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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家校之间

十多年前，我在成都一所学校工

作。70岁的母亲住在乡下。我想尽办

法说服母亲来成都与我同住，我认为

她会喜欢繁华的都市生活。出乎我的

意料，在和我住了十几天后，母亲身体

出现不适，萌生回老家的打算。母亲

说：“我一直生活在乡下。家乡是能让

我舒适和快乐的地方。”就这样，我将

母亲送回了乡下。让我惊喜的是，仅

仅几天，母亲身体恢复如初。这件事

让我对孝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孝顺

不但要孝，还要顺。

顺是接纳，是顺时顺势。把顺和

接纳的思想运用到教育中，会产生神

奇的效果。当我们接受了孩子的一

切，我们就可以寻找到良好的教育机

会，引导孩子向着正确的方向成长和

进步。有的教师总是用严格的管教，

压制强迫学生接受自己的观点。不尊

重孩子的选择和想法，孩子会变得叛

逆。无条件接纳孩子，了解孩子的真

实感受和愿望，师生之间的对话会顺

畅得多。

一位母亲带着她上高中的女儿来

找我。女孩很漂亮，但她受到偶像剧

的影响，不想再学习了，想找一个帅气

又有钱的白马王子结婚。她沉迷于幻

想，像丢了魂似的。我告诉她：“我支

持你的想法。你很漂亮，未来绝对应

该嫁给一位富有、英俊的白马王子。”

她听了非常高兴：“真的吗？校长，你

这样认为吗？”“是的。我想和你分享

一个浪漫的故事。我有一个女同学，

她有着和你一样美丽的外表。后来，

她心想事成，嫁给了一个非常英俊的

富翁。”女孩兴奋起来。“真的吗？她现

在怎么样？”“在最初的几年里，她很快

乐。这对新婚夫妇很般配，他们外出

时，总是引来许多艳羡的目光。但后

来……”“后来怎样啊？”女孩急忙问。

“后来，她有了孩子，停止了学习和成

长。丈夫和她谈论文学时，她没有兴

趣；谈论新技术时，她一脸茫然。除了

孩子，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可谈的

了。再后来，很不幸，他们离婚了。”女

孩沉默了几分钟，“校长，我想我明白

了。”神奇的是，在这以后，女孩开始专

心学习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是

“接纳”的魔力。

孩子其实想要得到的是教师的理

解和尊重。我们如果没有接纳、理解

孩子，怎么能与孩子感同身受，让孩子

听从我们的建设性指导，找到他自己

的方法来改善自己、提高自己呢？

教师要让孩子觉得我们是他的盟

友、朋友。只有这样，接纳才落了地，

师生才能有深入的对话。

一位学生被他的班主任带到我的

办公室。他拒绝穿校服，偏要穿奇怪

的衣服。这在他的眼里是酷。“你的

衣服很酷，我同意你继续穿。”我

说。他很吃惊。他本以为会受到严厉

的训斥。终于被人理解了，他如释重

负。我告诉他，“我上大学的时候，

曾把头发染成灰色，穿着带有各种图

案的衣服。”他感到惊讶，校长竟然

做过与他同样的事。“那你大学期间

都这样穿吗？”他好奇地问。“不！”

“我在面试我梦想的工作时被拒绝

了。因为我的发型和穿着。我意识

到，我的打扮一点也不帅，只有能力

和智慧才能让我帅，才能让我实现自

己的理想。”“好的，我明白了。”他

在沉思，好像明白了一些东西。后

来，他不再穿奇怪的衣服，开始专注

学习，更加自信了。

30 多年的教育生涯，让我发现了

“接纳”的神奇力量。教师要学会接纳

孩子，与之感同身受，尊重孩子的独立

思考, 才能顺势而导。

“快点快点，加油！”

“你看那个都黑啦！”

“老师说要从下面往上翻！”

10月 25日上午，绵竹市郊外的香

榭河畔综合实践教育基地里，几个用

砖石砌成的乡村灶台旁，一群一年级

的孩子睁大眼睛看着各自大铁锅里的

花生发生的变化。其中，一口承担“炒

花生”任务的铁锅情况不大妙：几粒花

生呈现出焦黑色，一丝淡淡的焦糊味

混杂在炒花生的香气中。

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炒花

生用的铁铲有些重。翻炒花生的小琛

（化名）尽力用小胳膊挥舞着铲子，还

是漏掉了几粒“散兵”。同伴们见状，

又兴奋又着急，有的上来帮小琛翻铲

子，有的跑去请老师过来帮忙。

在老师的帮助下，“险情”算是控

制住了。从砂石中分离出来，又香又

酥、热腾腾的炒花生出锅了！孩子们

围着桌子，心满意足地品尝起了自己

的劳动成果。

这是绵竹市大西街小学劳动教育

主题研学活动中的一部分。这一天研

学的主题是“落花生”，一年级的孩子

们一大早乘车来到实践基地，用劳动

来重新认识花生。

几个班级的孩子轮流进行着不同

的项目。

最熟悉的陌生“果”——
重识花生

花生是植物的哪个部分？花生是

长在藤蔓上还是树上？花生壳的外面

本来还有果肉吗？……

明明是生活中再熟悉不过的花

生，却藏着这么多秘密。

在“花生大讲堂”里，老师引导

孩子们画出自己想象中花生的“完全

体”。于是，图画纸上精彩纷呈：有

花生直接长在树干上的“花生树”；

有直接“蹲”在土里、肚子里藏着很

多个花生的“妈妈花生”；有挂在一

片大叶子上，垂荡在空中的“花生风

铃”；有藏在茎秆顶端的“花生稻”

和“花生麦”……

看着小伙伴们画出的花生各不相

同，孩子们更加想知道真正的花生到

底长什么样子了。老师揭晓答案：花

生是埋在地下的。

也因此，花生也叫“落花生”。在

植物的世界里，花生是少见的地上开

花、地下结果的植物：花生的花谢了以

后，其子房柄会落下钻到土里，在土里

长成荚果。因此，人们特在其名字前

加一“落”字。又由于花生有丰富的营

养价值，吃了有益身体健康，它又叫

“长寿果”。此外，花生还有地果、番豆

等别名。

那么，花生又是怎么结出来的

呢？老师讲解道，花生的一生可以分

为发芽出苗期、幼苗期、开花下针期、

结荚期、饱果成熟期五个阶段。小小

一粒花生，要经过长达100多天的生长

才能结成，这期间还会面临杂草干扰、

病虫侵害、光照降水不足的风险。孩

子们的表情从兴奋好奇渐渐变为担

忧、认真：原来我们平常见惯了的花

生，生长之路是这么的不容易！

老师还提到了许地山的《落花生》

一文，教导孩子们要像花生一样，不爱

慕虚荣，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洗炒卤煮，花样制花生
学习了有关花生的知识后，孩子

们下到田间地头，亲手体验了花生是

怎么从地里变成我们餐桌上的食物

的。许多孩子是第一次看到还在田地

里的花生，满眼都是新鲜和好奇，当刨

开土壤，看到花生露出头的时候，大家

不由得开心地叫了出来。谁能想到那

一株株不起眼的小草下面，还带着这

么多圆滚滚的“宝物”呢？

花生的吃法多样，不论是采下来

直接吃生花生，还是再进行炮制，都少

不了第一步——洗花生。刚采下来的

花生，身上还裹满了地里的泥。孩子

们分好组，端着装了花生的盆子接了

满满一盆水。几双小手同时伸进去，

揉啊搓，给花生宝宝“洗澡”，不一会

儿，原本清澈的水就变成了黄黄的泥

浆。倒掉，再来——这样重复两三次，

花生显出了它本来的颜色，变得干干

净净了。

如果要做炒花生，把花生荚洗干净

后就可以直接下锅，与沙子放在一起

炒，受热更均匀。不过要注意的是，翻

动一定要及时，不然埋在下面的花生很

容易焦。如果要做的是煮花生、盐酥花

生，就需要把果荚剥掉。

这一关，孩子们遇到了挑战：别看

花生又小又脆，这壳可真不好剥。孩子

们的小手捏住花生用劲儿，剥不开，就

干脆把花生放在桌上，用小拳头、手肘

去砸。然而，这样“剥”花生很慢，不仅

容易让花生米碎成两半，手也容易疼。

“太难剥啦！”孩子们纷纷叫起苦

来。老师忙过去传授剥花生的“秘

诀”：捏住两头，找到花生荚的缝隙，边

按边扭——老师一边说一边示范着，

几粒完整的“红米子”几下就落在了老

师的手上。孩子们连忙学起来，果然

好剥了不少。

炮制花生的灶台也是个新鲜玩

意。用铁钳把干燥的木柴放进火堆

里，产生的热量就能制熟花生，没有旋

钮调整火力大小，就靠木柴和风力来

实现。……孩子们争着要为灶台添

柴，同时，也谨记着老师的叮嘱：别凑

太近，小心烫伤！

大西街小学一年级三班的蒲语乔

说，她觉得洗花生最有意思，因为跟小

伙伴一起把手伸进小盆里的感觉很好

玩，与自己以前在家，爸爸妈妈教她洗

花生的感觉不一样。“一想到之后还要

亲手做它，就想一定要把它洗得干干

净净的。”

“有些娇气的孩子，这次也不怕脏

和累，积极动手。跟同学一起劳动是

一件很快乐的事。”班主任殷婷婷看着

忙碌的孩子们，脸上一直挂着欣喜的

笑容。

善用资源，“学”“劳”相促
除了认识花生、炮制花生两个环

节外，孩子们还体验了一堂特别的生

命教育课程。在睁开眼睛的情况下，

一切都是清晰可见的，我们能大胆地

迈步走直线；但是，失去了双眼，我们

的世界就完全不同了。

在老师的指引下，七八个孩子戴

上眼罩，体验了一把“盲人的世界”。

几分钟前还能迅速走出直线的孩子们

都变得小心翼翼，走一两步，就不太敢

动了。一个孩子直接把眼罩推上额

头，说：“看不见，都不敢走路了。”

之后，孩子们还体验了双手等身

体各个部位的重要性：即便失去一只

手，生活也会变得极其不便；双腿就更

不用说了。……在老师的引导下，手

脚等身体器官被孩子们重新认识、感

知，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新的理解。

“小朋友们，我们今后一定要注意

安全，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好不好？”孩

子们回答“好”的声音格外响亮。

“基地自 5月正式投入使用以来，

陆续受到各个学校以及旅行社的关注，

目前，团队订单已排到了11月下旬。”据

香榭河畔综合实践教育基地现场负责

人丁旭海介绍，基地主要以“传承农耕

文明 弘扬民俗文化”为宗旨，设有劳动

研学、军事训练、模拟作战、自助式耕读

体验等丰富多彩的研学项目，为青少年

提供校外研学拓展实践综合平台，让孩

子们走出校园、走出课堂，在互动、探

究、体验中快乐学习成长。

据悉，顺应“双减”，大西街小学将

劳动教育作为一个重要抓手，针对不

同学段的孩子开发出了适合的研学课

程。一二年级的孩子还将到绵竹年画

村，高年级的孩子则会前往黄继光纪

念馆、李白纪念馆、四川大学等地研

学，“学中有劳”“以劳促学”。

“把劳动教育融入，研学不必去远

方。”大西街小学副校长李忠建说，家

门口的景点、不远处的田间地头、和绿

水青山，都能成为孩子们高质量的“第

二课堂”。

活动当天下午，孩子们来到绵竹

年画村，这里也是研学的一处宝地。

在年画村中，孩子们不仅可以看

到年画艺人创作木版年画的全过程，

还能拿起画笔和色彩盘，跟老师学习

年画童子等具有特色的年画作品，亲

手创作属于自己的年画。

“没想到这些看起来简单的年画，

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打磨，这次体验让

我喜欢上了绵竹年画。”学生蒋思静兴

奋地说。

“这种边玩边学的模式，不仅能让

孩子亲近大自然，感受非遗的魅力，还

能提升动手能力。”看着女儿体验了绵

竹年画印版、彩绘等制作工艺，成功绘

制出一幅色彩明亮的绵竹年画时，家

长蒋俊开心地笑了。

接纳的神奇魅力接纳的神奇魅力
■ 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东坡外国语学校 陈武

劳动研学劳动研学，，探寻花生里的大学问探寻花生里的大学问
■ 记者 梁童童 文/图

10月21日，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推进会在成都召开，各

地中小学就劳动教育典型经验进行了交流总结。会议指出，既

要防止坐在教室里讲劳动，也要防止只有劳动没有教育。要通

过真实的劳动体验，出力流汗，让学生接受教育；统筹好校内外

资源，细化实施指导，把劳动教育水平提上去。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许多学校的劳动教育体系越来越精

细、完善。各地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研学基地不断升级完善，

孩子们家门口的小微景点、不远处的田间地头，都被开发成了高

质量的劳动教育“课堂”。孩子们在流汗出力的同时，丰富了生

活体验，也增长了见识。

近日，绵竹市大西街小学将研学活动作为劳动教育体系的

一部分，利用绵竹市郊的绿水青山，带孩子们走进大自然，让劳

动教育真实发生。

“我也来试试炒花生”

小伙伴一起洗花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