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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金 澜

全国第七届生命教育创新高峰论

坛开幕在即，日前组委会公布了全国首

届生命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名单。我

省义乌市稠城第一小学教育集团申报

的《基于儿童幸福成长的小学“生命教

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获特等奖。

生命教育，并不是一个陌生词

汇。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中就明确指出：“重

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

持续发展教育。”

在我省2015年召开的全省设区

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

室负责人年度工作会议上，“开展生命

主题教育，提高中小学珍惜、珍爱生命

的意识”更是被单列出来，作为全省今

后一段时期的重点工作。如今，生命

教育正被越来越多的学校重视并推

行，它不再只是心理课或班会课的一

部分，而成为一项主题活动、一门校本

课程，甚至有了专用教室。

从宏观角度看生命教育
稠城一小耗时3年建立了“生命

教育4群9类”特色课程，并由此衍生

出了“倾听花开的声音——生活教育

读本”“生如夏花”等50多门子课程，

种类繁多、分类细致。

在校长楼曙光看来，小学阶段的

生命教育，应该重在培养尊重生命的

意识、理解生命意义和实现生命的最

大值。在这样的定位下，该校的校本

教材横跨了多重主题教育实践领域。

记者发现，在校本教材中既有让儿

童远离意外伤害及遇到意外伤害时的

救护小贴士，也有对公民权利的科普介

绍，甚至科学课会提及保护生物多样

性，思想品德课涉及保护世界和平。

教育的本质是生命教育。像稠城

一小这样，用大生命的概念来宏观审

视语文、科学、思品等学科知识并予以

重新整合归纳的中小学还有很多。这

些学校不仅仅看到了学科知识的技能

价值，更看到了它的育人价值。

当然，记者在采访中也听到了一

些质疑。有人认为生命观是会随年龄

增长自然形成的，对开展生命教育的

重要性认识不足。也有学校将生命教

育的本意扭曲，过度强调了竞争，将生

命的价值简单地和拿高分、考重点学

校等画上等号。

对此，温岭市第二中学副校长陈

平晖认为，产生误解是由于太过短视，

没有把生命教育放到受益终身的宏观

角度来思考。“学生长大成人、踏入社

会，懂得用什么样的心态和上司同事

相处、如何理性面对挫折失败等跟具

备业务能力同样重要，这些观念都是

需要从小培养、逐步建立的。”

推进生命教育常态化
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一环，生命

教育如何常态化推进？早在 2005

年，上海市颁布《中小学生命教育指

导纲要》，为处于迷茫期的中小学指

明了方向。北京师范大学生命教育

研究中心主任肖川也建议说：“学校

落实生命教育，不妨从创造充满生命

情怀的校园文化、用生命教育改造和

提升主题班会、打造生命化的课堂等

三个方面着手。”

采访中记者发现，肖川的建议已

在不少学校落地。“第四届全国生命

教育高峰论坛暨课堂教学比赛”承办

校温岭二中就依托温岭市蓝天救援

队平台，成立了蓝天支部。坞根红色

毅行、救援知识技能培训、防溺水知

识宣传……一次次应急救援和社区

服务，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了生命的

珍贵与平等。

杭州市采荷第一小学教育集团

的课堂洋溢着独特的生命温暖。“司

马光选择弃缸保人，是对生命的尊

重。”“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到好

办法，体现了生命的智慧。”“出事时，

他没有丢下同伴自顾逃命，这是生命

的温情相守。”……语文课上，学生们

自导自演情景剧《司马光砸缸》后，思

绪迸发。执教教师、学校沈立生命教

育工作室成员赵远利说：“生命教育

贯穿于课堂始终，学科知识的学习过

程就是美好生命的体验之旅。”据悉，

这样暖心的生命元素已渗透到采荷

一小的每门学科中。

义乌市上溪中学着眼于营造充满

生命情怀的校园文化。红十字培训纳

入教师业务学习范畴、列为学生军训

第一课，编写红十字急救校本教材，开

设红十字选修课，布置红十字急救窗、

急救知识宣传廊、理论教室、实践操作

教室，拍急救微电影……漫步校园，满

眼都是象征生命的红色，红十字精神

在校园文化中无处不在。现在每届上

溪学子都以持双证（毕业证、红十字救

护员证）毕业为荣。

此外，还有学校独具匠心、从氛围

入手，以境育情。杭州地区唯一的校

园地震测报平台所在地、富阳区万市

中学在2016年建立了防震减灾科普

馆和生命教育体验室，作为开展生命

教育的专用教室。记者看到，生命教

育体验室面积约50平方米，室内白墙

红字，各种应急救护知识一目了然，场

中央还有一个由凳子拼成的巨大红十

字图案，严肃而警醒。李初芬是学校

第一批进馆上课的学生，她说：“走进

体验室就像来到了事件现场，对生命

的敬畏感油然而生。”

成长是生命最为积极的和美好的

姿态。肖川表示：“学生在当下的校园

里过着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

一生的生活品质。在学校开设生命教

育就是引领他们过一种安全、理智、负

责任、有热情、有追求、有爱心和有创

意的生活，成为幸福人生的创造者。”

上好生命教育这堂课□王 道

在时间管理中，学会说

“不”是一种有效方法，也就

是对一些不在自己计划范

围、不符合自己价值取向的

人和事要坚决地表明态度，

勇于说“不”，以免破坏预设

进程，引发一系列连锁负面

影响。此方法同样适用于

学校的时间管理。

很多教师觉得工作起

来特别忙、特别累。这中间

除了各项事务千头万绪确

实比较繁重外，与学校不会

说“不”、不愿说“不”，以致

堆砌了很多非教学性工作

事务也有很大关系。

让学校职能部门和相

关教师忙得不可开交的工

作不外乎检查评估、项目参

评、特色创建之类。在目前

的办学体制和管理机制下，

有些事情，比如参加“某某

学校”创建、某某成果评比、

主办承办某某会议（活动）、

接待各种参观考察、“某某

工作”进校园等，学校是可

以不接触、不卷入，是可以

说“不”的。

但实际情形是一些学

校偏喜欢赶以上所述的各

种活动，不仅来者不拒，有

些甚至还千方百计地去迎

合、去争取，总觉得称号越

响越好、牌匾越多越好。学

校的面子倒是好看了，但所

有这些表面光鲜的背后是

相关部门和教师辛辛苦苦

地加班加点。

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源当然跟当下浮躁

功利的社会风气、教育生态有关，跟不尽科

学合理的评价机制、办学体制有关。但一

些学校确也存在贪多不烂、好大喜功、来者

不拒的倾向。有人说，“这么忙，这么累，还

不是为了给学校和师生创造好的发展环境

和条件吗？”殊不知，对于广大师生而言，最

好的环境就是能够少受干扰，能静下心来

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多一些自由灵性。面

对层出不穷的各种创建、评比、活动，学校

应该保持克制，增强定力，亮出原则，谨慎

选择。10 多年前，教育名家李镇西在成都

市武侯实验中学当校长时，明确表态“不欢

迎各种参观考察”，师生因而少了许多迎来

送往，别人其实也不会觉得他们多么不通

人情，反而心生尊敬。所以，学校领导应该

想方设法给教师减负增效，把一些缺乏成

长意义的繁琐事务尽可能地“屏蔽”掉。

笔者以为，无论是学校集体还是师生

个人，精力和时间都是有限的，应全身心投

入到最重要的事情中。而学校最大的价

值、光荣、梦想在于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

内功、真功。不妨选择一两个发展方向，扎

实做、深入做、低调做，做出充满创造性、有

效性和示范性的成果，成为学校深具独特

性的发展内涵，这才是学校之于社会、之于

教育的最大贡献。

学
校
也
要
学
会
说
﹃
不
﹄

□本报记者 林静远
通讯员 史望颖

“崔老师，前几天我们又做实验

了。现在实验课越来越多，我们对生物

也更加感兴趣了。”这是西藏拉萨那曲

高级中学高三学生吉色近日发给省师

德楷模、宁波市镇海区龙赛中学援藏教

师崔留成的微信，字里行间透露着对实

验和生物的热爱。援藏回来已有9个月

了，但崔留成还是会陆续收到那曲高级

中学学生发来的微信，向他描述课堂的

变化，而这一切，缘于他不懈的努力。

今年获评浙江省师德楷模，崔留成

似乎没有太多惊喜。今年是他执教的

第16个年头，用他的话来说：“我无论

到哪里都是一名普通教师。援藏期间

能为当地师生带去一些变化，这才是

最重要的。”

在西藏遇到身体不适本是很常见

的，可像崔留成这样，背着氧气袋授课

的教师并不多见。崔留成说：“如果休

息的话，会影响整个援藏团的支教节

奏，也会影响学生的学习进度。”于是，

他干脆购买了制氧机，吸完氧气后才进

教室。看着崔留成如此辛苦，学生们给

他起了个外号“氧气老师”。

2016年，作为我省第一批“组团式”

教育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崔留成走进了

西藏。那曲高级中学地处海拔3800米

的雪域高原，刚一入藏，崔留成就出现了

严重的高原反应，血压飙升至170左右，

甚至一度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怀揣着援

藏的梦想，崔留成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

高原反应。经过10多天的治疗，他回到

了学生身边，站在了热爱的讲台上，但他

依旧靠每天吸氧和服药应对高原反应，

直至援藏结束。

那曲高级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藏

北牧区，基础知识薄弱，缺乏学习兴

趣。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崔留成和其他

教师一起积极打造“阳光自主课堂”，把

课堂还给学生，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

为了吸引学生，崔留成把重点放在生动

有趣的实验课上。他至今记得，给高一

学生授课“营养物鉴定”时，学生在牛奶

和苹果汁里加入化学试剂后，发现牛奶

和苹果汁都变色时的情景。第一次看

到实验带来的变化，整个教室都沸腾

了。往后的课堂，学生经常要求开设实

验课，尽管实验条件艰苦，崔留成也尽

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在激发他们兴趣的

同时，也给他们更多的探究机会。比

如，显微镜下观察到的各种细胞结构和

课本上的图片有哪些不同？学生们通

过实验都得出了结论。

那曲高级中学生物教师师资短缺，

崔留成就主动承担起6个班的执教任

务，工作量比原来增加了一倍，成了援

藏团中任务最重的教师之一。崔留成

和其他教师一起既为学生授课，也指导

该校年轻教师，变“输血”为“造血”，为

学校培养一直带不走的队伍。他的徒

弟旦增卓玛是位年轻教师，而且毕业于

非生物专业。崔留成花了大量时间指

导她。在近期学校开展的教学大比武

中，卓玛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援藏的一年半里，那曲高级中学的

学生和他走得很近，他们有解不开的心

结，总爱找崔留成。有名藏族女生得了

家族遗传病，由于对病情缺乏了解，她

感到很恐惧。崔留成和她一起查阅资

料，多方了解这类疾病，同时经常开导

她，鼓励她认真学习，以后考虑报告医

学专业，减轻自己和家人的痛苦。现在

该女生已经就读高三了，正在为考医学

专业而努力。

崔留成在那曲高级中学的大部分

时间，都忙于工作，但只要学生有需求，

他随叫随应。援藏结束时，崔留成收

获了“那曲优秀援藏教师”的称号，而

在他心中学生对他的真挚感情才是最

大的收获。临行前，藏族学生依依不

舍地和他告别。“崔老师，这里永远是

你的家，我们永远是你的家人！”学生

们纷纷用小纸条传达自己的心里话，

崔留成也将对学生的爱和思念留在了

那片雪域高原上。

“氧气教师”崔留成

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10月22日，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邀请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走进该校为学生讲解雕版印刷技术。图
为学生在展示雕版制作的校徽。

（本报通讯员 沈勇强 摄 ）

学一学雕版印刷术

桐庐县学府小学近日举行挑战“30分钟造萝
卜高塔”实践活动。据了解，为激发学生的创新热
情和动手能力，该校教师布置了用牙签和萝卜搭
建“塔”的实践作业，并从中挑选出优秀作品参加
展示。 （本报通讯员 吴欢儿 摄）

平阳宋埠民族小学
开设畲语课

本报讯（通讯员 徐远虑 杨 敏）近日，在平

阳县宋埠民族小学开设的畲语兴趣课上，校长雷尔

楚正在讲解畲族日常基本用语，激发学生学习畲语

的兴趣。

宋埠民族小学是一所少数民族学校。现在会

说畲语的人越来越少，畲语有语言，但没文字，学校

开设畲语课堂，就是为了推进畲族文化的传承。

学校的畲语课每周开课一次，以兴趣班的形式

教学生说畲语，唱畲歌，诵童谣。学校还通过组织

民族民间特色活动，让更多的学生爱上民族文化。

比如，在每年举办民族运动会上，“摇铁锅”“赶猪”

“打尺子”等一系列畲族传统体育项目吸引了全校

学生的参与。

视点第

本报讯（通讯员 毛嘉华）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义乌小学近

日举行了一场稻草人狂欢节，吸

引了众多师生的参与。

活动现场分为稻草剧场、农

具“绘”展、巧手编编、萌娃会玩

等内容。学生用稻草制作了狼

外婆、三只小猪等卡通形象，创

意无限。在农具“绘”展中，学生

们展示了各类农具的写生作品，

因为创作，学生们更深入地了解

了农具的用处。

稻草人狂欢节是该校“田园

乐”课程内容之一。该课程还分

为“乡村实践周”“附小展示月”

两大板块。

学生通过小农夫体验营、

小记者全方位无线电播报、小

导演来抖音等有趣的方式让学

生发现田园风光之美，感受乡

村生活之乐。各班还以“田园”

为主题布置走廊文化，把学生

学干农活的照片和用树叶标本

绘制的乡村美景图一起挂到了

墙上。

校长朱华英说：“开设‘田园

乐’课程目的在于让学生发现乡

村之美，体验农耕文化。更重要

的是在其中培养学生吃苦耐劳

的品质。”

“田园乐”课程体验农耕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