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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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礼仪学礼仪、、亮环境亮环境
改变学生精神面貌改变学生精神面貌

峨眉山市罗目古镇又名青龙场，

始建于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 618
年），商周时期已有人居住，这里是明

清时期茶马古道从平原进入山区的

第一站，又有“莲箫之乡”的美誉。

身置古镇，历史悠久，让罗目镇

小学文化底蕴相当丰厚。

走进罗目镇小学，看到的虽然不

是高大气派的建筑，但教学楼前高大

的董棕、办公楼前挺拔的雪松、围墙

转角挂的盆栽，尽是扑面而来的春天

气息。“干净”“整洁”，这是不少来罗

目镇小学的人的第一印象。大概在

五六年前，罗目镇小学从内部环境改

造开始，让校园亮起来。如果直抵校

园死角，古朴的红色墙面，光从高大

的梧桐树嫩芽透下来，可以感受到古

镇新风。

在“亮环境”的同时，还得“亮精

神”。“乡镇学校是乡镇重要的文化载

体，罗目镇有众多历史名人，要传承

这些历史文化就要靠高素质的教

师。”阮龙芳说，教师首先要提高道德

素养，以身示范。

为此，罗目镇小学提出“活力课

堂”理念，让教师动起来，让每个人都

有事做。莲箫文化是罗目镇的特色

文化之一，学校积极开展课题研究

“如何将当地莲箫文化引入学校、引

入课堂”。去年寒假，学校教师没有

立马休息，甫一放假，学校就邀请专

家到校指导如何紧盯课堂抓效率、促

进质量上台阶。

书声琅琅，朝气蓬勃，学校告别

了沉寂的状态。

“育人，不但要教知识，还得教学

生做人。”阮龙芳说。为提升学生精

神面貌，罗目镇小学从礼仪入手，重

点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学校针对

各个学段，编写了礼仪课程校本教

材。比如，一年级的礼仪课是知礼和

懂规则，按时上学，见了老师和同学

彬彬有礼问声早；如何参加升旗仪

式，课堂上应该怎么做，都编成歌谣，

形式新颖，学生也易记住。

焕然一新的学校，师生精神面貌

变了，也得到更多的认可。

创编莲箫舞创编莲箫舞
传承古镇文传承古镇文化化

大课间时分，只见罗目镇小学学

生从教室里有序涌出，老师们抬出数

筐莲箫。队列排开，人手一根，随着

节奏，近 400 名学生齐舞，莲箫操场

面煞是壮观。

打莲箫是罗目镇的民俗舞蹈，也

是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每逢佳

节或喜庆日子，数人，或者数十人乃

至上百人聚在一起，拿着莲箫，顺着

节奏，敲击、跳跃，莲箫发出清脆的响

声，充盈着飞舞之美。

根据峨眉山市“一校一品”的整

体办学思路，罗目镇小学坚持“五育”

并举，壮大之前的莲箫社团，传承古

镇文化。

过去，打莲箫只在学校六一儿童

节时有展出，现在则是全员参与。但

这同时带来一系列问题：服装从哪里

来？器材不够怎么办？谁来教孩子

们打莲箫？

经费不足，学校就买回塑料管、

铃铛和彩条，老师们利用节假日聚在

一起自己制作莲箫。在阮龙芳的激

励下，学校幼儿园一老师自己改编莲

箫舞，分解各步动作。

学校编写了莲箫校本教材，收录

莲箫音乐和唱词。第一套莲箫舞还

比较传统，亦步亦趋；第二套莲箫舞，

学校师生开始变换队列，姿势灵动，

迎风起舞。

开展课后服务后，打莲箫也成为

罗目镇小学周三下午社团课的一项，

深受孩子们的喜爱。

如今，打莲箫已经成为罗目镇小

学的特色校园文化，古镇民俗在学校

得到彰显。眼见学校在传承古镇文

化方面所做的工作，镇政府便大力支

持，镇上有什么大型活动，一定有罗

目镇小学孩子们打莲箫的身影。

去年，在第六届中国（四川）国际

旅游投资大会、第七届四川国际旅游

交易博览会期间，罗目镇小学学生用

莲箫舞迎接到访的外宾，为古镇文化

添彩。

劳动教育劳动教育
让孩子知农爱让孩子知农爱乡乡

罗目镇是明清时期茶马古道上

的重要驿站，是从平原进入山区的第

一站，也是农业和畜牧业联系的纽

带。依托农业区和牧业区的交易，罗

目镇得到持续发展，人才辈出。

而随着城镇化提速，不少家庭已

经不事耕作，孩子们对农业的接触和

了解也日渐生疏，不辨菽麦是常态。

于是，罗目镇小学利用学校边角

地带和借种一个老师家的土地，开设

劳动课程，大力推动劳动教育。学校

聘请农耕劳动技术员，指导师生开垦

土地和栽种；编写校本教材，教学生

认识劳动工具、种子、病虫害防治和

如何在家做日常饭菜等。

值得一说的是，罗目镇小学为

了激发学生的兴趣，将仪式感注入

劳动教育中。比如，开展家庭自做

美食比赛，学生展示各自煮面条的

步骤；开展钉扣子比赛，看谁缝制

得最漂亮。

外出参观农业基地也是劳动教

育的重要内容。去年冬天，罗目镇小

学四年级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参观

了罗目镇廖林村的蔬菜大棚。走进

蔬菜大棚，孩子们亲眼看到了大棚种

植管理的过程，亲身体会到菜农们种

植管理蔬菜的艰辛。

每到春季开耕时节，罗目镇小学

都要举行农耕启动仪式。高年级学

生在老师和劳技人员带领下，到田地

里，有的松土、有的挖窝、有的栽苗、

有的浇水。

“一些在课堂上不爱回答问题的

学生，在农耕中却很活泼，也自信多

了。”在阮龙芳看来，劳动不仅仅是种

地，而是多种形式，以此提高学生的

动手能力。家长们看到孩子校内外

的变化，更加支持学校，还问土地够

不够，自家的土地可以拿出来给学校

用。

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打莲箫等民

俗文化的学习以及参加劳动实践，了

解罗目镇的历史和山水，培养了孩子

们对古镇的热爱之情。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学生

成人成才后，将更好地建设家乡。”阮

龙芳说。

前几天收到一个五年级孩子的来

信。信里写道：今天，又是补作业的一

天。一大早，我就来干活，煮早餐、吃

早餐、做家务。好不容易做完家务，又

该写作业了，真是没完没了了。我妈

说：“如果你在考试前做不完我给你买

的那三本达标卷，你就完了。”我该怎

么办啊？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考试了，

星期二至星期五下午我都要上补习

班，只有星期一不上。难道我回来不

用出去玩，一直在家里写作业？星期

六、星期天又要复习，又要赶作业，我

到底该怎么办？我现在压力山大，不

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些。

读着孩子短短的来信，我都有一

种被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感觉。在教育

部强化作业管理，要求作业不出校门

的同时，一些家长却在给孩子加码各

种作业，增加孩子的学业负担。

一些家长会把自己未了的心结、

梦想强加到孩子的头上，或者在吃尽

了生活的苦之后，终于明白了读书的

重要性，所以不断给孩子加压，希望孩

子能用十几年求学的辛苦换回今后几

十年生活的轻松。

但这种做法可能得不偿失，并不

可取。

布置作业是个专业性比较强的技

术活。教师都是持证上岗的专业技术

人员，任课教师留的作业，一般都具有

针对性、目的性和适量性的特点。而

且，教师留作业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

生查缺补漏、巩固提高。作业要能够

促进学生的思考和加深对课堂所学知

识的理解，宜少而精，忌多而杂。不能

只是为了让孩子“不闲着”而随意布置

作业。

有个小故事，说明了孩子“闲着”

的重要性：一天深夜，原子核物理学之

父卢瑟福走进实验室，发现有一个学

生仍然在实验室忙碌着。“这么晚了，

你还在做什么？”卢瑟福问道。“我在工

作。”学生回答。“那么，你白天做了什

么？”卢瑟福又问。“我也工作。”学生回

答。“那么，你早晨也工作吗？”“是的，

教授，早晨我也工作。”学生带着谦恭

的表情，并等待着导师的赞许。卢瑟

福沉吟了一下，随即问道：“可是，这样

一来，你用什么时间思考呢？”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我们都知道过犹不及的道

理。所以作业并不是越多越好。我们

常说，“贪多嚼不烂。”如果作业太多，

就会挤占学生休息和思考的时间，学

生没有休息好，就会严重影响学习效

率，做作业也就变成了“磨洋工”。如

果没有深入思考，那学生可能根本没

有真正消化所学的内容，只是为了作

业而做作业。

教师留的作业并非布置完就了

事，后续还要通过收交、批阅和讲解等

环节，对学生的作业情况进行及时地

反馈。

心理学中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关于

“反馈效应”的实验：一个是心理学家

C·C·罗西和L·K·亨利通过实验发现，

学生及时获得自己的学习结果将对他

们的学习产生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而

且这种反馈越快越好。也就是说，学生

在完成学习任务后立刻得到点评指导，

比过一段时间再得到点评指导效果要

好得多。还有一个是心理学家赫洛克

做的实验。通过实验，他发现，学习者

哪怕始终受到批评，也会比在学习过程

中始终得不到任何反馈取得的进步要

大。这一现象也叫“赫洛克效应”。它

告诉我们，及时反馈的重要性。

相比于教师，家长毕竟不是专业

人士，更何况大多数家长对学科内容

都不了解、不熟悉，甚至不懂。所以，

家长布置作业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作

业的量也比较随意，可能只是觉得孩

子比较闲，为了填补孩子的空白时间，

就顺手拿来几套试卷扔给孩子。家长

往往不会批阅，甚至没有能力检查对

错。没有反馈的作业，孩子既无从得

知对错，更难以理解为什么错，无法解

开疑惑，作业效果自然也会大打折扣，

白白浪费了孩子休息、娱乐、思考的时

间。

因此，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的做

法不可取。当然，家长也不应对孩子

的学业放任不管，当甩手掌柜，而应该

主动地多和老师沟通，全面了解孩子

在学校的表现，深入了解孩子内心的

想法和需求，积极配合老师采取有针

对性的教育措施。

课堂上，我让孩子们写作文，写

春节期间留给自己印象最深的一件

事。那个叫马力（化名）的孩子，已经

上小学四年级，他写的是除夕包饺

子。他是这样写的：我包了一只饺

子，又包了一只饺子。先包了十只，

最后一共包了二十只。

写完这些话，他再也无话可写。

就连这样简单的几句话，还是经过我

美化的。其他孩子陆续交上作文了，

马力还瞅着自己空空的作文本发

愣。等到孩子们走完，教室里只剩下

他一个人，他的眼泪下来了。

马力的母亲来接他，于是，我跟

这对母子有了简短的交流。

“你们今年过年在哪儿过的？”

“山东，他爸那里。”

“去山东的路上，你就没有发现

一件有趣的事吗？比如给你印象很

深的某个地名，比如遇到的某个人、

某件事……”

马力噙着眼泪摇头。

“他呀，一路上都在玩手机！”母

亲大声指责。

“那么，除夕晚上，你有没有吃到

好吃的东西呢？”

孩子没有吭声。

母亲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爸在

单位加班，只有我们俩在家吃年夜

饭，我就简单做了两个菜……怕吃不

完浪费。”

我又看着马力问：“寒假这么长

时间，你爸没有跟你说过什么话，或

讲过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或对你有

帮助的？”

“没有，我爸天天上班。”马力把

头撇向一边回答我。

“他根本就没有包过饺子，还写

什么包饺子，当然写不好！”母亲在旁

边抱怨。

我一时无语。

这个案例，太典型了。我们做父

母的，究竟给了孩子一个怎样的童

年，是丰富多彩的，还是枯燥单调的，

这一点，对他们今后的成长太重要

了。在这件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

是“问题学生”，还有“问题家长”。

当孩子沉迷于手机时，家长尽了

教育引导的责任，还是听之任之，或

者一味指责？当千家万户沉浸在节

日欢庆的氛围时，家长是不是给了孩

子同样的仪式感？当工作忙碌时，家

长是否想方设法抽出一点时间与孩

子沟通交流，带着孩子一块儿去户外

游戏？……家长不去做这些，孩子与

外界接触的一扇扇心灵的窗户便人

为地关闭了，儿童的创造天性便无法

被生活激发出来，表现在语文学习

上、作文训练上，他们变得迟钝木讷，

心中一片茫然，笔下一片苍白。

“让孩子先学会热爱大自然，热爱

生活。”一位家长向作家丁立梅抱怨孩

子的作文太差时，丁老师如是说。语

文课堂上，信心满满、作文轻松的孩

子，他们都拥有阳光明媚的世界。

生活从未简单，它从来都五彩斑

斓，只是我们的教育，有时大而化之，

没有帮助孩子很好地成长。

家长给孩子
布置作业不可取

■ 仲崇高

生活从未简单
■ 张正

峨眉山市罗目镇小学

传承古镇文化传承古镇文化
学生知乡爱乡学生知乡爱乡

家乡文化是一个地方最鲜活、最朴素、最具生

命力与感染力的人文资源，是加强青少年“知乡爱

乡”的最好教材。学校作为育人机构，如何发挥家

校合力，传承家乡文化，将家乡的历史融入课堂，让

学生知乡爱乡？

在峨眉山市罗目镇小学校长阮龙芳看来，学校

教育就要与古镇文化深度融合，让学生做一个有文

化、懂礼仪的人，体现教育人的责任与担当。

罗目镇小学坐落于罗目古镇上，已有逾百年历

史。近年来，罗目镇小学围绕古镇文化，从礼仪、连

箫文化、劳动教育等方面入手，挖掘家乡文化的育

人价值，改变学校师生的精神面貌。

■ 记者 何文鑫 倪秀

3月18日，大课间时分，学生跳起莲箫操。（何文鑫 摄）

2020年5月，学生参加劳动实践。（图片由受访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