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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记者 朱 丹

意大利面、法国香肠卷、土耳其烤肉……
近日，杭州观成幼托园在自家的“彩虹餐
厅”里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西餐日，孩子们大
饱口福，尝遍了由外教亲手烹饪的国际美
食。总园长、省特级教师杨蓉说，西餐日是
该园“食育+”课程的项目之一，从讨论西
餐中的食物种类，到如何选择并使用餐具，
再到体验西餐礼仪，孩子们在参与过程中
不断发现并解决问题。其间，中外教师全
员参与，孩子们获得了相关经验。

“除了西餐日，‘食育+’课程还包括
种植活动、帮厨活动等，而这些通通都不
按照惯例教材来进行。我们的课程是富
有弹性和生成性的，这就是所谓的‘一日
生活皆课程’。”杨蓉介绍，自办园以来，该
园十分关注课程内容与儿童内心的联结，
建构了基于儿童发展的多特课程，这一课
程完全跳出了教材的条条框框，包括“食
育+”课程在内的所有课程活动均源于儿
童在园的真实生活。

究竟如何打造“没有教材的课程”？面

对疑问，杨蓉带着记者走进了如同森林城

堡般的幼托园。在这里，无论是自然环境、

建筑设计，还是教师团队，都为儿童提供了

不断探索学习的可能性。幼托园的设计采

用了特色景观连廊，让建筑本身与围墙外

的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如此一来，大自然

就能够时时刻刻展现在儿童眼前，光是沿

循四季变幻就能生成不少探究性项目活

动。譬如，大班的孩子一眼就能看到窗外

的无患子树，当他们了解到它的果实是一

种天然清洁剂时，探索就自然而然地发生

了。班级教师与孩子们收集并观察果实，

师幼一起制作了无公害“肥皂袋”。孩子们

把它作为礼物送给女教师们时，还特意关

照“不伤手哦”。

像这样链接围墙内外自然环境且动态

生成的项目活动，几乎贯穿了孩子们的在

园生活。2020年4月，经历了超长寒假回

到幼托园后，杨蓉发现办公室外的大树上

多了一个喜鹊窝，为方便孩子们观察，她特

地在窗户旁装上了全景式摄像头记录喜鹊

一家的生活状态。她还邀请园里的每一个

孩子到自己的办公室近距离观察喜鹊窝。

“对学龄前儿童来说，自然教育一般指向的

是儿童学习内容，属于亲自然范畴。也就

是说，学前教育阶段注重大自然对儿童的

熏陶，倡导儿童首先要接触真实的大自然，

而不是从书本中去获取知识。”她告诉记

者，幼托园还特地制造了一些“小惊喜”，把

自然元素融入环境的角角落落。比如，园

内养了两只小羊，为其安置了半开放式的

篱笆小屋；再如，开辟了一方菜园，让孩子

们参与种植活动，把收获的蔬菜搬进“彩虹

餐厅”……在这里，教师们做到了“眼中有

孩子、心中有目标、处处有课程”。

“不只是户外环境，室内也为孩子们

创设了阳光房、光影室、鲁班馆、中国馆等

多样化的体验场所。每个班级的课程内

容、时间安排全都由师幼自主协调，教师

以追随儿童的弹性计划、问题驱动的持续

性探究，鼓励儿童与环境中的人、事、物产

生有意义的互动，在自主解决问题中成长

为具有“向善、向美、向真”的多特宝贝。

当然，这样的课程建构方式也给教师带来

了挑战。为此，该园聘请了5位资深的智

库专家，指导教师如何与儿童“玩”，如赶

庙会、办画展、开音乐会、举行皮划艇大

赛……就这样，多特课程日益丰盈了

起来，而教师们也渐渐达成了这样的

共识——真正的课程永远不会画上句

号，它一定是师幼在实践互动中共同建

构并动态生成的。

多特课程倡导“圆润生命 向美生

长”，因此在评价环节同样做到了“各美其

美”。该园会定期举办授勋仪式，为孩子

们颁发专属的多特勋章，有“多特智多星”

“多特创意家”“多特小健将”“多特友爱

星”等，不同的勋章代表了每个孩子身上

的闪光点。“在追随儿童的过程中，教师

要做儿童生命成长的守护者、帮助者及

合作者，真正捍卫儿童生命成长的尊

严。”杨蓉说。

□熊丙奇

近日网上流传山东省日

照市莒县学生家长的质疑：

“每个班级每天都要派出家长

到路口执勤，像我们这种有二

孩的双职工家庭，真的没时

间。能否不要再让家长去执

勤了？”对此，莒县教育和体育

局回应：“学校组织安全护学，

与学校一起呵护孩子安全健

康成长的活动，家长可自愿参

加，不存在家长没有时间也必

须执勤的问题。”

教育部门已经明确，学生

作业不能变为家长作业，这对

学校教师和家长在学生作业这

一问题上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界

定。除了布置家长批改、辅导

学生作业这类问题外，现实中

确实存在家长在上学和放学时

段在校门口执勤和维护交通秩

序，参与学校安全管理这一情

况。笔者以为，这个任务主要

应该由社区警察、交警和学校

保安共同负责，不应交给家

长。对于确实存在安全管理压

力的学校，家长们可以成立义

工队，但前提必须是家长自愿，

而不能是“被自愿”。

目前，发挥家长的义工作

用，不只是校门口执勤，还有

学校食堂卫生监管、学生研学

旅行安全管理、学生社团建设

及社会实践活动等。与学生

作业不同，这些均属于非教学

事务，而家长参与学校的管

理，主要也在于非教学事务。

对于这类管理存在的问题，家

长一方面可以向校方提出意见，加以监督；

另一方面则可以担任学校义工，利用可用

的家长资源，为办学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

作，以此实现家校共育。

需要注意的是，探索家长义工制，首先

必须健全家委会机制。这应该由家委会自

主决策，而不是由校方主导来布置工作。

家委会在参与学校的非教学事务时要做到

独立自主，由全体家长选举产生的家委会

成员代表全体家长参与办学管理、监督。

此外，家委会还有代表家长维护学生权利

的责任，如学生被教师歧视性对待，家委会

应该出面交涉，要求学校调查教师是否存

在这一问题，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

有了这样的家委会，家长当义工自然

也就不会“被自愿”，包括被校方安排，以

及本人确实没时间、不愿意，但担心学校因

此对自己的孩子另眼相看而“假装自愿”的

情况。有意愿、有时间的家长自主参加，乐

在其中；没有意愿也没时间的家长不参加

也很坦然，这就发挥了家长义工制的积极

作用。

这次引发社会舆论的事件依然拷问的

是学校治理的问题。事实上，成立能发挥作

用的家委会，充分发挥家委会参与学校治

理，尤其是非教学事务管理的作用，是学校

实行现代化管理的重要内容。

□本报记者 叶青云

小品《赌与读》、情景剧《最美逆

行者》、大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这是松阳县第一中学元旦文艺汇演

的节目单，节目内容包含了榜样精

神、爱国情怀等多种德育元素。在

该校政教处主任叶萍看来，这些学

生自己创编的节目，体现了他们对

自身、他人、社会的关心，这正是学

校和合文化德育的一个缩影。

“和”是松阳一中办学的核心文

化，学校的德育理念是“和合文化育

和谐之人”。“和合文化具体来说是

‘和己’‘和人’‘和物’。其中，‘和己’

是指与己能和悦而安，‘和人’是指

与人能和平共处，‘和物’是指与物

能和睦共生。”叶萍解释道。

理念有了，如何实施才是重

点。松阳一中结合自身校情，摸索

出了一条“绿+红”德育实施路径。

“绿”代表该校此前一直实施的绿色

生态德育，既包含美好且细致入微

的育人环境，又代表春风化雨温暖

入心的育人手段；“红”则代表红色

基因，该校地处浙西南革命老区，首

任校长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立校

近百年来，一直绵延红色血脉，学校

立志将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为国

为民的担当精神、勇于突破的创造

精神深植学生心中。

“高中生处在树立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浙西南革命精神是

学生成长路上必须学习和坚守的精

神品质。”叶萍说，因此，学校在原有

的绿色生态德育理念基础上，强化

主题浸润式红色德育建设，创立了

“绿+红”特色德育品牌。

在实现和合文化育人的过程

中，“和己”是基础，因此“绿+红”

这个抓手就从“和己”开始深入。

学校通过主题活动序列化、特色课

程群、才艺展示平台、实践感悟教

育、“和心育”等形式，让学生肯定

自我、悦纳自我。

年年有主题，月月有主题，学

校大主题，班级小主题……在该

校，每一场主题活动都离不开“红”

“绿”元素。如 2020 年，全年主题

是“‘战疫’青春力量”，各个月的主

题又细化为“传承五四精神，绽放

‘战疫’青春”“青春进行，我们在路

上”“用青春告白，为祖国喝彩”“青

春与梦想同在，感恩与责任齐飞”

等。“各班都会结合每个月的红色

主题，以多样的形式展现班级的精

神风貌，让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

念教育、家国情怀与个人理想相结

合。”叶萍说。

原有的课程也加入了红色元

素，形成特色课程群。比如：学校将

每年开展的军训校本课程化，把军

训内容编制成册，根据课程安排进

行系统化训练，这样不仅使学生了

解和掌握了基础军事技能，还学习

了革命歌曲和革命故事，强化了学

生吃苦耐劳、踏实勤勉的作风和爱

国、爱校的情感；而学生业余党校课

程也是“绿+红”密切组合的载体，该

校在开展业余党校学习时，设置了

“励志革命故事”“感动中国”等系列

课程，旨在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以史鉴今，移情于己。

学校还发掘当地的文化名人、

革命英雄、古村落、茶产业等资源，

用来作为实施“和己”德育理念的元

素，衍生了“青春志·唱响红歌”合唱

比赛、“青春志·诵传经典”诵读比

赛、“小故事大人物——纪念松阳

县的革命先烈”讲故事大赛、“以笔

墨书写革命”主题软硬书法大赛等

活动，为爱国主义、红色教育与传

统的绿色生态德育融合提供了展

示平台。

“和己”的基础夯实之后，实现

“和人”及“和物”就成了自然而然的

事。“和人”由加强学生团队建设和

加强德育团队建设组成，“和物”则

靠和谐环境文化育人和家校沟通协

同育人实现。近年来，该校学生呈

现出文明儒雅、积极豁达的整体风

貌，其中不乏省市级“最美少年”荣

誉称号获得者，学生叶晓星更是成

为“全国最美中学生”获选人。“‘绿+

红’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德育生态场，

在此之中，从‘和己’出发到‘和合’

育人就有了实际的依托，学生成长

也就有迹可循。”叶萍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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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绿+红”良性德育生态场

跳出教材，“玩”出课程
——杭州观成幼托园园本课程建构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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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缙云县新区实验幼儿园举办了一场别样的运动会。无论是参赛项目，还是比赛规则、奖项
设置，均是由幼儿自主完成的。这场运动会既有接力赛、拔河、颠乒乓球等运动项目，又有系鞋带、剥
橘子、舀豆豆等生活技能项目，还有“蚂蚁搬豆”“电动马达”等趣味项目。

（本报通讯员 马春霞 杜益杰 摄）

本报讯（通讯员 谢 骋
王昊辰）近日，舟山市普陀区城北

小学与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

院合作，建立起舟山市首个无人

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

基地建立当天，浙海职院无人

机应用技术专业负责人卓宏明给

城北小学学生作了无人机编程公

益培训讲座，介绍了固定翼、旋翼

等各种类型的无人机，并展示了无

人机实物，邀请学生上台体验无人

机操控，让他们近距离接触这些高

科技产品，了解无人机在农业、气

象、城市规划、5G巡检、疫情防控

等多方面的实际运用，感受无人机

与日常生活的密不可分。

据悉，基地建立后，浙海职院

的教师和大学生将通过社团活动

的形式，定期来校指导小学生们

学习无人机编程和操控，开展各

种社会实践活动。

大小学生，一起来玩无人机

足球从娃娃抓起？

个性化器材来帮忙
本报讯（通讯员 梅珊珊）足球如何从娃

娃抓起？近日，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中心幼

儿园从幼儿足球辅助器材入手，打造了一系

列适合幼儿的器材，激发幼儿参与足球运动

的兴趣。

相比传统的辅助器材，该园设计的足球

辅助器材具有使用方式灵活多变、易于幼儿

创意组合的特点。比如，教师们将可伸缩的

塑料管道作为材料，制作成名为“好饿的毛毛

虫”器材。当幼儿将“食物”（球）踢进管道中，

自然地带动管道伸长，这样就成了会长大的

“毛毛虫”。园长屠赛飞介绍，该器材的创意

源于深受该园幼儿喜爱的一个绘本，为引导

幼儿参与足球运动创设了这样有趣的情景。

再如，教师们在制作“百变隔离栏”这一器材

时，考虑到幼儿的身高，利用不锈钢管设计了

可伸缩的隔离栏，器材拉开时可以作为球门，

拉上则可以当作护栏。另外，足球式保龄球、

多功能标志杆、弹力绳球、创意球门等器材也

均是以低结构材料为主，力求器材的可变性

和可操作性。

“在学前阶段，教具、学具等发挥了很大

的辅助作用。无论是激发幼儿参与足球活

动的兴趣，还是促进幼儿在足球活动中获得

身体素质的发展，都离不开多样化的辅助器

材。”屠赛飞说，该园13名骨干教师成立了

器材研发小组，将幼儿感兴趣的游戏、事物

等作为创意来源，以安全性、趣味性、操作

性、实效性为基本设计原则研发出了13种

辅助器材，并进行了投放和试用。结合各

班教师及幼儿的反馈，研发小组对器材进

行了完善，最终生成了65个足球小游戏。

而器材使用的活动案例也以文字、图片、视

频的形式进行了整合，编辑形成了《爱上足

球——幼儿足球活动辅助器材研发及足球

游戏设计》一书。

别样运动会别样运动会

近日，金华市湖海塘小学五年级的学
生们以一场英语歌舞剧庆祝新年的到来。
现场，他们改编并表演了《白雪公主》《功夫
熊猫》《欢迎来到蓝精灵之家》等经典动画
作品。 （本报通讯员 朱炳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