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2022年4月12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夏应霞 美编 李静 3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lilun@163.com 话题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2月立春、雨水，3月惊蛰、春分，4月清

明、谷雨……24 节气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

化，千百年来，老百姓据时令作息和生活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日出而作，日

落而息”。时光的轮回暗藏生命的规律，时

令的划分敲击着生长的节奏。2022年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将24节气作为主旋律，展示

了传统文化之美和磅礴的生命力，震撼了

世界。如何传承农耕文明留下的宝贵文化

遗产，也成为当前基础教育应面对的命题。

随着农村走向城市化的进程，孩子们

“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现象变得普遍起

来。“问孩子们什么叫‘酒米’，他们说是酒+

米，问他们面粉是从哪儿来的，回答是树上

结的……”看着孩子们渐渐远离土地，不知

农时，不懂物候，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江

安河分校（以下简称川大附小江安河分校）

校长胡文涛和老师们开始思索如何改变现

状，如何将校园变成“田园”，让孩子和万物

共生长，让他们感知生命的节奏，体悟生命

的价值。

“教育的本质是让‘人’健康成长。对

小学教育而言，基本是要‘依时而动’，把学

习和生产劳动、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回归教

育之本真。”胡文涛提出了学校劳动教育的

三个关键词：一是唤醒，通过感知土地、感

知生命，唤醒师生对劳动教育的热情和认

知。二是培育，通过成体系的劳动教育课

程，培育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框架，构建

其成长的“土壤”。三是生长，就是抓住“家

校社”协同的关键环节，让孩子们在和谐、

生态环境中自由生长。

1.唤醒——
“四季农耕”中体验生命法则
学校位于美丽的江安河畔。江安河本

是都江堰内江主要干渠之一，经都江堰、温

江、郫都、金牛、武侯、最后流入双流，于二

江寺汇入府河。过去的江安河河畔全是肥

沃的农田，“沧海桑田”的城市化留下了附

近1500亩的“江安河公园”保留川西平原的

自然风光。

校门口的大榕树下有一大大的“耕”字

石雕，12年前学校迁至现址时，校园里有一

块“耕种园”，后因生源的急剧增加，学校只

好将“耕种园”用来建“耕读楼”容纳学

生。“‘耕读传家’的思想融于学校血脉中，

在田园里躬耕，在教与学里躬耕，蕴含了

丰富的教育资源，如勤劳俭朴的美德、勇

毅刚强的品德等价值观念。”胡文涛说，学

校从恢复“耕读传统”，“行和楼”与“学远

楼”之间开辟了22块农田作为学生生产劳

动的“微基地”，依据国家课程开发实施

“四季耕读”课程。

每一间教室边、走廊边，摆满了大盆培

育的花草植物；教学楼边、围墙周边，桃

树、杏树、梨树、核桃树、樱桃树……但凡

生活中常见的水果，校园里都有；更让很

多城市小学羡慕的是，学校把过去纯景观

的苗圃改成22块田园，孩子们、老师们、家

长们一起来种上了水稻、白菜、番茄、辣椒、

茄子、南瓜……但凡生活中常见食物，校园

里都有。

刚过惊蛰，3月7日是一个明媚的阳光

天，学校隆重举行了首届春耕开耕仪式。

仪式上，健美操社团的孩子们合唱了“二十

四节气”歌，衣食农事，依气候而作，随岁月

流转，孩子们在歌声中重温节令节气对农

作物种植的影响，倾听大自然的声音。

校长为“耕园”揭牌，耕园是指22块农

田。全校有48个班级，不到一半的班级获

得此轮“耕作”的荣誉。“耕园采取土地流转

形式，遵循农作物的生长规律，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采取分季招标的办法实施。”胡

文涛说，上学期期末的耕种班级招标会上，

20个幸运班级通过“抽签助手”小程序招标

成功。

开耕仪式上，校领导将农具和种子分

发给班级，班级代表接过了沉甸甸的责任

——他们将管好这一块土地。耕种班级的

班主任为“农耕导师”家长颁发聘书，家长

将传授农耕经验，助力学校田园课程的实

施。六（3）中队的孩子带来“责任——春种

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周主题展示。每一块

耕田都以师生自主管理的方式，开展种植

实践活动，孩子们歌唱、朗诵、讲述，“春种

一粒粟”，只有辛勤的耕耘、劳作的汗水才

能换来“秋收万颗子”。

这个春天，孩子们在自己的“责任田”

里，“耕种”起来。家长农耕导师们示范、讲

解农具的使用方法，介绍农作物的生长周

期，孩子们拿起小锄头，翻土、捡石头、施

肥，栽上小秧苗，播进菜种子，脸上洋溢着

希望与喜悦。“不仅仅是孩子和家长，我田

园课程还唤醒了教师对土地的热情、对教

育的热情。”课间、周末，看到班主任、老师

们帮孩子浇水、打理农作物，胡文涛说，把

校园变成田园后，在开启“四季农耕”劳动

教育课程的同时，让校园更绿，也更有生

机了。

2.培育——
“勤勉敬业”的劳动课程体系
在“四季农耕”田园课程的基础上，学

校建构了“1+3”劳动教育课程体系。

什么是“1+3”？胡文涛介绍，“1”指的

是学校将“勤勉敬业”作为学校劳动教育的

价值核心，即劳动价值观。“3”指的是学校

通过劳动教育校本课程实施让学生达到的

劳动素养，即“会劳动、爱劳动、勤劳动”。

这3个劳动素养是从劳动的知识与技能、劳

动的情怀、劳动的习惯三个方面概括提炼

出来，也符合学生“知、情、行”的心理认知

规律，也是学校劳动教育校本课程目标的

三个维度。

“学校‘1+3’劳动教育课程不同于学科

课程，是具有综合育人价值的实践课程。”

副校长胡平介绍，学校构建了日常生活劳

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课程框

架。比如以四季农耕课程为例，学校以“基

础型+融合型+活动型+环境型”四课联动

的方式来实施。

如劳动基础课，主要实施者是班主任

和家长志愿者，1-2年级的内容是：养护水

培植物、种植盆栽花草、照料家中动物、栽

培种植葱、姜、蒜、农事活动的经典歌谣、农

谚。中段、高段学生开辟一方菜园、参与四

季耕作、体验动物饲养、采摘蔬菜瓜果、相

关手工技艺（造纸、泥塑、织布）、时令和节

气（二十四节气）。

融合课（学科渗透方面），以语文、科学

学科为国家课程校本化为切入点，形成国

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清

单。学校仔细梳理了“四季耕读”项目中统

编小学语文的所有课时，比如低段《秋天》、

《四季》、《雪地里的小画家》等 18 课，中段

《大青山下的小学》、《花的学校》、《铺满金

色巴掌的水泥道》等12课；高段《落花生》、

《桂花雨》、《四季之美》等13课。通过专题

教研，引导学科教师适时引入劳动教育。

活动课指深度体验，7岁入学仪式“做

一粒读书的种子”，种下一粒种子，播种人

生希望；8岁趣味比赛“积蔬成塔”，手脑并

用，创新创造；9岁生命教育“蚕的一生”，亲

历蚕宝宝的饲养过程；10岁成长仪式“我与

小树共成长”，让孩子们认领中队成长树；

11岁科学探秘“做土壤的守护神”，动手制

作有机肥改良土壤；12岁毕业典礼“我学小

树作栋梁”，感恩母校，扬帆启航。

环境课指文化浸润，四季耕读实践课

程的文化浸润从“农食”（五谷：麦、菽、黍、

稻、稷），“农器”（算盘、农具、风箱），“农技”

（编草鞋），“农节”（二十四节气），还包括各

种有关农耕的典故、人物、物种的历史、知

识类展示。

这四种课型，将课程和实践紧密地结

合在一起，体现了劳动的综合育人价值。

3.生长——
“家校社”协同的校本化实施
4月1日，市级课题“‘家校社协同’视域

下小学劳动教育校本化实施的实践研究”

在川大附小江安河分校开题实施。成都市

武侯区劳动教育教研员王艺蓉对学校把劳

动教育作为校本化课程研究表示认同。

“日常的劳动教育更多体现在操作性

较强的实践活动中，学生在参与劳动的过

程中更多感受到的是做什么、怎么做？而

此次课题着眼于家校社协同机制，赋予三

方不同的职能。”王艺蓉说，以家为基础、以

校为主导、以社会为拓展的研究视域值得

推广。

基于几年的劳动教育研究，课题组发

现，目前存在三个短板：一是学校劳动教

育内容单一，与学生内在需求存在脱节。

部分孩子认为劳动教育就是在学校和家

里做洒扫和清洁，个别孩子还表示劳动很

枯燥。二是学校劳动教育师资薄弱，阻碍

劳动教育学科发展。课题组针对全校 48

名班主任进行调查发现，95.12%的班主任

认为学校劳动教育课程资源不够丰富，没

有配套的劳动教育校本教材；有 80.49%的

班主任认为课程内容不够多样，没有充分

利用社会丰富的劳动教育资源。三是学

校劳动教育缺乏协同，孤军奋战实效低难

推进。

“劳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科研副

校长胡平说，下一步，从学生、教师、学校

实际情况出发，整合社区、家庭资源，研究

开发基于“家校社协同”视域下的劳动教

育校本课程资源、实施路径、方法和策略，

以及多元综合性评价机制，构建起符合学

生内在需求的丰富、立体、多元的劳动教

育情境，变学校劳动教育的孤岛为“家校

社”劳动教育的环屿，建设出具有校本特

色的小学劳动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实

践样本。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在学生中弘扬劳

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

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

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

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意见》指出：有目的、有计划地组

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

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接

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

观和良好劳动品质。

长期以来，劳动教育成为学校教育的

短板。学校急需以劳动课程建设为抓手来

推动劳动教育的落地，以提升学生劳动素

养，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而儿童劳动精

神的培育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在日常

生活中，学校注意引导儿童通过持续、动态

的“真劳动”，去体验劳有所获的幸福感，形

成积极的劳动观念和正确的劳动价值观。

一、在劳动中唤醒教育本真

“双减”呼唤教育回归本真，回归教育

的初心，劳动教育要培养“手中有活，眼中

有光，心中有爱”的孩子，培养真善美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一）建课程，重实践。学校劳动教育

以“1+3”劳动教育校本课程：“1”是将“勤

勉敬业”作为劳动教育的价值核心，即劳动

价值观。“3”是从认知层面培养劳动知识与

技能，从情感层面陶冶劳动情怀，从实践层

面养成劳动习惯，即“会劳动”“爱劳动”“勤

劳动”。该课程不同于学科课程，是具有综

合育人价值的实践课程。

（二）有体悟，去唤醒。学校把教室搬

进生机勃勃的田园，孩子们将经历育苗、栽

培、田间管理、移栽、观察测量、自然笔记到

收获分享的全过程，在一秧一苗间，在一耕

一种中，同学们体验农耕，增长知识，亲近

自然，学生在田园里躬身劳作，见证并亲自

参与农作物的生长全过程，感受劳动的情

感、收获与幸福。通过“1+3”劳动教育校本

课程的实施，唤醒学生对生命的认知、增进

对劳动的认识，深植对劳动的情怀，助推学

生实现“社会人”的跨越。

二、劳动教育在学校孕育

劳动教育的第一特性是实践性，就是

要学生在实践中动手、动脑、出力、流汗。

如学校的“四季农耕”劳动教育课让学生初

步体验简单的农业生产劳动，初步学会与

他人合作劳动，感悟勤劳俭朴的美德化育、

吃苦耐劳的品德砥砺等价值观念。

（一）定目标，明方向。学校以培育学

生“会劳动、爱劳动、勤劳动”三素养为目标

导向，注重培育学生“勤俭、奋斗、创新、奉

献”的劳动精神。根据课程要素制定出“1+

3”劳动课程目标“勤勉敬业”的一级目标。

分解、细化国家政策在“日常生活劳动”“生

产劳动”“服务性劳动”三种不同类型劳动

中的育人要求，形成了低中高段循序渐进、

学段衔接的二级目标。

（二）构框架，明主题。学校根据区情、

校情和学情，因地制宜、自主构建起日常生

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三大课程

框架和“生活自理”“整洁教室”“四季农耕”

等八大劳动教育主题，做到劳动教育内容

上的全方位覆盖，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劳动

的育人价值，将劳动实践、学习成长与道德

发展相整合。

三、焕发劳动教育的生机与活力

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

热爱劳动”，离不开家校携手定时、定师、定

位实施劳动教育课程。

（一）多途径，深实施。劳动教育是一

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学校

“1+3”劳动教育课程强调行知合一，学生在

学习劳动知识的过程中，不仅要“知”，还要

“行”，在进行劳动行为的过程中，不仅要

“行”，还要“思”，在“知—行—思”的过程中

不断提升自身在认知和实际操作中的能力，

从而达到“行知合一”。学校以“综合引导

式、有机渗透式、实践活动式、氛围熏陶式”

四种渠道构建劳动教育课程的实施体系。

（二）学科融，全发展。学校着力把国

家课程中的不同学科融合在一起，提出学

科教师要树立“大劳动教育观”，有意识把

学科教学目标与劳动育人目标融合。现阶

段学校主要以语文、科学、美术学科为切入

点，深入挖掘各学科中的劳动教育元素，开

展大主题下的劳动教育课程学习活动，学

生在问题驱动下，融入了多个学科，让学科

在大主题的关联下产生联系，从而打破学

科壁垒，激发学科教师与学生开展劳动实

践的热情。

（三）过程详，评价实。劳动教育评价

是新时代劳动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引导劳动教育的实施走向、促进劳动

教育的目标实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学

校联合家庭、社会形成共育机制，通过构建

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家长为后援、

社会为辅助”的多元综合性评价体系促进

学校劳动教育的有序开展。

学校编撰了《家庭劳动教育手册》，积

极调动家长参与成为过程性评价的观察

者，引导家长积极参与到劳动教育课程评

价中来，形成学校、家庭、社会多角度评价，

使学生的劳动过程更加真实、更加立体、更

加鲜活。

针对劳动技能的专业判断，学校还借

力社会专业技术人员，培养学生精益求精

的劳动品质和一丝不苟的匠人精神。学校

在服务性劳动领域内辅助于服务对象的评

价，有利于培养学生为人民服务的劳动意

识和敬业奉献的劳动精神。

让孩子理解了解农耕文化，知晓农村和城市的变迁，在节气和时代的更迭中传承和生长……四川大

学附属实验小学江安河分校因地制宜，构建“1+3”劳动教育课程体系，实施“家校社协同”视域下小学劳动

教育校本化实践——

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四季耕读：：：：：：：：：：：：：：：：：：：：：：：：：：：：：：：：孩子与万物共生长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是中国传统的四大节

日。时代浪潮的滚滚行进中，有些民族风俗日渐散

佚流失，其中所蕴藏的文化元素搁置荒废。作为班

主任，我们与其劳心费力找寻资源、创设契机育人，

为什么不能够从传统节日中汲取一些更有深度的教

育营养呢？

一、春节：在参与体验中重寻年味，体悟亲情

在孩子们的记忆中，过年，是一顿丰盛的年夜

饭、一台热闹的春节联欢晚会、一份份压岁钱……显

然，这是一个与成长有些断了篇的“年”，孩子们在其

中只是被动的享受者。

没有了参与体验的年，如同浮光掠影，自然也就

谈不上对成长的影响。首先，我让孩子们从年俗的探

源寻根中感受情谊文化。一是开展调研，了解春节拜

年的风俗，并以一份清晰的文字记录材料加以说明，

传承亲情文化；二是走访长辈乡邻了解年俗，把自己

的调研结果在班级分享。这样既了解了传统文化，在

了解中形成仪式感，更在传承中激发情感能量。

其次，让孩子们动手实践，触碰“心有亲人”的情

感按钮。体验活动包括：助家庭大扫除，备年货；为

家人年夜饭添道菜；陪亲人守岁，向长辈拜年；做一

顿象征团圆的元宵大餐。每个环节，学生都可将作

品发送到班级群中自己的文件夹内。寒假结束后，

进行“年味实践”大评比，评出的优秀奖将获得新春

成长盲盒一份。

乘着“年”关，努力撩动着孩子们心灵中那根已

经有些生疏了的亲情之线。

二、清明：在亲近自然中感受生命，珍爱生命

在学生认知里，清明就是扫墓或者去某个纪念

性的公墓送花圈，很少人知道清明既是节日又是节

气，除了扫墓还可踏青。利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

引领孩子们关注“生命”话题。

一是让学生走进自然，感受生命力量。我们向

孩子们推荐了本土专家所写的《百味本草的前世今

生》，让他们可以按图索骥，了解家乡各植物种属的

习性、食用、药用价值，试着为自己采一份春天的野

味。借助自然中的植物，引领学生学会欣赏不同的

生命，珍惜生命。

二是缅怀故人，思考人生价值。在本地历史中，

有 15 岁便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被杀害的“少年女英

雄”张晶麟，有为扑火护林场而献出宝贵生命的沈秀

芹，有为“两弹一星”事业而牺牲的力学专家郭永怀

……每个学生的家族中，都有值得记忆的先人，他们

为家族、家庭的发展而尽心尽力、兢兢业业，我们要

引领着孩子们去感悟，去用心祭奠。

什么样的生命才是有价值的？可如绿植，有活

力，努力向光；如前辈故人，有担当，不断向前——这

样的一课，是教育人必须给学生的一课。

三、端午：在药食文化中养生保健，感怀赤子

端午节，家家户户包粽子、吃粽子，采一把艾蒿

草悬于门框上方……借着非常典型的习俗，我们给

孩子谈一点药食的学问和养生的常识。

“粽子是由糯米为主料制成，有句话说得好——

‘粽子好吃不贪多’，这话有没有道理呢？大家可以

从营养、消化吸收等不同的角度去找寻答案。”这些

探究，研究的是吃与健康的学问。“悬挂艾蒿草是为

了趋灾避邪，是迷信还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这是

引导学生去了解一种植物的属性——它对好多疾病

和细菌都有抑制和杀伤作用。地头田间的寻常植

物，其实是宝贵的中药材，比如被蚊虫叮咬后，随手

采一片藜叶揉成汁擦一擦便可去红止痒……很多常

识等着孩子们了解、发现。健康饮食，关爱健康，对

人来说永远有必要。

“据说吃粽子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在屈原

的诸多诗篇中，忧民的有哪些？爱国的有哪些？请

介绍其出处及表达的思想情感。”“屈原为什么投

江？那之前他内心可能经历过怎样的斗争？”这是带

着经历和情感去体悟那份赤子之情……从屈原身

上，发掘出思考、衍生的点，更是在触及心灵里道德

的弦线。

走近，是浅层次的观望；唯有走进，才能有深入灵

魂的滋养。端午文化，我们要引领学生了解传统的养

生之道，更需要让学生看到于国、于家的赤子之情。

这样的端午节，才有了滋养身心成长的教育之义。

四、中秋：在朗朗明月中走近诗情，不断跨越

在表达相思之情诗中，“月”无疑是古代诗人最

爱的意象。请孩子们走进诗词世界，看看与“月”相

关的句子，表达了怎样的思念。

在孩子们的分享中，“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这是最无奈的孤独情感；“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

短松冈”这是最凄凉的情感……品“月”的背后，是让

学生了解诗词，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学热爱。

“古人借月咏怀，今人登月探秘，大家知道第一

位登上月球的是谁么？他有哪些收获？”“科技的进

步发展，人类的探月手段次数和手段也更加频繁，能

不能梳理出我们中国的探月史？”

中国的探月工程最有文化底蕴，是和传说中住

在月宫的嫦娥仙子有关联的，称为“嫦娥工程”，如果

从一排号，现在已经排到了嫦娥五号了……更重要

的是，沿着科技发展的脉络，孩子们的头脑中已经超

越了地球的视野。与诗词一样，科学素养也是成长

路上重要的助推力量。

传统节日中可供汲取采撷的养分不胜枚举。最

关键的是，班主任是否能够根据学生的成长依需而

取，智取慧取。还有一点，我们必须思量，如何“取”才

能真正地把握孩子们成长的节奏，润物无声地教育。

（杨雪梅系山东省荣成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教

研员，王梦丽系山东省荣成市蜊江小学教师）

班主任日志

唱响劳动之歌 赋能学生成长
■ 四川大学附属实验小学江安河分校 胡文涛 胡平

从传统节日中
汲取教育营养

■ 杨雪梅 王梦丽

开耕仪式结束后，孩子们来到本班的田地劳作。（图片由学校提供）

自己种的小白菜，丰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