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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就会唱这些红色歌

谣，它们真是伴随几代人成长的

啊。”3月4日，年逾50的教师张鲜明

情不自禁吟唱起自己孩童时期学会

的山歌《十把扇儿》，“一把扇儿（嘛）

正月正啰/夫妻二人（嘛）好高兴啰/

妻子参加（嘛）慰劳队（哟）/郎在外

面（嘛）当红军啰……”简单上口的

曲调伴着巴中口音有趣、有味，一下

子吸引了正在准备童谣、诗词展示

活动的老师们过来听和学唱。欢笑

中，大家很快会唱了。

近两年，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

确定了“在童谣中成长”的诗歌教育

特色，省级课题“小学童谣教育活动

创新实践研究”让全校师生包括家长

都“卷入”红色童谣的搜集、吟诵、教

学、传唱中——一场“红色童谣”行动

让这所小学亮起来、灵动起来。

搜集散落“珍珠”，串起成长脉络
童谣，简单易学、贴近孩子生

活、念起来朗朗上口，是语文教学很

好的切入口。张鲜明说，老师们在生

字教学中早就开始创编童谣。比如

“朋”字，教读“两个月亮一起走，马

上成为好朋友”，“朋”字便跃然而

出。教学“精卫填海”时，老师让孩子

们念：“炎帝有女叫女娃，独自出海

永不回，精魂化作精卫鸟，痛恨大海

夺生命，一刻不停衔石子，海不填平

心不死。”中国文化渊源流长，留下

了无数瑰宝在童谣中闪烁光芒。而

红色童谣，确是红色巴中流传下来

的“珍珠”。

“红军打下南龛坡，大人细娃儿

笑呵呵，歼灭敌人一千多，眉毛笑成

豌豆角。”“咚咚锵，咚咚锵，红军打了

大胜仗，院坝里搭起戏台子，点起油

灯把戏唱，装的装红军，扮的扮匪帮，

童子团，嗓门儿亮，紧紧握着红缨枪

……”翻开学校搜集的《川陕革命根

据地历史歌谣选编》，红色的历史在

歌谣、童谣里历历在目、鲜活可见。

巴州区三小是一所被“红色文

化”包围的学校，2009 年被命名为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巴中红

军小学”。童谣中的“南龛坡”是学校

相隔几百米的一座小山，更是当年

红军反“三路围攻”战斗序幕拉开的

地方。南龛山不仅有规模庞大的国

宝级文物、从隋至宋的南龛摩崖造

像，还有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以

及嵌碑2288块、刻红军英名8.5万的

将帅碑林。学校旁的巴中中学校园

内的“八角楼”，这座古色古香、两楼

一底的建筑是云屏书院（巴中中学

前身）的藏书楼。川陕苏区时期，中

共川陕省委党校和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就设在这里。“我

们校园狭小，经过协调，三小和巴中

中学打通了校园，共用操场，孩子每

天从徐向前元帅办公的八角楼走

过，就是传承着红色的基因，带着理

想和信念从历史走向未来！”校长马

龙形象地说。

“秀美巴中红土地，红色文化数

第一。‘空山战役’枪声急，‘赤化全

川’立峭壁。‘八角楼灯光’光芒熠，

‘川博文物’陈列齐。十二万儿女沐

弹雨，壮烈牺牲四万余。‘烈士陵园’

永追忆，‘将帅碑林’巍巍立。红军精

神要铭记，红色基因植心里，植心

里！”邱显峰是一名老教师，他和王

志蓉老师这首《红色基因植心里》童

谣写出了一名老教师对教育的深

情。他说：“用童谣的形式让孩子了

解本土历史，让他们感受到红军吃

苦在前、不战不休的意志品质，在这

个年纪要努力学习，知道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

设计系列课程，传承红色文化
每年清明节、建队节，巴州三小

的师生们都会到南龛山开展德育和

综合实践活动。“爬上南龛山是孩子

们最快乐的时候，在纪念活动和仪

式结束的末尾我们一般会进行经典

吟诵。”邱显峰说，一开始，老师让孩

子们吟诵课本的诗词，渐渐发现本

土的童谣更上口和有趣，再后来老

师和孩子们就自己创作和改写童

谣。

翻开学校编印的《童谣读本》，

数十首简短易记、接地气的童谣生

动活泼。如教师贺华的《巴中礼赞》

“巴山高，巴水长，高山峡谷好风光，

巴山高，巴水长，长长巴河历史淌

……”石浩龙的“一粒米，两粒米，粒

粒吃进肚子里。不挑食，果蔬齐，认

真吃饭不游戏。不剩饭，不剩饭，光

盘行动从我起。”老师们把吟诵场景

做成视频，师生在历年的四川省优

秀童谣征集活动中屡获殊荣。

学校确定“在童谣中成长”的诗

教特色后，以“跟着红色童谣去行

走”打造校园文化。校园广播、LED

显示屏定时播放红色童谣，师生随

时随处都能遇见红色童谣、吟诵红

色诗歌。学校在红色童谣教育中，探

索党建、德育、诗教、学科、活动融合

教育新模式。围绕红色童谣诗词行

动，学校整合资源，系统规划与推

进课程建设。如，“红色微党课”系列

进课堂，杨晶老师在川陕革命根据

地博物馆的“红色故事汇”专栏讲述

六星上将洪学智的故事，高年级孩

子走进博物馆当小解说员。课后服

务阅读课上，低段学生读红色童谣、

高段学生读红色诗词，他们声情并

茂诵读、带动作吟诵。综合实践课

上，孩子们制作色彩斑斓的画作和

手工。升旗仪式上，红色童谣展示诉

说着对先烈的缅怀，对未来的憧憬

……“红色文化与学校课程融合推

进，在活动中融入教育，让红色文化

永不褪色。”副校长陈燕说。

“一次在敬老院的服务活动中，

孩子们唱了一首红色童谣，当时一

位老红军一起唱起来，激动地流下

了眼泪。那一幕我至今难忘。”张鲜

明说。更多老师表示，将本土童谣

整合在教学中，不但是课程思政中

“大语文观”的实践，更是对红色童

谣育人价值的重新认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广泛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伟

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为

新时代学校的德育工作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用好红色优势资源，厚植成
长的沃壤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教育的根

本任务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其

实施的基本逻辑就是培根铸魂、启

智润心。面对多元复杂的信息社会，

学校的德育工作必须守正创新，以

贴近时代、贴近学生、贴近生活的教

育内容和方法培养人、塑造人。

因此，在学校的德育工作中要根

据各学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成长规

律，充分发掘资源优势，创新德育工

作手段和方法，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

式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根据

地的故事、英雄和烈士的故事，在学

生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红色的种子，让

学生在润物无声中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

拔节成穗，让红色基因赓续传承。

巴州区第三小学校坐拥于“中

国革命的露天博物馆”附近，附近的

红色资源成了滋养学生成长的“富

矿”。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有不可移

动的革命文物382处，其中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2 处 66 点，省级革命

文物保护单位 20 处，市级革命文物

保护单位 11 处，县级革命文物保护

单位110处。

扬优成势，让红色教育贴近学

生生活，走进学生心灵。红色童谣作

为革命语境下的一种红色艺术表现

形式，是历史社会生活的艺术写照，

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艺术创造力

和广泛的群众性，是革命儿童文艺

最主要的形式之一。作为全国红军

小学之一，我们依托丰富的红色资

源、深厚的红色底蕴，以红色童谣为

突破开发校本课程，积极探索出了

传承红色基因的有效教育路径。传

唱红色童谣，唱响了学生别样成长

之路。

◆红色童谣，唱响学生成长生
命乐章

童谣是为儿童作的短诗，是在

儿童中间流行的歌谣，形式比较简

短，强调格律和韵脚，通常以口头形

式流传。红色童谣是讲述红色革命

经历的歌谣，以讲述革命先烈故事，

歌颂党为主题。富于音韵，朗朗上

口，具备合辙押韵、节奏明快易唱、

语言活泼的特点。红色童谣传唱，就

是让儿童在传唱中实现心灵的交

流、心灵的共鸣、心灵的和谐和心灵

的碰撞，促进生命健康成长。

一是在传唱中提升学习能力。

传唱红色童谣是具有趣味性的课

程，可以对学生繁重的文化课程的

学习起到调节作用，减轻学生的学

习压力，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比

如，在红色童谣的学习过程中，涉及

表演、朗诵、演唱等，有利于学生参

与的热情和表演兴趣，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在红色童谣的资料搜集中，

培养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在童

谣创作中，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二是在传唱中培养合作意识。

红色童谣在传唱过程中需要师生之

间、学生之间的通力合作和平等对

话。红色童谣的传唱，有利于学生形

成团队协作的意识，通过师生、学生

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加深彼此之间

的了解，增进彼此之间的友谊，还可

以达到教学相长、学学相促、和谐共

进的良好效果。

三是在传唱中增进责任意识。

红色童谣里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奋

斗历史，反映了革命岁月里的社会

生活。学生在童谣传唱中，感受到了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理想不惜抛头

颅、洒热血的英勇气概，受到了“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责任感的洗礼，

也激励着学生珍惜当下美好的学习

生活，树牢为祖国强大而不懈努力

学习的责任意识。

四是在传唱中塑造奋斗精神。红

色童谣的创作取材于火热的革命生

活，讴歌伟大的革命事业。通过红色

童谣的学习，让学生了解、感知吃苦

耐劳的精神、乐观的革命精神、积极

的人生态度，可以促进他们形成良好

的心理素质，增强在逆境中奋斗的能

力，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在传唱红

色童谣中，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思

想的洗礼，从小便在思想深处埋下了

坚强、乐观、奋斗的种子。

五是在传唱中涵养家国情怀。

新时代少年儿童长大后肩负着民族

复兴大任。传唱红色童谣，学生通过

身临其境的体会和感受当时的时代

背景和革命先烈的事迹，增强对历

史的深切感悟和理解，增进对祖国

的炽热情怀，提振民族自豪感。因

此，红色童谣的传唱，唱出了童心向

党，唱出了立志报国，也唱出了成长

中不一样的精彩。

有幸生长在美丽广袤的新疆，在少数民族学

生占据绝大多数的课堂上，如何能够丰富而有趣

地传递语文学科知识与素养，播撒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智慧与精妙，让学生对祖国悠久的文明产

生认同感和自豪感？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为此，我

在课堂教学上以尊重各民族文化、深入了解学情

和学生认知心理等基础上，尝试以民歌童谣顺口

溜等方式进行课堂朗读、背诵、知识总结、课文改

写等语文活动，取得了显著效果。九年级的孩子用

诵读童谣的方式在读书节上背诵了《强国有我》，

由此爱上了晨读暮诵，七年级的学生也因此熟记

了审题要领、答题思路、作文规范，在考试中成绩

斐然。

我在课堂上对民谣童谣的使用，是一次无意

识的巧遇。当时在上《回延安》一课，孩子们对于

“信天游”这种民歌题材陌生，对于文中的革命情

愫和重逢喜悦也一脸漠然，然而，当我提议大家用

手拍桌面打起节奏来朗诵全文时，全班都振奋了，

其中一个善于演奏手鼓和冬不拉的孩子，还哼起

了维吾尔舞蹈乐曲，本想制止他的自我陶醉的表

演，然而那个熟悉的节奏响起在我的耳畔：

“咚巴拉咚巴咚咚嗒嗒……”“手抓黄土我不

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

搂定宝塔山……”

恰到好处的合辙押韵，让我灵机一动：“同学

们，让我们试着用节日的鼓点节奏来读课文！”顿

时，全班热情高涨，读到位了，顺带的情感线索，故

事发展经过游刃而解，甚至连延安的变化，亲人们

的牵挂，对故土的深情，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也都顺

势被学生自己总结了出来。

欢快的节奏，激发了孩子们心底的热情和快

乐，让语言的学习，多了几分活泼与灵动。

有了这样的初试成功，我在接下来的《诗经》

教学中，也添加了朗诵脚本设计，让学生们感受诗

歌中严整对称抑扬顿挫的节律美，重章叠句回环

往复的韵味美，含蓄委婉铺陈回旋的婉约美。有部

分女生还为诗歌配了乐。不到一周时间，这“诗经

二首”就成了孩子们口唯心诵的经典篇目，人人能

背诵，丝毫不需要老师苦口婆心地费劲催促。

优美的旋律，唤醒了孩子们对青春美好的向

往和热爱，也让枯燥的背诵变得唯美而浪漫。

换种方式学语言，打开思路提素养，让我看到

了新课标下对语文教学和语文教师的新要求，也

笃定了自己的尝试是正确有效的。于是，在我重

新回头教七年级的时候，面对着一群刚小学毕

业、童心未泯的维吾尔族孩子，就有了我在写作

教学和阅读教学中自创顺口溜进行重难点总结

的尝试，效果依然不错，孩子们的期末成绩一跃

成为了年级第一。

具体做法是：散文教学中，引入古诗词改编的

对称句，每一句对应一种修辞手法，并品析手法的

妙处，如“好雨也能知时节，拟人赋雨人格化，生动

形象有感觉，一用妙笔就生花”；再如，说明文阅读

中，编写了如下口诀“说明对象不能少，时空逻辑

看全篇，语言表达科准严，科学态度记心间”；面对

写作中书写格式欠规范的现象，我梳理了写作格

式规范要求顺口溜“一个标题很亮眼，两种人称可

以选，三个层次很明显，四种修辞有文采，五六个

成语，七八个美句，九十个段落，再来题记小标题，

鲜明点题的首尾段，写好作文也容易，按照规范来

你最棒！”

通过以上教学实践的摸索和尝试，我发现民

谣童谣特有的朗朗上口、明白易懂、短小精悍的

特点，非常适合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使用，它能

够广为传播和轻松记忆的优点，可以成为我们课

堂教学的得力助手，我也会不断研究童谣民谣等

其他语言范式在教学中的辅助作用，让语文课堂

有智、有味，更有趣。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

版）在“课内外读物的建议”中推荐阅读

中外童谣、儿童诗歌等。同时，在艺术课

程标准中，在第一学段1—2年级）学习

任务1“趣味唱游”、学习任务3“情境表

演”和学习任务4“发现身边的音乐”均

有童谣的学习要求。统编语文教材一年

级，基本以童谣和儿歌为主要内容，尤

其是在一年级上册的阅读材料中，童谣

占比非常高。二年级有10篇童谣，识字

环节有6篇、语文园地有4篇。小学一二

年级的48篇童谣，涵盖了儿童生活的日

常经验、童趣想象、家庭社群、校园同

伴、国家社会以及自然万物等方方面

面。音乐教材更有不少童谣和儿歌，比

如人教版（简谱）小学音乐二年级上册

《数蛤蟆》《花蛤蟆》《猜谜谣》等，二年级

下册《打花巴掌》《小老鼠上灯台》《跳皮

筋》等。

新课标和教材对童谣的重视，是因

为童谣有很高的教育教学价值，文本特

点特别适合儿童学习，尤其是小学低年

级学生学习。童谣语言浅近生动、节奏

韵律优美、内容和形式丰富多样，从语

文学科的视角看，是儿童识字和学习语

言、亲近语言的范本，也是儿童认识社

会、感知世界的重要途径；从音乐学科

的视角看，是儿童了解音乐节奏、音调

与语言节奏、声调的关系等审美活动的

重要载体。

然而，教师们虽然对童谣有一定了

解，但在实际教学中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如：对教材中不同单元类型童谣的

认识不充分，教学过程中教学方式不合

理，常常局限在学科知识的维度进行童

谣教学，学生积极性不高等。同时，当前

对童谣教学的系统研究较少。因此，深

入开展关于统编版教材小学童谣的教

育教学研究有必要且有意义。

为此，我们基于“大概念”理念，提

出童谣应从学科教学转向学科教育，再

转向跨学科育人，以打破童谣学习局限

在读一读、诵一诵、唱一唱的单一模式，

实现其综合育人的价值。

一、立足“三问”，澄清跨学科大概念
林恩·埃里克森在《概念为本的课

程与教学》一书中将知识的结构归纳为

由“事实—主题—概念—原理概括—理

论”不断抽象而成的认知框架。可见，主

题是大概念的“透镜”，是抽象大概念与

具体生活情境的重要“中介”，大概念潜

藏在众多具体的童谣主题之中。因此，

基于大概念的童谣学习首先要确定童

谣探究主题。主题一般分人文主题和要

素主题。如果教师将一个笼统的主题探

究布置给学生，很容易让作业流于形

式、疏于内涵。因此，教师要进一步挖掘

主题“透镜”下的学科大概念，以大概念

为“整合器”，利用 KUDB 目标模板，

“K”即know（学生将知道什么），“U”即

understand（学生将理解什么），“D”即do

（学生将能做什么），“B”即be（学生想成

为什么），从这四个层面明晰童谣学习

的内在逻辑与目标指向，提升童谣学习

的内涵与品质。

由于大概念是一个兼具价值论、认

识论、方法论的知识结构，因此，教师往

往可以立足“童谣是什么”（主题所指向

的学科知识与技能）、“童谣为什么值得

传唱”（主题所指向学科的价值与意

义）、“童谣是怎样产生的”（主题所指向

的学科的思想与方法）3方面对追问主

题，抽象概括出现象背后的概念性理

解，澄清跨学科大概念。

概念一：童谣是一种朗朗上口、短

小简单，能在儿童中传唱的歌谣。

概念二：童谣中的语言和衬词能够

体现家乡文化的独特韵味。

概念三：童谣是童年生活的映照。

二、基于“大概念”，厘清年段
KUDB目标

基于三个大概念，教师分别根据

低中高不同年段学生的学业水平和身

心特点，利用KUDB目标模板，表征出

各年段的学习目标。比如：know（知道什

么），低段目标：知道简单地说唱童谣；

知道什么是童谣，了解童谣的歌词、结

构特点。中段目标：知道什么是童谣，搜

集、了解家乡的童谣；知道童谣有有旋

律、无旋律之分。高段目标：知道什么是

童谣，搜集、了解家乡的童谣和异域的

童谣；知道童谣有有旋律、无旋律之分；

知道地域不同，童谣的风格及编创思路

也不同。

三、根据“KUDB目标”，制定年段
学习任务群

KUDB 目标是 K、U、D、B 四个维

度，决定了有四个维度的任务群。比如

在“争做童谣文化小使者”或“我是童谣

唱作人”这样的大任务下，分解出争做

童谣搜集使、推荐使、吟唱使、创编使等

任务群，每个任务群设置若干活动。年

段目标的梯度和差异决定了制定学习

任务群的难易梯度化和差异化。如：同

样根据自己的童年生活，低段是编创无

旋律童谣并表演；中段是编创有旋律的

四川童谣，开一场四川童谣演唱会；高

段是编创一首富有地方特点的有旋律

童谣，开一场中国童谣演唱会。

上述任务群通过语文、音乐、信息

技术等多学科活动方能完成。比如在

“争做童谣搜集使”任务中，得进行文献

查阅、网络检索、民间采风、请教父母等

多个活动，在“争做童谣推荐使”这个任

务中，将搜集到的童谣进行筛选、梳理、

分类，还要思考呈现方式，如纸媒方式：

海报、手抄报、板报、版画、童谣集等；多

媒体的方式：PPT、美篇、音频、抖音、微

信短视频等。

童谣跨学科学习无论采用哪种呈

现形式，学生都要用到语文、美术、信息

技术等多学科知识，都要动手、动眼、动

嘴、动脑。这一系列的综合性活动过程，

指向学科融合，指向创意表达，指向审

美与文创，使童谣在与美术课程整合中

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与音乐课程整合

中激发学生的表现力，与信息技术课程

整合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与语文课

程整合中培养学生的审美素养，与道德

与法治课程整合中重塑学生的良好品

格，与劳动课程整合中培养快乐劳动的

意识——最终促进学生认知发展、滋养

学生精神世界，整体提升学生的核心素

养、跨学科学习的能力和文化自信。

思政课程·课程思政

童谣悠悠 伴我成长
——记巴中市巴州区三小的“红色童谣”行动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让知识与音律合拍让知识与音律合拍
让文化与节奏共振让文化与节奏共振

——初中语文课堂教学中
民谣童谣的使用

■ 新疆库尔勒市第八中学18中校区 刘璟

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红色童谣：：：：：：：：：：：：：：：：：：：：：：：：：：：：：：：：唱出成长别样精彩
■ 巴中市巴州区第三小学 马龙

大概念导引下的童谣跨学科学习
■ 成都玉林中学附属小学 何小波

一年级的孩子传唱童谣。（图片由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