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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由于疫情反复，我们

和孩子都很少出门。宅家这段日子，

可把5岁的儿子憋坏了。每天，我变

戏法似的煎炒烹炸，可吃饭时，他拿

着筷子就是不动，吃什么都没有胃

口。这样下去可不行，于是，趁着假

日，我决定领着儿子来到南面的山坡

挖野菜。

在山坡向阳的一面，小草钻出头

来了，各种野菜也相继吐绿，在野花

的映衬下伸展腰肢。我和儿子只挖

“婆婆丁”这种野菜。婆婆丁躲藏在

落叶或草丛里，有的还被其他野菜裹

住了，只露出一片叶子。我是近视

眼，找起来很费劲，于是我就对儿子

“示弱”，说：“儿子，你的眼睛好使，你

来找，我来挖。”儿子一听，乐得小手

拍得啪啪响，兴奋地说：“好哇！好

哇！”他找到一棵，我就让他数一个

数。不大一会儿，他就从一数到了二

十。看着篮子里的婆婆丁越来越多，

他找得更起劲了。在孩子面前“示

弱”，还真是一剂良药啊！

“哥哥，我的风筝飞起来了！”不

远处有两个孩子正在放风筝，这句话

把儿子找婆婆丁的兴致一扫而光，他

立刻加入了放风筝的队伍，跟在那两

个孩子身后，边跑边叫好。

跟两个小伙伴疯玩了半个多小

时，回来后，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妈

妈，您数到多少了？”“哦，一百六十

八！”“哇，好多啊！”看着儿子惊讶的

表情，我说：“劳动时，不怕慢，就怕

站！”他嘟着小嘴，低下了头，似乎明

白了我的用意。

回到家，我坐下来，拿出一棵婆

婆丁，择掉枯萎的叶，再把择好后的

婆婆丁浸泡在水盆里。择一棵我就

数一个数，儿子见我又开始数数，他

也搬来一个小凳子，跟我一起择，一

起数。我故意说：“你要是累了，不爱

择，就去玩一会儿吧，等妈妈择完了，

让你爸爸炸点儿鸡蛋酱，你尝尝好吃

不？”“不，妈妈，您不是也说过做事要

有始有终嘛。”儿子这次执意要跟我

一起数，一起做。我暗暗欣喜，看来

“欲擒故纵”这一招真灵啊！

那顿晚饭是这段时间以来儿子

吃得最香的。丈夫不解地问他：“平

时我们精心给你做的饭菜还不如这

苦婆婆丁好吃？”儿子鼓着腮帮，筷子

上又夹了一团婆婆丁，忽闪着两只大

眼睛，说：“只有自己数出来的菜，吃

起来才鲜呢！”说话时，他嘴里的婆婆

丁似乎让他品尝到了劳动的意义。

我们的长辈和我们都经历过挖

野菜充饥的生活，如今，我带儿子挖

野菜却是一种说教、一种乐趣、一种

回归。我们就住在农村，可这样的劳

动也很少让孩子体验。看来，真该让

他们多感受一下劳动的快乐，体会劳

动的鲜美了。

种植社团刚刚成立时，看着

园子里的碗豆、青菜、香菜、萝

卜，老师们都在思考：这课怎么

开始呢？没有书本，没有纸笔，

甚至没有明确的课时目标，那就

从认识杂草开始吧。

“老师，这个是草吗？”好几

个孩子发出同样的疑问，看来，

从认识杂草开始这一步走对了，

孩子们还真不知道在一片绿油

油的菜地里，哪些苗苗该被除

掉。在老师的指点下，孩子们聚

在一起认真地讨论着，合作与探

究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

学会识别杂草后，孩子们开

始动手拔草了，准确地说是“抓”

草、“掐”草。“拔草，要寻找到草

的根部，将它连根拔掉。如果抓

着乱扯，根没去除，很快又会长

起来。我们写作文时，‘拔’字和

‘扯’字在使用上的区别也在这

里。”老师一边给孩子们示范，一

边讲解，语文教学也带到了菜地

里。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师生

间的交谈少了一些规矩，更多地

是生话式的对话，问得随意，答

得自然，师生关系也在无形中变

得更加亲近。

劳动重在体验，要让孩子们

觉察劳动中被唤醒的身体潜能、

体验因付出而带来的变化与成

就。真正投身于劳动时，无论孩

子还是大人，都能从中找到快

乐，这就是劳动之美。

小的时候，家里十几亩农田，就母亲一

个劳动力，总撵不上耕种收割时节，收成也

总比别人少。有一阵子父亲甚至想辞了工

作，可母亲不同意，说她自己能行，真忙不

过来，这有几个娃能帮上忙。父亲怜爱地

看着我们，哥哥先表态：“爸，我能挑水，能

放羊，还能牵牛犁地……”

“爸，我也行！”姐姐扯着爸爸的衣襟，

“我能浇花、拉风箱，还能做饭。”爸爸乐了，

抱起姐姐，“我闺女真行！”母亲在边上说：

“前几天地里忙，就是霞做的饭，还把饭送

到地里了呢。”

“爸爸，我也行。”正在玩泥巴的我跑过

来，“我都敢捉果树上的虫子了！”“我家三

个娃都厉害！”爸爸咧着嘴说，“你们帮妈妈

干活，周六回来我给你们发奖品。”“我们有

奖品了！”农家小院里传来阵阵欢呼声。

每天放学回来，哥哥先去挑水，姐姐和

我拉着驴子去涝池饮水，吃过晚饭，哥姐先

写作业，我跟母亲在院子里剥包谷粒，圆月

当空，母亲边剥包谷边给我讲嫦娥奔月的

故事，哥哥姐姐写完作业，也出来一起剥包

谷。终于捱到周末，我们边心不在焉地剥

包谷边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口，天快黑时，门

外终于响起自行车的丁零声，我们立即跳

起来，飞奔到门口。“这周表现咋样？”父亲

推着自行车不断闪躲着前呼后拥的我们。

“都表现好。”母亲从包谷堆里站起来，拍拍

身上的包谷粒和渣屑，“多亏三个娃，这一

堆包谷都快剥完了！”

“真棒，那就都有奖品。”父亲从随身的

黄挎包里取出两本童话书奖给哥哥姐姐，

然后又取出一个很大的玩具汽车。“这么大

的汽车。”我激动得跳了起来，接过玩具汽

车就向外跑，我要给整天跟我炫耀的梅梅

看看，我的汽车可比她的抱抱熊牛多了。

“回来！”母亲一把拉住我，“天黑了，小朋友

都回家了。”父亲又从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

递给母亲：“这是给你的衣服，你试试合身

不？”“还给我买，过年买的还没怎么穿呢！”

母亲嗔责着。“娃们有奖品，你最辛苦，当然

也有。这就是我们家的劳动奖励制度，只

要认真劳动，以后都有奖励。”父亲笑着说。

现在，我书房放的那本旧《新华字典》

就是我上小学二年级时，放“夏收假”拾麦

穗的奖品，这么多年，我一直珍藏着，后来

我跟哥哥拉粪肥，父亲还奖励我俩一副乒

乓球拍。

得益于从小培养的劳动意识和自觉的

劳动习惯，自儿子出生后，我也把小时候的

劳动奖励制度“复制”到居家生活中，从一

开始让他下楼买醋买盐，奖励1元钱，到后

来儿子长大一些，站小凳子上能够到水池

子，洗碗一次奖励 3 元钱，慢慢地，小家伙

对做家务有了热情。当然，为了作出表率，

偶尔我也洗一次碗，拖一次地，也会“大张

旗鼓”地从妻子那里领3元钱。

有一次，父母进城小住，对我们给儿子

奖励现金的做法略有担忧，两位老人花了

两天时间制作了一张评分表，贴在小房间

的墙上。表格里分别对洗碗、扫地、买东西

等家务活动和学习、做好事、植树等其他活

动给出评分标准，比如洗一次碗加2分，扫

一次地加2分，择菜也是2分，洗自己的袜

子、内衣则是3分，参加植树节活动加5分，

累积30分可申请吃一次麦当劳，累积50分

可以去一次动物园游玩。尽管刚开始小家

伙并不完全适应，感觉没有奖励现金来得

实惠，可等去了一次CBA 现场看球、去了

一次动物园游玩之后，他才觉得这样的奖

励更有意义。

我家的劳动奖励制度已经实行了快7

年，在爷爷奶奶的监督下，儿子逐渐养成了

自觉的劳动习惯和很好的动手能力。鲁迅

曾说过：“伟大的成绩和辛勤的劳动是成正

比的，有劳动才有收获，日积月累，聚少成

多，奇迹也就创造出来了。”我想，每个喜欢

劳动的孩子，都会享受到劳动所带来的收

获和快乐。只有成为合格而优秀的劳动

者，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才能创造属于自

己的人生奇迹。

我家的劳动
奖励制度

■ 魏青锋

学校和家庭是开展劳动教育的主要阵地和重要场所。新时代，劳动教育被赋予了更加丰富的内涵，有了更多创新的探索。随

着“双减”的落地，学校和家长也更加重视劳动教育，家校合力，以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孩子参与到劳动实践中，能帮助孩子树立正确

的劳动价值观，在劳动中收获成长，完善自我。

劳动教育如何开展？很多学校都做出了尝试。在五一劳动节到来之际，我们一起来看看邻水县石滓镇柳塘中心小学师生的劳

动实践，感受劳动的乐趣，让劳动教育观念深入孩子心中。

邻水县石滓镇柳塘中心小学

种菜养花种菜养花，，体验劳动的乐趣体验劳动的乐趣
■ 覃异邻 文/图

劳动最鲜美
■ 张春凤

种花、种菜、养鱼、包抄手、包棕子、竹器编织……在邻水县石滓镇柳塘中心小学的社团课上，孩子们热情满满地参与到各项有趣的劳动中，体验着劳

动的快乐。

经历两年多的探索，学校的劳动教育课程已初成体系，以“每日一养护行动＋每周一校内技能课＋每月一基地观察课＋每期一劳动周”的常规状态

全面铺开，孩子们还有了劳动实践基地——石滓镇四季花海生态园。

上学期，学校的 6 块菜地分

别划给三四五年级的 6 个班，供

各班师生初步探索劳动课程，培

养大家的劳动意识，各班已对自

己的地有了归属感与责任感。现

在，有了种植社团，由社团老师负

责统一规划、技术跟进，带着队员

们定期协助养护菜地。

社团由每班两名孩子组成，

一共只有22人，菜地全由社团老

师带着孩子们种植，时间、力量都

不够，师生参与面也很小。在各

班老师商量后，“社团＋班级”的

种植模式诞生了。

大张燕老师和艾远山老师从

集市上买回了辣椒苗、茄子苗、黄

瓜和四季豆种子。大课间结束

后，三至五年级的班主任一起来

到菜地边，认真地交流着菜地的

管理模式，老师们一边下地翻看

着地里已经成熟的蔬菜，一边思

考着自己班要种什么新的品种。

李瑞宇老师扯了一大把香蒜

苗，还摘了一大把菜花；陈玉芳

老师和李星老师也各收了一把

菜，而另一边，五 （1） 班的菜

地不但地已翻好，辣椒苗都已经

种上了。

常常会看见下课后或午休

时，三三两两的孩子蹲在菜地边

数着菜苗和花朵的变化，老师们

也会在路过时，驻足欣赏。瞧，邹

柳熙同学正细心地把香樟树落叶

倒在一棵树苗的树根周围，这样

既可以为树根防晒保湿，还可以

化泥为树苗补给营养。

两个星期前，地里种上了杜

鹃，社团的孩子们才浇了第一次

水，第二天早上花儿就绽放了好

多。也许某一天、某一位孩子、某

一位老师会把这盛开的杜鹃花带

入课堂，流于笔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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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班级”种植模式诞生了

种菜养花，老师们也都只是

业余爱好。第一次将爱好升级为

课程，关注每天的气候变化，观察

植物每天的长势，再加上以往那

些有限的经验，就是备课。然而，

一旦校园里的花草树木真正走进

了师生们的视线，大家发现课程

内容随处可见。这不，扁竹根优

雅地盛开，需要松土浇水施肥了，

这是一次很好的劳动课。除了浇

水施肥，将校园里所有的花盆擦

干净也是一次有意义的劳动课。

劳动技能课，重在做，在做中

学，将老师所讲在实践中运用。

全校大大小小有七八十盆花，“花

盆的外部、盆口的边沿都要擦干

净。擦完以后，要将长得好的、欣

赏性强的一面转向路人。”讲解完

注意事项后，老师根据孩子们的

年龄情况划分了劳动区域，孩子

们迅速散开，拿来水桶、帕子，各

就各位开工了。

陶质的、大的花盆被分给了

高年级的学生，低年级的孩子负

责小一点的花盆，孩子们似乎将

每一个花盆都当成了艺术品在小

心伺候着。老师们也没做旁观

者，仔细检查着孩子们擦过的花

盆，给他们做一些必要的示范，然

后将长势较好的兰草分株到个别

空盆里。有些花盆是师生自己从

家里带来的，形状颜色都不一样，

擦完花盆后，孩子们又将花盆按

大小、颜色排好了序。

“哇，你们做得太棒了！”当那

些已经使用半年的白色花盆被孩

子们擦洗得洁净如新时，老师们

由衷地发出赞叹。在这项看似不

起眼的课程里，每一个环节孩子

们都喜滋滋地参与着，他们的工

匠精神正在萌芽。

劳动课，能引导孩子们专注

做事，静下来时，孩子们一定能听

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看见内在的

自我。

劳动教育，重在做中学

跟老师学除草

各班有了自己的菜地

花盆也要摆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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