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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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九寒天”识物候
1 月 14 日 早 上 7 点 ，温 度 零 下

0.9℃。比平时早了一个多小时，八耳

小学四（1）班、五（2）班、六（2）班的孩子

们已经集合在气象站，记录下了当日的

温度、风向和湿度。这一天，他们将在

老师的带领下，学唱《数九歌》，观冰霜、

赏腊梅，在识物候实践活动中学习“数

九寒天”相关的诗文和健康知识。

“大家快看！老师发现，远处的景

色与往常不一样了，谁来说说你的发

现？”陈秋惠老师指着织满霜丝的田野

向孩子们发问。孩子们个个聚精会

神，认真观察，争相说出自己观察到的

景象：“草地上凝着白霜，好像铺了一

块白纱布。”“屋顶上也结了一层白白

的霜，就像撒上了一层白砂糖。”不一

会儿，孩子们手中的记录表就被填得

满满当当。

另一边的田埂上，甘彬煜老师正

指导孩子们用“踩一踩”“摸一摸”的方

式，体验结冰带来的乐趣。“在多少摄

氏度才会结冰？”“为什么水面结冰，水

下不结冰？”甘彬煜一边提问，一边引

导孩子们结合所见所感思考答案，一

个个物理小知识就这样被孩子们牢牢

掌握了。

这次活动课名为“‘数九寒天’识

物候”，属于“二十四节气耕读课程”校

本课程。“三九”的第二天，八耳小学校

园内外，漫山遍野都结上了洁白的冰

霜，美得让人惊叹。校长吕小珍心想：

一定不能辜负这么好的景色。于是，

她以此为契机，与老师们商议制订出

了这个课程方案。通过这次活动，学

生们不仅感知了“三九天”的物候变

换、学到了“鸡冷上架、鸭冷下河”等俗

语的来历，还在腊梅的香气中，联想到

了寒冬中辛勤工作的劳动人民，领悟

到了腊梅傲霜斗雪、不畏严寒的高洁

精神。

二十四节气是古人在亲身实践观

察中总结出的、反映自然节律变化的

时节体系，它不仅指导农耕生产，还蕴

含着丰富的民俗事象和悠久的文化内

涵。以八耳小学所处的农村环境为依

托，吕小珍提出了开发“二十四节气耕

读课程”的构想，于2020年春季学期正

式实施。

学期伊始，课题组的老师们会初

步选定几个节气，做出大致的课程方

案。在选定的节气快要到来的那几

天，以校园内外物候的变化为契机，再

结合各学段的实际情况落实具体方

案。“幼儿园以口头表达、美术、手工为

主，小学则会分学段把活动与美术、习

作、数学、科学等融合起来。”吕小珍介

绍道。

除了这次的“‘数九寒天’识物

候”，八耳小学的孩子们还体验了“立

冬识农事”，学习如何收晾大豆；进行

了“探究芒种”，探寻农民伯伯、阿姨提

前插秧的秘密。不论是农作技艺的钻

研，还是诗文习俗的传授，吕小珍相

信，这样立足于自然实践的学习，培养

的是让孩子们受益一生的能力和品

格。

“耕”“读”并重向未来
2019 年 9 月，吕小珍来到八耳小

学，接手了校长工作。此前27年，她一

直呆在广安的城镇学校，来到这里，很

快就被八耳镇美丽的乡村风物所打

动。透过办公室的窗户，吕小珍看到

村民们随着日升日落劳动的身影，看

到花开叶落、霜结雪融，产生了要把课

堂延伸到校园外、延伸到田野中的想

法。“城里的孩子想要接触这样的山

水，还要专门抽时间研学旅行，我们八

耳小学的孩子不把这样的优势利用起

来，就太可惜了。”

窗外的美景，成为耕读课程研发

的契机。

第一个让老师和孩子们留下深刻

印象的节气是芒种。孩子们印象中的

芒种，是收麦插秧的日子，但是他们发

现实际情况是，真正等芒种时节，田里

的秧苗早就插好了。于是，在老师的

带领下，孩子们变身为一个个小记者，

来到田地，去采访邻里那些正在干活

的爷爷奶奶，问问他们这是为什么。

经过一番探寻，孩子们找到了答

案：一方面，科学技术改变了农村的生

产方式，机械工具大大提升了农事活

动的效率；另一方面，种庄稼“宜早不

宜迟”，过了芒种之后插下去的秧苗，

长势很难好。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

不仅体会到了节气的意义，还在与爷

爷奶奶们的交谈中锻炼了自己的交往

能力、表达能力。

在吕小珍看来，仅仅传授学科知

识，对于八耳小学的孩子来说是远远

不够的。全校近 500名孩子中，有 90%
都是留守儿童，“我们要怎样给他们走

向外面世界的底气呢？”

“耕读”，就是吕小珍找到的答

案。“我们中华民族以农耕起家。让农

村孩子能亲近土地，看得见山水，他们

就能从这里扎根，走向世界和未来。”

“耕”，结合二十四节气，孩子们能

从身边的田地中真真切切地学到农耕

的知识和技巧，感悟农民劳作的辛勤，

粮食得来的不易。立冬时节，孩子们

来到豆田跟着村民刘二娘学习收大

豆，懂得了要“握住豆茎下部”，要“一

根一根地拔”，晾晒之前去掉豆叶才能

在入冬之前的“小阳春”让豆子们吸收

更多的阳光，长得更大、更饱满。

“耕”的同时不忘“读”，实践活动

又与语文、数学等学科融合起来。忙

碌的农事、晨昏四季的景色，成为了习

作的素材；在气象台统计到的气象数

据，又训练了孩子们统计归纳的能

力。有了实践活动的助力，理解、语

言、分析、判断等素养会通过基础学科

培养得更加充分。

“耕”与“读”的结合，既锻炼了技

能，也滋养了人格。

刚来八耳小学的时候，吕小珍见

到的孩子们是沉默的、羞怯的、不自信

的。经过这一年多时间，孩子们学会

了到田野里去看、去跑，把见闻带回课

堂变成知识，吕小珍明显感觉到他们

自信了许多，“眼睛里是有光彩的，看

见你都会笑着主动打招呼了。”

可贵的变化还不止如此。因为爷

爷奶奶疼爱，许多孩子在家几乎不干

农活，还会“把韭菜当小葱、把芹菜当

香菜”。学习了耕读课之后，许多孩子

都对农事发生了兴趣，会主动要求帮

家里做农活了。一位爷爷看到孙子的

变化后惊喜地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这

样过！”

让农村的孩子了解农村、亲近土

地，才能培养他们身为农民的“文化自

信”。吕小珍在谈到研发耕读课的初

衷时说，“我们虽然鼓励孩子走出去，

去看外面的世界，但是我更希望他们

在学习到本领之后愿意回来，建设家

乡。如果不了解你的家乡，又怎么谈

得上热爱呢？”

寒冬将去，春日可期。下个学期，

八耳小学的第一堂耕读课暂定在惊蛰

时节，孩子们又将去到田野里，与蠢动

的蚂蚁、蝌蚪们一起，迎接春天。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湖北省武汉

中学近日进行的亲子沟通调查中，有学

生发出“我想进行尝试，我就是想错一

错！”的呼吁。在关于学生是否“听话”

的调查中，超过五成家长认为孩子“不

听话”，而超过七成学生却认为自己“听

话”，双方在亲子沟通的有效性上出现

了偏差。学生们普遍“吐槽”，家长将自

己的人生经验强加到他们身上，却忽略

了他们是有思想的独立个体，并呼吁父

母：“请给我们试错权！”

现实生活中，父母都希望自己的

孩子听话。家长们聚在一起谈论孩子

的教育问题时，很多家长会埋怨自己

的孩子不听话，羡慕或夸赞别人的孩

子听话。每当这时，我就忍不住在想，

孩子对父母言听计从，真的好吗？

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这样一个案

例，一个学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

后，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家长不得不去

陪读。究其原因，是孩子从小就被家

长训导得很听话。父母叫他只管读

书，其他什么事都不要做，他就一门心

思读书，什么事也不做，也不和其他伙

伴玩，长期与课本为伍，与作业为伴，

从不越雷池半步，过着衣来伸手，饭来

张口的生活。进入大学后，做什么事

都没主见，连简单的生活自理能力也

没有，成了十足的“书呆子”。

这个孩子可谓从小就很听话了。

在家里，他是父母的“乖乖娃”，令别的

家长羡慕不已；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的

“好学生”，从不违反老师的意见，可最

终的结果是我们想要的吗？

由于“望子成龙”的传统观念和畸

形的“成才教育观”的影响，家长们过

分严厉地管束孩子，总希望他们听自

己的话，总希望孩子一门心思去读

书。可是，那些对父母言听计从的孩

子，一味地按着父母的规划走，长期专

注在书本知识里，很容易形成依赖思

想。他们一直生活在家长的保护里，

就会遇事不动脑筋，缺乏主见，成为缺

乏创新实践能力的“呆子”。

其实，孩子还是“野”一点好。要

知道，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如果家长过

分严厉地管束，就会束缚他们的手脚，

让他们如笼中的小鸟，失去应有的自

由，从而变得孤寂，不善交往，行为胆

怯，思维僵化，遇事无主见，事事循规

蹈矩，缺乏应变能力。

我们都知道，杂草需要锄头来铲

除，玉石需要刻刀去雕琢。孩子的成

长也是这样，既需要用“锄头”（教育批

评和惩戒）去铲除他们心灵上的杂草，

也需要用“刻刀”（人文关怀和引导）去

对他们进行雕琢。“锄头”与“刻刀”是

孩子成长的双重需要，缺少任何一个

方面，孩子的健康成长就将大打折

扣。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既要

懂得牵手，又要敢于放手，既要施以纪

律和规则的约束，又要给予释放个性

的自由空间。

一方面，孩子的成长需要用规则

来约束，家长要善于使用好手中的“锄

头”，给孩子适当的教育批评和惩戒。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缺乏必要的辨

别力、自制力等，加上家庭和社会上的

一些不良影响，难免出现一些不好的

行为习惯，这就需要我们用必要的惩

戒手段来约束他们，促使他们改掉不

良习惯。不过，家长要善于使用“锄

头”，不能像不谙农事的庄稼汉那样，

用锄头将地里的杂草与粮食作物一并

铲除掉。如果遇到孩子做错事，就对

他们荷锄相向，武断动粗，会让他们滋

生孤立和敌对心理。我们在铲除孩子

身上的“杂草”时，千万不能伤及“根和

心”（孩子的身心健康）。

另一方面，孩子的成长也需要自

由空间，家长要懂得如何使用手中的

“刻刀”，对孩子实施人文关怀和教育

引导。孩子年龄尚小，有的还处于懵

懂状态，他们有一些不好的行为习惯

是在所难免的。他们就如一块有瑕疵

的玉石，我们不能一味地举起手中的

“锄头”，而应该像雕刻家那样，俯下身

来，拿起刻刀慢慢对其进行雕琢。有

瑕疵的玉石毕竟还是玉，我们不能让

其变为顽石。

是土壤就会滋生杂草，是孩子就

会有缺点。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育和

唤醒，而不是盲目的铲除。家长要善

于使用手中的“锄头”与“刻刀”，将它

们巧妙地结合起来，勤用“锄头”来根

治孩子心灵中的“杂草”，巧用“刻刀”

来对孩子进行艺术雕琢，让孩子在规

范的管理中循规蹈矩，健康行为，在和

谐的雕琢中自由发展，张扬个性，最终

在人生旅途中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孩子“听话”真的好吗？
■ 钟乐江

邻水县八耳小学邻水县八耳小学
把课堂延向四季的田野把课堂延向四季的田野

■ 记者 梁童童（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再过几天，

这个冬季就进入“五九”了，意味着寒冷即将渐渐离开我们。不少人说，还没

有好好玩雪赏冰，天气就要暖和了，但邻水县八耳小学的孩子们不会有这样

的遗憾。他们不仅在“三九”天时上山下田，看、摸、闻、尝过了霜雪，赏过了腊

梅，还从冬至起利用学校的气象台亲自观测、记录了天气数据的变化，立冬

时，孩子们还去收割和晾晒了大豆，好好体验了一次真正的“秋收冬藏”。这

样丰富有趣的冬日，得益于学校“二十四节气耕读课程”的开发。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从上古时期传承下来的宝贵财富，2016年被正

式列入联合国“非遗”名录。“二十四节气”可以与我们今天的教育发生怎样的

联系？我们一起走进八耳小学，看看他们校园中的“二十四节气”。

“数九寒天”赏腊梅 立冬，晾晒大豆。 孩子们在田埂上体验结冰带来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