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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说校长说

□本报记者 朱 丹

“好的乡村教育就是符合当地乡土

文化内涵的教育。”3月14日，在中国乡

村教育振兴研讨会上，缙云县章村小学

校长马鑫飞通过分享课程案例，向来自

全国各地的参会者勾勒了一个与村庄共

生共赢的村小模样。

与大多数乡村学校一样，章村小学规

模并不大，一共只有124名学生，其中

90%是留守儿童。2019年8月，马鑫飞来

到这所山峦之下的村小工作，身体力行地

推动乡村小规模学校发展。不到两年时

间，这位85后年轻校长就为章村小学带

来了一股蓬勃的朝气——

他和教师、学生一起动手改造校园

环境，让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

打开学校大门，让学校与家长、村民有了

更多互动；开发和研究立足农村实际的

乡土教材，让孩子们在乡土文化的滋养

中成长……

“用一个村庄的力量来养育一个孩

子！”马鑫飞说，这句来自非洲的谚语，是

他投身乡村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力量。

让老师、孩子和家长都爱上学校
“你发现没，学校大门看起来很不协

调。”一走进章村小学，马鑫飞就指着校门

对记者说，“上任后，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

‘改造校门’”。正是这个想法，引发了一

场师生全员参与、历时两个学期的项目式

学习活动——“我心目中的校门”。

这在章村小学是前所未有的。那段

时间，从一年级到六年级，每周都会专门

挪出两个课时，师生们围绕“校门”展开探

究。一开始是搜集世界各地学校大门的

资料，举办了一场颇有仪式感的“世界校

门展”；接着是教师带着学生走进村子，去

观察各式各样的门；再后来，一、二年级学

生画自己心目中的大门，三、四年级学生

用不同的材料搭建校门，而五、六年级学

生则是要完成校门改造的竞标书……其

间，马鑫飞还请了专业的设计团队来学

校，与孩子们一起讨论设计方案的可行

性。就这样，学习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每

一个孩子都有机会表现自己，他们乐于

聆听、敢于分享，同时在评价的过程中悦

纳自己、欣赏他人。

“今年，终于要启动改造校门了。新

校门一定会加入孩子们设计的元素，将

来会是一个值得大家长久呵护的地标性

建筑。”马鑫飞说，就像校门一样，近两年

来校园里角角落落的改造，几乎都是全

校师生共同参与完成的。

学校里目光所及之处，统统都有师

生的印记。他们把教学楼楼梯口原先的

铁门，用毛竹筒和彩色透明塑料纸改造

成了色彩斑斓的竹筒门。学校草坪上多

了一间风车书屋，每层楼的拐角处都设

了阅读角，孩子们闲暇时随处都能捧起

书本。就连校园里的安全标识，也都是

孩子们亲手设计的，“禁止在走廊嬉戏”

等生硬的标语变成了图文并茂的温馨提

示牌。

校园变得越来越有温度，马鑫飞也渐

渐地感受到了师生的变化。“尤其是孩子，

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也更爱上学了。”他

说，为了记录下一个个天真无邪的笑容，

他给全校所有孩子都拍了照片，并制作成

海报贴在教学楼的墙上。这面墙被大家

称作“幸福墙”，他希望借此传达自己心底

的三句话：“我想告诉老师，我们有责任让

孩子们一直保持这样的笑容；想告诉家

长，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学习是如此快乐、

幸福；更想告诉所有人，每一个乡村孩子

都值得我们用心对待。”

章村小学还有另外一面墙，叫作“关

系墙”。“学校除了要有良好的师生关系，

还要有和谐的家校关系。”马鑫飞特地把

这面挂有教师、学生、家长的班级合影的

墙竖在进校门处最显眼的地方，“未来的

每一届，学校都要拍摄这样的合影并挂

在墙上，让家长意识到自己也是学校里

不可或缺的一员”。

每学期的开学日，马鑫飞从不发表

校长讲话，家长和孩子才是当天的主

角，家长通过参与校园寻宝活动去了解

学校及老师。每逢学校举办美食节、中

秋团圆会、年俗活动等，校园里也少不

了家长的身影。慢慢地，家长建立了自

己是学校教育参与者的角色意识。如

今，只要学校有需求，他们都会自发地

来学校帮忙。

拆除学校与村庄之间的“墙”
“如果校园里的一处一景都能成为

孩子们的学习项目，那么打开校门，村庄

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是孩子们的学

习场所。”受到校门项目的启发，马鑫飞

开始思考如何拆除学校与村庄之间的

围墙，把孩子们的课堂延伸到校园外、

村庄里。

“不过，想要联合村庄的力量来支

持学校教育，我们首先要考虑学校能

给村民们带去什么。”马鑫飞边说边带

记者来到了离学校不远的长廊。去

年，这里举办了一场轰动全村的分享

会，村里19位高龄老人的故事被一一

呈现在长廊中，吸引了村民驻足“围

观”。原来，学校在五年级开展了一次

促进代际联结的项目式学习活动——

“芳华”。那时，整个班的学生全部出

动，到村里走访85岁以上老人，并用自

己的方式记录爷爷奶奶们的生命故

事。为了唤起更多人了解并关爱老

人，马鑫飞直接把这次项目学习的成

果“搬”到了长廊上，参与项目的孩子

在现场向村民们讲述老人们的故事。

由此，学校与村庄的联系变得紧密

了起来。新年之际，马鑫飞和学校教师

给村民们送去了孩子们设计的挂历，以

及真诚的祝福；元宵佳节，学校在村里举

办灯会，孩子们不仅亲手制作灯笼、写下

灯谜，而且还向村民们发去了邀请函，大

家一齐感受节日气氛；到了芒种时节，20

多位村民来学校给孩子们开课，传授家

乡传统面食的制作工艺。

“学校是村庄的，村庄就是学校。”马

鑫飞告诉记者，村口有一个“远香茶园”，

这里是孩子们学习家乡茶文化的基地。

虽然章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茶，但孩子

们有了茶园后才开始真正了解本地茶叶

的品种、炒制方式及冲泡手法。在经历

了一系列劳动实践后，孩子们会把自制

的茶叶送给村里的孤寡老人、退役军人，

或是远方来的客人。

除了茶园，孩子们还有了一方“新心

田园”。马鑫飞召集了数位村民志愿者，

教孩子们如何播种、犁地和灌溉。“村庄

孕育出了富有特色的乡土文化，而每一

位村民就是这些文化的载体。他们教给

孩子们的生活经验，远比书本里的更生

动、更接地气。”他说，这些富有乡土特色

的活动与国家课程进行了链接，形成了

一系列综合实践活动。

从乡村来，回到乡村去
不久前，马鑫飞获得了“2020马云

乡村教师奖”，他在章村小学的教育故事

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被问及“为什么

留在乡村”时，他说：“我想让乡村孩子的

未来有更多可能性。”

这个回答与马鑫飞自身的成长经历

有关。作为土生土长的缙云人，他曾经就

读于当地另一所乡村小学——长坑小

学。这里既是他梦想开始的地方，也是他

教师生涯的第一站。他回忆，当年他参加

了学校开设的拓展性课程，接触到了改变

他人生轨迹的二胡。“这一把二胡，让我对

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凭借扎实的专

业功底，我顺利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

后，他带着一颗回报母校的赤诚之心，在

长坑小学一教就是12年。

那些年，马鑫飞在时任校长刘勇武

的支持下，立足长坑小学的民乐特色课

程，开设了戏曲、打击乐等民族艺术社

团。随着社团活动的深入开展，他带着

一批批乡村孩子站上了越来越大的舞

台，如浙江省非遗展演晚会、央视网络电

视魅力校园颁奖晚会、中央电视台少儿

频道“六一”晚会等。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潜力，如果成

人在关键时刻挖掘出他们的闪光点，那

么也许就能够成就孩子不一样的人生。”

怀揣着这样的信念，马鑫飞在工作调动

时没有选择去离县城近的学校，而是来

到了更为偏远的章村小学当校长。

在马鑫飞看来，校长同样也是教

师。于是，他在章村小学依然干起了

“老本行”，不仅承担了一周6节的音乐

课教学，而且组建了一个打击乐社

团。“咚咚嗒、咚咚嗒……”每到社团活

动时间，孩子们就会跑到操场上，跟着

马鑫飞有模有样地练习起来。最让孩

子们感到新奇的是，他们手里的打击

乐器竟然是“马校长”去山里找来的毛

竹制作而成的。

“自从马校长来了之后，我们和孩子

们一样，做了很多以前从没做过的事情。

现在，学校的课程更有乡土味儿了，活动

更丰富了，孩子们更勇于表现自己了。”学

校教师告诉记者，在他们心目中，马鑫飞

有想法更有行动，学校每次往前迈一步，

身为校长的他总是走在最前头的那个。

也许是受到马鑫飞的感召，过去这

一年没有一位教师提交“进城”的申请，

全体教师都留在了章村小学。“我想，真

正的原因在于，学校和孩子们的变化让

老师们重新感受到了职业幸福感。”马鑫

飞欣慰地说。

□王慧琴

我国青少年的体质现状令人

担忧：骨生长质量差、力量耐力不

足、肥胖近视高发……调查数据

表明，从小学、初中到大学，随着

学段的提高，学生体质呈下降趋

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青少年普

遍缺少运动。家长怕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的焦虑，社会、家长高期望

值下学校、教师面临的学业压力

等，交织在一起，使校长、教师、家

长面对校园体育，真是“想说爱你

不容易”。

少年强则国强。2020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

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要

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最近，

“校园体育”再度成为两会热词，

“让孩子赢下未来的大考，不能只

有分数”渐成共识。如何通过“变

观念、变课程、变时空、变评价”，让

孩子们掌握健康知识和运动技能，

进而培育完全人格，同样是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大考”，是体育强国蓝

图中浓墨重彩的一笔。近年来，我

们的实践和思考是：

一、变观念，体育是最好的教

育。“什么是最好的教育？最好的

教育就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学生看

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影

响着他们的心灵，帮助他们发挥了

潜能，这才是天底下最好的教育。”

卢梭在其名著《爱弥儿》中这样说

道。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这

样认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

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

智也。”说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从体

育运动开始。当孩子们在充足睡

眠、充足运动的前提下，有效率地

提高了学习成绩的时候；在赛场上

奋力拼搏、追求卓越和荣誉的时

候；在为此付出艰苦训练，拼搏精神和意志力受到

考验的时候；在公平竞争中收获尊重和友谊，完成

自我实现和超越的时候……这就是最好的教育。

体育是什么？体育的要素是自信乐观，是团队合

作，是顽强拼搏，是坚持不懈，是崇尚荣誉，是胜不

骄败不馁，是树立正确的输赢观……所有这些其

实都是一个人的社会化指标。从这个意义上说，

体育的本质就是人格塑造。基于这样的认识，我

们在校园最显眼的大厅张贴了一棵“成长树”，其

底部就是终身运动。

二、变课程，体育是课时最多的主课。在鲁迅

小学的体育课程体系中，除义务教育体育基础性

课程外，我们积极探索和实践特色体育课程。一

是开设拓展性选修课程。每周三下午是学生最喜

爱的“课程超市”，这里设置的60多门体育选修课，

是孩子们的“心头好”。二是组建特色体育社团。

我校共开设健美操、击剑、排球等 40 余个体育社

团，师生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参

加各级各类比赛，展示特长。三是构建“百草园”

数字体育课程。该课程在数字平台上以“空中课

堂”“互动平台”“学生留言板”“导师小结”为基本

呈现结构。孩子们可以利用下课、中午等碎片化

时间打开触控一体机上的“快乐排球”等数字课程

动起来。

三、变时空，体育是最好的亲子活动。学校不

仅拓展体育活动内容，更创新体育活动形式，从线

下到线上，变个体为组合，变师生为亲子，全方位、

全过程、全人参与，充分调动大家的体育活动积极

性。尤其是疫情期间，活动丰富。我们创造性地

开展了“亲子强身健体”系列活动。

亲子强身健体活动 1.0——私人定制体育套

餐。套餐包含两道“主菜”、一道“配菜”。第一道

“主菜”是“快乐跳一跳”悦动特色系列健身操，有

适合一、二年级的《“绳”彩飞扬 跳跳跳》（绳操），

三、四年级的《舞动阳光 笑笑笑》（拉拉球操），五、

六年级及学校体育特色项目的《追“球”梦想 跑跑

跑》（排球操）。第二道“主菜”是融入一分钟跳绳、

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体质健康测试项目的体

育锻炼挑战“拼盘”。“配菜”则是“伐木动作”“站立

式划船”“平板支撑”等对场地要求不高、适宜亲子

共同参与的体育小游戏。

亲子强身健体活动2.0——体育吉尼斯网络挑

战赛。从1.0版的体育套餐中精选“一分钟跳绳”

“一分钟仰卧起坐”“三十秒双飞跳绳”等项目，举

办班、校两级挑战赛，学生是挑战极限的运动员，

家长是技艺高超的摄像师，教师是在线记录的裁

判员。

亲子强身健体活动3.0——云端体育节。每年

春天都是举行体育节的时间，体育节既有线下的，

又有线上的。线上体育节参与对象从学生个人变

成家庭。一是亲子健身操展示，二是家庭运动会，

三是体育绝活秀，四是评比表彰一批“最美体育小

达人”和“最美体育家庭”。

四、变评价，体育是师生评优的最重要指

标。制定评价机制是落实体育教学活动的重要

手段。学校将学生体质健康状况纳入班集体评

优、教师评优晋级绩效与学生评优考核指标。

学校实行健康考核一票否决制，教师任教班级

学生无特殊原因健康状况

不合格，教师评优一票否

决；学生无特殊原因健康

状况不合格，个人评优也

将受到影响。

（作者系绍兴市鲁迅小
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用一个村庄的力量来养育一个孩子”
——记缙云县章村小学校长马鑫飞

□邵佳鋆

大关小学以民乐为特色，每位学生在

校坚持每周上一节笛子课，每天吹笛子的

好习惯。每当中午，校园里笛声悠悠，仿

佛是在开大型音乐会。音乐带给学生丰

富的情感体验，为他们增添了一抹亮丽的

人生底色。

去年是大关小学110周年校庆，这是

学校的一件大事，学生们想着法子给学校

庆生。

我问：“同学们，你们在自己的生日会

上都做什么？”

“吃蛋糕，吹蜡烛！”

“唱生日歌。”

“我会收到很多礼物。”

我接着问：“今年我们大关小学110

岁啦，那怎么给学校庆生呢？”

“邵老师，我给学校买礼物。”

“我们吹生日歌。”

有学生提议，大家学吹歌曲《生日快

乐》，把它录成视频，送给学校。这个主意

好，但是二年级的他们只学了些笛子基

础，能吹出生日歌吗？我们决定试一

试。对音乐一窍不通的我，下载了生日

歌的简谱，喊来了会弹钢琴的教师吴畅

婧，让她指导，一教一唱。没过多久，我

们206班传出了《生日快乐》的旋律。我

惊喜地发现，才会吹音阶的二年级学生，

居然在短短 20 分钟内像模像样地吹出

了生日歌。

“宝贝们，你们太有潜力啦，一学就

会，太厉害了吧。”这句夸奖，发自内心，

是骄傲，更是欣慰。骄傲的是我的学生

学东西快，欣慰的是他们心里有他人，有

学校，愿意为了给学校过生日，动脑筋、

想办法。

后来由于疫情，学校取消了线下庆

典，不过学生们有好点子加勤奋练习，吹

奏生日歌的视频登上了学校校庆公众

号。视频中42名学生怀着对大关小学真

挚的爱与祝福，精神抖擞地拿着笛子，吹

出了《生日快乐》。一时间，教师和家长纷

纷表示，没想到，萌萌的二年级小伢儿居

然能自学生日歌，而且吹得这么棒。

生日歌的惊喜还在后面。过了几天，

一名学生悄悄和我说：“邵老师，今天是语

煊的生日，我们给她吹首生日歌吧。”

“好，这个主意好。”

中午，练笛结束。

“同学们，你们知道今天是谁的生日

吗？”学生们早就你传我，我传你，知道了

是语煊生日，大声地说：“叶语煊！”

“我们吹生日歌祝福她，好吗？”

于是，全班齐刷刷地吹起了生日歌，

吹完大声地对语煊说：“叶语煊，祝你生日

快乐！”

这下可把叶语煊开心坏了。

从此，每到生日吹生日歌便成了206

班的传统。

我们班有个小男孩叫辰澔，是名默默

无闻的学生。他有个优点，愿意给同学鼓

掌加油。无论是同学的一次精彩发言，还

是在元旦表演、足球联赛或体育节等活动

中的出色表现，辰澔都会为他们鼓掌呐

喊。他因此获得了班级“捧场王”的称号。

但是这位忠实观众遇上自己的事情

时却有些害羞。他回答问题时声音总是

轻轻的，吹笛子时声音也总是轻轻的。这

孩子仿佛只有在为别人鼓劲时才是大胆

自信的。

“辰澔，走，去踢球。”他腼腆地笑着摇

摇头，“我不会”。

“辰澔，元旦汇演上给我们表演个节

目。”他害羞地摆摆手，“我没有才艺”。

习惯做观众的辰澔，忘了自己也是班

里独一无二的一员。

3 月 10 日是辰澔的生日，早自修的

时候就有学生悄悄地提醒我，今天要吹

生日歌。

午间练笛结束，我大声地说：“今天是

辰澔的生日，我们要怎么样？”

“吹生日歌。”

于是，大家高兴地吹起了生日歌，我

立马拍下了视频。

视频里，辰澔笑得特别甜，所有同学

都对着他吹生日歌，还大声地祝福他：“辰

澔，祝你生日快乐！”接着，全班鼓掌！他

笑得眯起了眼睛。那一刻，他是班级的主

角，这次轮到我们为他鼓掌，为他庆生。

我把视频发给了辰澔妈妈，妈妈激动

地说：“这是今天最棒的生日礼物了。谢

谢老师和同学。”

第二天中午，大家又照常练习吹笛，

我走到辰澔旁边，惊讶地发现，他的笛声

悠扬，和之前的笛声完全不一样了。

我微笑地看着他，我知道是“生日

歌”改变了他，让他变得更加自信了。生

日那天，他感受到了同学和老师注视的

目光，收获了所有人对他的祝福。他发

现自己也是独一无二、令人喜欢的孩子，

他的自我认同感逐渐提高，自信的他大

胆地吹起了笛，要让同学和老师听到他

的声音。

每人一首生日歌，只为他们演奏的生

日歌。通过这样的仪式感，我要让我的孩

子们感受到：你们每个人，不管高矮胖瘦，

跑得快还是慢，你们都是独一无二的孩

子，你们值得被重视、被善待、被喜爱。

教英语的我喜欢一句话：Love is a

circle.（爱是会传递的。）

去年12月31日，是元旦汇演，也是我

的生日。汇演快结束时，有同学提议：

“邵老师今天生日，我们来吹生日歌。”

虽然这首歌听了很多遍，但这是为我

吹的歌，我很感动。

我还收到了一份来自叶语煊的画，上

面画着几条小鱼，她祝我“年年有鱼”。

用心的引导，必能带孩子越走越远。

从校庆到人人一首生日歌，学生学会了如

何爱学校，爱身边的人。从为别人庆生，

到别人为自己

庆生，学生感受

到了尊重，收获

了自信。

（作者系杭
州市大关小学
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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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一首生日歌

马鑫飞和学生在“远香茶园”采茶。 （本报通讯员 王珍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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