
长》丛书首发式举行

从幼儿园到高中
科学育儿有了“智慧宝
典”

本报讯（记者 梁童童）11月29日，由

成都市锦江区教育局主办的《智慧家长》

丛书首发式在文轩BOOKS（九方店）举

行。锦江区教育局领导及各科室负责

人、编者代表、四川教育出版社代表、学

生家长代表和媒体代表逾 500人参加活

动。

《智慧家长》丛书共计 12 本。该书

由 132 名锦江教育系统的专家、一线教

育工作者历时 3 年，走访调查数万个家

庭，归纳总结出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

中四个学段共计 143个具有普遍性的家

庭教育问题，将其按照“提出问题——解

析根源——方法指导”的模块顺序编撰

而成。家长可根据孩子的年龄学段，有

针对性地选择阅读学习。本套丛书不仅

能帮助家长提升家庭教育水平，而且在

家庭教育方面探索出了一些新思路，在

当前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发式现场，丛书作者之一、四川省

教书育人名师、成都师范附属小学教师

姚嗣芳以“做一个会爱的家长”为题进行

了讲座。通过精彩的案例和专业的分

析，姚嗣芳与现场家长们频频互动，引导

家长们做知心父母、智慧父母、学习父

母，和孩子一起成长，收获幸福人生。

讲座之后，四川省中小学名校长、成

都师范附属小学校长黄敏洁等编者代表

参加了现场签售，并为家长答疑。有家

长表示，这套书既有案例、技巧，又有面

对不同情况的应对方法，操作性强，非常

实用。

亲手制作，五彩
“影偶”结“奇缘”

11 月 28 日晚上 7 点，成都博物

馆 5 楼皮影展厅的社教区内，近 30
张小桌子整齐地排列成了一个方

阵，桌上摆好了刻有皮影浮雕的牛

皮、一组 12色的颜料盒、剪刀、几支

小排笔、木棍。不一会儿，看完皮影

展的小朋友们来到这里，开始用这

些材料亲手制作一个属于自己的皮

影人偶。今天的主题是《葫芦娃》，

有的小朋友拿到的人偶是葫芦娃，

有的拿到的则是穿山甲、蛇精，在指

导老师和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从裁

剪形状、配色、上色到安装支架，孩

子都亲手制作完成。

这个活动名叫“五彩皮影手工

坊”，是成都博物馆推出的“周末儿

童博物馆”系列活动之一。

“周末儿童博物馆”，是成都博

物馆自今年 9月起推出的亲子系列

活动，每月一个主题，依托成博的馆

藏文物和展厅量身打造各式活动，

涵盖了观展、表演、游戏、手工等类

型，不少手工活动所使用的材料包

也是成博自主研发的。11月的主题

为“影偶奇缘”，活动围绕我国传统

民间艺术皮影戏和木偶戏展开，孩

子们除了制作自己的皮影人偶，还

可以参加皮影白描与敷彩，皮影、木

偶戏剧的展演及互动，木偶动画放

映，提线马驹、石犀布袋偶、绚丽纸

影手工制作等活动。

“这些活动挺新奇的，娃娃玩得

很专注。”家长赵卉第一次带儿子宽

宽来参加“周末儿童博物馆”。宽宽

参加了皮影彩敷和看皮影戏表演两

个活动，玩得特别开心。相对于此

前白天只是单纯地看展，博物馆夜

晚丰富的儿童活动让母子俩惊喜不

已。“唯一的遗憾是来得有点晚，还

有好多活动没参加。”赵卉说，有时

间会多带孩子来。

小学一年级学生陈一鸣已经是

第四次来参加“周末儿童博物馆”的

活动了。完成皮影敷彩作品后，他

高兴地让妈妈拍一张和作品的合

影。他给一个女性皮影人偶涂上了

绚丽的颜色，配色自然，人物眼睛、

玉佩、绣花等细节也得到了用心地

表现。陈一鸣说，他很喜欢成都博

物馆的手工活动，上周，他也做了一

个皮影人偶，“这次想做个不一样

的，这样就可以在家里让两个皮影

人偶一起表演了。”

在陈一鸣的妈妈龚雪看来，成

博的这一系列活动既有趣，又能培

养孩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是

一种很好的寓教于乐的方式，参加

活动的同时，还能增进亲子之间的

情感。对于低学龄的孩子来说，参

与类似的活动更适应孩子的心理特

点。如果仅仅是单纯地看展，给孩

子留下的印象就比较有限，动手参

与，给皮影涂涂颜色，在小戏台跟着

动感的音乐演一演皮影戏，会给孩

子留下深刻的记忆。“像陈一鸣这种

比较好动的娃娃，做点手工对培养

他的定力也有好处。”龚雪说，自己

作为家长，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

了不少有关皮影的知识，“成博的这

个活动挺好的，周末只要有时间，我

就带孩子来。”

精彩课程，在“玩”
中学有所获

“周末儿童博物馆”，由四川省

文物局、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

成都市教育局指导，成都博物馆主

办，旨在促进成都周末夜间经济发

展，提升中小学生周末的延时服务

质量。活动对象为14周岁以下的儿

童，同时，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

子，成博还设计开发了多种不同内

容和形式的活动，有适合较大年龄

孩子的手工体验，也有适合较小年

龄孩子的展厅探秘、皮影互动，以

保证不同知识需求的孩子都能有所

收获。

主题课程和活动围绕成博六大

常设展和重要临展开发，9月至今，

已推出了50余种活动。成博公众服

务部工作人员罗瑞雪表示，活动设

计的出发点是希望通过教学相长的

方式，引导青少年儿童深入理解人

文与科学，激发下一代传承和发扬

“天府文化”的热情，增强对家乡、对

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活动于每周五、周六晚上六点

半至八点半开展。罗瑞雪提到，虽

然周内成博也会与一些学校合作办

一些研学活动，但都是以参观为主，

从孩子们的反应来看，“周末儿童博

物馆”这种“沉浸式”的活动明显更

受欢迎，小朋友们的热情度和专注

度都要高一些。

这些游戏经过精心设计，多以

藏品为灵感来源，融入了中国传统

文化元素。例如“石犀布袋偶”手工

活动，就是提取了成博的镇馆之宝

石犀的形象元素，开发出独特的材

料包，指导孩子们亲手制作。“石犀

布袋偶”在将原本古朴的石犀形象

可爱化的同时，又保留了圆雕、云纹

等特色；“成都漆器”活动则将赵廷

隐墓出土的伎乐俑卡通形象化，绘

制在漆盘上。

值得一提的是，成博还专门针

对爱看展的小朋友推出了“趣行成

博”的活动。在导览台准备有《自然

篇》《古代篇》《近世篇》等不同展厅

的学习单，以藏品为依托，设计出充

满趣味的选择题、连线题。镇馆之

宝石犀就在《古代篇》中对孩子们发

问：“我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下方

是“李冰”“诸葛亮”“张献忠”“蜀王

朱椿”几个选项。回答完学习单上

问题的小朋友还能领到一份小奖

品。

11 月，以皮影和木偶为主题，

成博邀请了国内著名的皮影艺术表

演剧院以及专业的木偶艺术表演剧

团带来了 6 场精彩的表演。其中，

陕西省民间艺术剧院带来的《三英

战吕布》赢得了相当多孩子和家长

的喜爱。其编排者刘英英介绍说，

《三英战吕布》 是民间老艺人的表

演，原本只有一人演出，而刘英英

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将这部剧重新

构思、编排为 3个人演出的全新剧

目。这之后，又经过皮

影道具制作以及演员们

两个多月的排练，才有

了大家看到的精彩表

演。

博物馆是
伴随孩子一生
的“忠实朋友”

博物馆，在孩子的

成长过程中扮演一个什

么样的角色？“我觉得，

应该是他们忠实的好朋

友，能够伴随他们一生

的成长。”罗瑞雪说，她

的孩子阳阳，今年刚上

一年级，也已经是成博

的“老朋友”了。

最开始，成博对于

阳阳来说，只是“妈妈工

作的地方”，而随着罗瑞

雪给他讲了越来越多有

关藏品的故事，这个地方已经成了

一个充满故事和秘密的乐园。尽管

一些藏品背后深刻的文化属性，对

于阳阳这类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说还

有些难以理解，但是它们的形象、孩

子自己参与游戏的体验，都会成为

他心中一颗文化传统的种子，“以后

他学到了相关的古诗、历史知识，比

如投壶，就会想起来，‘哎，我玩过这

个’。”罗瑞雪说，相对于课堂上的学

习，在博物馆的体验更像是一种润

物无声的文化滋养。

像龚雪一样带着孩子来成博参

加过几次活动的家长不在少数，在

罗瑞雪看来，这样反复多次地来，才

是利用博物馆教育孩子“最正确的

打开方式”。“我们的活动就是一个

由浅入深的设计，孩子对博物馆产

生兴趣也需要一个过程。”罗瑞雪

说，最重要的，不是孩子在当下能够

获得什么，而是孩子能够在与历史

文化的多次亲近中，真正把博物馆

当成家庭和学校之外第三个常去的

场所，把“去博物馆看看”作为自己

成长过程中，甚至贯穿一生的生活

方式。

12 月，成博“周末儿童博物馆”

的主题变为“奇趣自然”，展厅探险、

即兴科普儿童戏剧等活动将紧密围

绕“人与自然”厅展开，引导孩子们

学习鲜活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古代科

技知识。

看表演看表演 做手工做手工 玩游戏玩游戏
探秘成博探秘成博““周末儿童博物馆周末儿童博物馆””

■ 记者 梁童童 胡敏 文/图

日前，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发

布《关于利用博物馆资源开展中小

学教育教学的意见》，旨在进一步

健全馆校合作机制，促进博物馆资

源融入教育体系，提升中小学生利

用博物馆、纪念馆学习效果。成都

博物馆自9月起推出了“周末儿童

博物馆”活动，就其与展览结合的

紧密度、公共空间的开放度来说，

是全国首创，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

示范意义。

博物馆资源怎样在教育中得

到有效利用？本报记者带着问题，

在周六的夜晚前往成博“探秘”。

（图片由成都市锦江区社区教育学院提供）

（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