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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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谣，与这群“成都
娃”结缘

2018级 5班，别名“成都娃”

班，是成都师范银都小学 37个特

色班级之一。班主任老师李薇开

发出了“成都娃”特色班级课

程，希望通过对系列课程的学习

让孩子们浸润在家乡文化中，了

解家乡、热爱家乡。“蓉味”童

谣，作为低年级的学习内容，成

为了孩子们踏入家乡文化之旅的

第一处风景。

但实际上，这群“成都娃”的领

头人李薇的家乡不在成都，而在攀

枝花。还在读幼儿园的时候，李薇

每个寒暑假都会跟着父母到成都

来玩。人民公园、杜甫草堂、武侯

祠、望江公园……每到一处，李薇

都会听家人讲起发生在这里的故

事，那些动人的史实和传说，让成

都这座城市在李薇心中变得既厚

重又鲜活。

2006 年，李薇来到成都，来到

银都小学任教。偶然一回，李薇与

班上的孩子们聊起成都，却发现他

们对自己的家乡所知甚少。身在

家乡，却不知家乡这些精彩的故

事，李薇觉得这是一种遗憾。“先要

了解，才谈得上热爱，热爱之后，我

们才会为建设自己的家乡出力。”

从那时起，带孩子们了解成都文化

的想法便萌生了。

为 什 么 选 择 童 谣 作 为 切 入

口？“童谣有趣、易上口、接地

气，能够跟小朋友们的游戏生活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更有意义的

是，他们能够从童谣中了解老一

辈的生活，了解成都人从前的样

子。”李薇谈到，学习童谣的第一

步就是搜集童谣。孩子们大多会

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里去搜

集，搜集童谣的同时，还听了许

多老一辈童年的趣事。孩子们还

因此学会了四川话，这在李薇看

来也是非常珍贵的收获。“方言也

是家乡文化的一部分。毕竟方言

的另一个名字，就是‘家乡话’

啊。”李薇说。

搜集来的童谣走进教室，被

孩子们每天诵唱，成为了班队课

的比赛项目、写作课的练习素

材。童谣有哪些句式？押韵的规

律是什么？有哪些题材？熟悉了

现有的童谣之后，李薇便引导孩

子们自己创作。平时玩的游戏、

如何培养好习惯和品德、大自然

的美景……都成为了孩子们写作

的素材。有一次，孩子们玩起丢

沙包的游戏，木橙觉得有趣，便

把这次游戏写成了一首童谣。李

薇看了后，帮她做了两处改动：

把描写沙包“中间肚子鼓得高”

改成了“挺得高”；把描写小朋友

动作的“躲避”改成了“躲闪”。

“用‘挺’会感觉更有力度，也更

有沙包的那种沙和米的质感；‘躲

闪’也可以更贴切地描述现场。”

从这次改动中，木橙又学到了一

点词语辨析的知识。

创作、绘画、表演，成都童谣的

样子在“成都娃”班变得多姿多彩

起来。课余时间，孩子们画丁老

头、“小小鸭”，玩捉迷藏、跳皮筋、

“王婆婆卖茶”手指游戏，童谣浸润

到了他们生活的每一处。

不过，既然叫“成都娃”班，“成

都娃”们要学习的可不止童谣。事

实上，这是李薇带的第二个以成都

文化为名片的班级了。上一届“成

都娃”们以小吃、景点和童谣为学

习主题，这一届，李薇根据班上学

生的具体情况，整合学科老师和家

长的资源，将之前的课程方案作出

相应的调整和改进，把童谣的学习

安排在低学段就是其中一项。现

在，2018级 5班的孩子们升到了三

年级，他们已经开始学习川剧了。

认脸谱、画脸谱、做脸谱，排演剧

目，“我有时都分不清的角色，他们

却清楚得很，还来教我。”在观看过

“成都娃”的川剧表演之后，银都小

学副校长张俊勤说，“听一百遍，不

如亲自做一遍。我们的巴蜀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通过这样的方

式，是能够在孩子们心中深深扎根

的。”

个性化发展，从关注
每一个独特生命开始

厚植乡土情感、传承巴蜀文

明、培养科学精神、建立文化自

信。要最终实现这些目标，还得从

关注每个孩子独特的生命开始，这

也是银都小学实施特色班级课程

建设的初衷。

小瑞是展示交流会上演出的

孩子中的一员，在《张打铁，李打

铁》中扮演做游戏的男孩，剧末，大

家齐唱的《麻辣香锅》也出自他

手。李薇说，小瑞是班上的创作小

达人，善于捕捉题材，语言也特别

灵动。然而，小瑞刚上学时是一个

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孩子，班上组

织表演，他也不会主动参加。一方

面，李薇与家长沟通，鼓励他多参

与班上的活动；另一方面，给予他

的创作充分的认可。渐渐地，小瑞

不想只在台下看同学们表演了，

他终于主动加入了。“童谣不只是

锻炼语文能力。大声朗诵、肢体

表演、和同学们配合，这些都能

让他身心得到比较全面的发展。”

李薇说。

不同于小瑞的内敛，班里的另

一位学生元元，则是精力十分充沛

的孩子——一刻也停不下来，精力

充沛到让老师有些头疼。李薇的

办法是帮他把这些精力给“安排”

了：让他当班上活动的组织者、管

理者，带领同学们去编排节目。这

次演出，元元带着几个男孩跳了一

曲动感的街舞，既可爱又帅气，活

力十足。

“ 有 几 个 孩 子 童 谣 写 得 很

好，也愿意表演，她们单独念的

时候就有板有眼的。也有觉得自

己写得不如人家好的，就扮演其

他角色，也表演得精彩。”看了

“成都娃”班的表演，张俊勤欣

慰地说。

“每一个班的班级特色课程，

都是银都小学‘尊重生命，彰显

个性’理念的末端实现。”张俊勤

谈到，班级是老师和学生一起生

活、一起学习的场所，是个性化

教育真正落地的地方。班主任老

师根据学生特点，发挥自身所

长，团结科任老师，充分开发家

长资源，开发出的班级课程对孩

子们来说，就是一块最适宜、最

肥沃的土壤。基于教师特点和学

生个性的班本课程，既是学生个

性化成长的需求，同时也是教师

个性化成长的需要。“在我们学

校，说起李薇老师，大家就会想

到‘成都娃’班；说起‘成都娃’，

大家也会想到李薇老师。”张俊勤

说。

李薇是银都小学10位“特色教

师”之一。银都小学共 57个班，37
个班级是特色班级，其中，只有 18
个班级课程被评为特色课程，特色

教师只有 10位。张俊勤介绍：“我

们特色班级的条件相对宽松，是想

鼓励班主任老师去做自己的特

色。不过要评上特色教师就比较

有难度了，这不仅要老师的课程

构想完整、新颖，还需要他们把

课程真正落地，拿得出实实在在

的成果。”

“成都娃”班的孩子们，接下来

不仅要继续深入学习川剧，还会去

成都的各个名胜游览，探秘亭台

后、楹联间的故事；去各个博物

馆研学，做古蜀文明的研究者和

传承者。

“我们一直在说文化自信，文

化自信从哪里来？就从这些动作

中来。”张俊勤说。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学生自创童谣】
从搜集童谣到自创童谣，孩子们不

仅练就了创作技能，还记录下童年的美

好，收获了成长。

站队列
——邓羽桐

站队列，站队列，

听清口令站队列，

抬头挺胸收肚子，

两手打直贴裤边，

先对正、后看齐，

横竖笔直一条线，

大家一齐向前看！

创作札记：一年级的时候，我们站队

站得不好，爸爸就来到学校跟我们讲怎

样才站得整齐。那天，我看到爸爸手机

里的照片，我们以前真的站得好丑呀，就

想写一首童谣，今后一定要站整齐才行。

垃圾分类很重要
——张稼耘

阳春三月到，阳春三月到，

家乡成都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了。

成都娃，快记好，

垃圾分类很重要。

可回收，蓝桶放；

有害垃圾，红桶放；

厨余垃圾，绿桶放；

其他垃圾，灰桶放。

宜传环保成都娃，

人人都把他来夸，他来夸。

创作札记：前段时间，我跟妈妈一起

看电视，电视里很多新闻都是关于垃圾

分类的，于是我就想创作一首关于垃圾

分类的童谣。一开始，我觉得有些词不

好，还查了词典，替换了不好的词。后

来，我还发现了一个大错误，就是把“垃

圾”写成了“拿及”，哈哈。

夏日炎炎
——刘晨晨

炎炎夏日又来到，

空调房里好逍遥，

冰镇西瓜和饮料，

凉席地板随便躺，

哎呀一下闹肚子，

妈妈爸爸着急了，

少吃冰来少贪凉，

身体才会更健康。

创作札记：去年夏天，我们很多小朋

友都喜欢吃西瓜、冰淇淋，但是，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我想让大家能健康，于是，

跟妈妈商量了一下，写了这首童谣，我们

都不吃冰的东西，就不会生病了。

努力歌
——彭诗景

学习要努力，梦想成栋梁。

学习不努力，梦想成空想。

学车胤学苏秦，囊萤悬梁促远航。

创作札记：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上不来，

我发现我不是没有兴趣，而是没有认真听

讲。我就想写一首童谣来激励自己，看到

它，就提醒自己要努力学数学，不能偏科。

收音机
——钱治融

收音机，四四方，

圆圆喇叭中间放，

长长天线接信号，

会放音乐讲故事，

带我进入甜梦乡。

创作札记：每天晚上我都会听收音

机，里面会讲好多故事。我觉得故事很

有趣，听了就会睡得很香。

麻辣香锅
——卢锐骋

桌上放着一口锅，

成都美味香火锅。

美蛙鱼头脆鸭肠，

怕辣也得尝一尝。

白锅得把汤来喝，

红锅辣得笑呵呵。

创作札记（李薇老师转述）：暑假让

孩子们找一找成都特色的东西来创作童

谣，卢锐骋那天跟爸爸一起吃火锅，很开

心，觉得很好吃，就写下了这首童谣。

一群“成都娃”创作120多首童谣——

记录童年美好记录童年美好 收获个性成长收获个性成长

3月24日，在成都师范银都小学的德育课程展示交流会上，一出以表现成都地方童谣为主题的舞台剧赢得了满堂喝彩。“小汽车，滴滴滴，马兰开花

二十一……”“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姐姐……”“一个丁老汉儿，生了两个儿……”伴随着灵动的表演，一首首川话童谣被孩子们用稚嫩清脆的童声

念出，唤起了在场不少“老成都”老师的记忆：“啊，这个我小时候也唱过！”

剧末，孩子们又唱出了几首新童谣，定睛一看，大屏幕上显示的作者竟然就是他们自己——银都小学2018级5班的孩子们。班主任老师李薇笑盈盈

地走上舞台，自豪地介绍道：“我们班的孩子，自己创作的童谣一共有120多首。”

■ 记者 梁童童 文/图

课后时间，李薇老师带着孩子们创作童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