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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黄勇敏 杜益杰

4月 13日下午，缙云县三溪小学

的活动教室里，一堂模型展示课分外

热闹。课桌上摆放着学生们制作的鸟

巢模型，有的是用稻草编织的，有的是

用硬纸板拼接的，有的是用混合了甘

草的黏土捏成的，还有的是用树枝、棕

榈搭建的，上面还插着几束龙蕨草作

为遮蔽物……

这门“生命鸟巢”拓展课程，是学校

在本学期针对三至六年级学生开设的，

学生们要帮助鸟儿筑巢安家。课上，学

生们在介绍鸟巢模型的材料、构造、功

能的同时，还不忘分享自己的制作经

历：“我为鸟巢颇费心血”“我的努力加

上爸爸妈妈的帮忙，终于做成了”“我从

模型中看到成品鸟巢的样子，心里美滋

滋的”……

三溪小学坐落在省级美丽乡村——

三溪村，这里群山环绕，古树掩映，鸟

鸣声声。学校不大，6个年级一共只有

学生44名、教师12名，却有着独特的

历史：前身是解放战争期间由中共处

属特委创办的游击区中心小学——鹤

林小学，红色文化底蕴深厚。“双减”政

策落地后，学校秉承“红绿融合”的校

本课程设计理念，本学期，在开足、开

好“军体操”“小小讲解员”等红色课程

的基础上，着力研发关注生态环境的

“绿色课程”。

学期初，校长卢森慧根据学校的环

境优势，提出开设爱鸟护鸟拓展课程。

这一设想得到全体教师的支持，教师们

充满热情，全员参与课程的设计开发。

课程设计很快出炉：观察鸟类，绘制设

计图纸，制作鸟巢模型，开办建模展览

会，修改设计，形成终稿，制作鸟巢成

品，给鸟儿“安家”，再作后续观察。

设计一个能让小鸟入住的鸟巢，需

要哪些知识储备？教师们带着学生走

出校园，来到池塘边、田埂上、树林间观

察鸟类形态，研究鸟类习性，了解筑巢

现象。教师们还在现场为学生解说鸟

巢的分类、结构、性能等内容。“我看到

那棵树上有麻雀在筑巢！”每次观鸟，总

有各种让学生们兴奋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鸟活动后，鸟巢

设计工作开始了。学生们绘制了设计

图纸，利用生活中可得的材料制作模型，

并对自己的模型作品进行陈述展示。

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这一幕，一件件自

制鸟巢模型展示着学生们对鸟儿的关

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独特理解。

教师应凯婷介绍，“生命鸟巢”课程

每周三准时与学生见面，接下来，他们

将指导学生从保温性、防湿性等方面评

价鸟巢，并修改设计稿，最终完成实体

鸟巢的制作和悬挂，并带领学生跟踪记

录人工鸟巢的招鸟、引鸟情况，希望他

们在实践中探索思考，力求学有所获。

“自然生态教育是学生全面发展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生命鸟巢’课程旨在

引导学生发现未知，遇见有趣的事物，

以审美的眼光理解人与自然和谐之美，

通过开展实践活动，让善念根植内心，

筑成学生今后可持续发展的‘鸟巢’。”

卢森慧如是说。

□本报记者 朱郑远

在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的

校园里，常常能见到五年级班主任柯

民军步履匆匆的身影：她总是带着装

满书的手提包，不是在教室里，就是

在赶往教室的路上。

30年扎根三尺讲台，柯民军把每

一名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她很

喜欢观察和摸索小学阶段学生的特

点，在了解和掌握新生入学之初对小

学生活的期待与不适心理后，她大胆

尝试用温情感染学生，取得了显著的

效果，为学生扫除了焦虑情绪，使他

们更好地投入学习之中。在前不久

公布的2021年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基

本功展示交流活动典型经验名单上，

柯民军就位列其中。

创编整理生日诗，用诗歌感染学生
“教育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学

生的每一件小事在老师眼里都是大

事。”柯民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从踏上讲台开始，柯民军带的就

是低段班级。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

理能力还不是很强，照顾他们需要格

外用心。

2009年的一天，柯民军班上一个

名叫梁熠周的男生到校后就一直站

在她的讲台前，两次向她问好，并坚

持想要得到自己的生日礼物。“当时

我也没有准备，有些措手不及，便告

诉他，今天表现好的话就能拿到一件

生日礼物。”柯民军回忆道，当时自己

整个上午都在思考送什么礼物给梁

熠周，直到上课写诵读诗时突发灵

感，将儿歌作家高恩道的作品《微笑》

改编成《熠周的笑》——“熠周的笑是

花朵，美了他，美了我……大家都微

笑，享受甜甜的生活”，送给这个阳光

男孩。

“柯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与大

部分老师严厉的形象不同，她在我心

中最大的标签是温暖可亲。”已经步

入大学的梁熠周回忆起与柯民军相

处的点点滴滴，仍然感受到温暖。如

今他就读于中国消防救援学院，他想

像自己的启蒙老师一样，从事喜欢的

事业，守一方平安。

这份独家定制的礼物引来了全

班学生的羡慕。“效果出奇地好，不少

家长都悄悄和我商量能不能给他们

的孩子也定制一首生日诗。”柯民军

笑着说，这一偶发事件就成了充满温

情的常态，班上每个学生在生日那天

都会收到柯民军的礼物——一首定

制生日诗。

不同于原创诗歌，这些生日诗都

是柯民军根据学生性格与在校日常，

在已有诗歌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

虽然为不同特点的学生找寻合适的

诗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但它的“教

育魔力”远远超出柯民军的预料。

“谁把我的衣服变小了？谁把我

的裤子剪短了？谁把我的鞋子缩小

了？哦，我忽然明白了：时间把衣服

变小了，岁月把裤子剪短了，光阴把

鞋子变小了。呵，太有趣了！原来我

在长大！扬扬在长大！”扬扬的自理

自立能力不强，柯民军就特意为他准

备了一首《我在长大》。“平时午饭，扬

扬都要外婆来喂饭，送出这首生日诗

后，扬扬外婆来校次数变少了，而且

扬扬开始努力做以往不太会做的

事。”柯民军看到，生日诗给扬扬带来

了显著的变化。

通过不断实践，送出的生日诗也

越来越多，柯民军就将这些诗歌整理

归类，形成一个独特的“诗歌库”。多

年来，针对学生在学习、习惯、家庭等

方面的不同特点定制诗歌，例如对内

敛的孩子，送鼓励他自信大胆的生日

诗；对活泼的孩子，则送给他学会思

考和沉淀的诗句……柯民军通过“一

人一诗”的方式感染学生，改变学生。

举办生日诗会，让幸福体验更深刻
除了“温暖可亲”，柯民军也是

“用心实干”的。一腔热血的她曾两

度前往偏远地区支教，把优秀的教学

理念播撒在偏远乡村那些求知若渴

的学生身上。2020年，完成第二次支

教返回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后，柯民军

开始带高段班级。

“小学高段学生是我过去接触得

比较少的，对这个年龄段学生的教育

方式与低段学生完全不同。”柯民军

坦言，半路接手高段班级，自己也遇

到了一定的困难，不少学生听到换班

主任的消息，瞬间就哭出来，面对新

班主任，他们多少有些忐忑与不安。

柯民军花了好些功夫来建立与

学生的联系，当然，她还是选择以生

日诗为突破口。“在前期多次将生日

诗作为礼物后，我发现班上学生对生

日诗的需求和低段学生完全不同，他

们更看重‘量身定制’。”她告诉记者，

发现问题后自己便对生日诗进行了

全方位升级，从“个体”升级为“集

体”——每月举办一次集体生日诗

会，同时加入全新的环节。

“这里是向全球同步直播的生日诗

发布现场，现在可以通过电视收看……”

一番幽默的开场白之后，一场温馨的

生日诗会开始了。把当月生日的“寿

星”一一引到讲台前，全体学生唱生

日歌，送上祝福，紧接着的是“夸夸寿

星”——这就是柯民军为“寿星”们组

织策划的新环节，柯民军先开场，而

后其他学生随意发言，谈谈自己对

“寿星”的印象。最后，再由柯民军送

上亲手写的生日诗。

学生马泳喆对自己第一次在班

里过生日的场景记忆犹新：开心的

是，自己很喜欢柯民军送的生日诗

《好孩子》——“泳喆，好孩子是只小

鸟，总想飞得更高……泳喆，好孩子

是棵小树，欢迎别人剪枝打杈……祝

我们泳喆生日快乐”；恼的是，在“夸

夸寿星”环节自己收获的评价最少。

借着这个机会，柯民军为他总结了与

人相处时需要改变的态度和行为。

过了一年，又到了马泳喆的生日

月，柯民军特地问他要不要参加生日

诗会，他很自信地表示一定要参加，

“这次要看看有多少人给我‘点赞’”。

“这个学期，我还开始尝试让学生给

‘寿星’写诗，以马泳喆为例，虽然离

他的生日还有好久，但是已有七八个

同学给他写好生日诗，保存在我这

里了。”柯民军笑着说，她发现马泳喆

在学生中的人缘越来越好，还获得了

“小马哥”的爱称。

“生日诗是幸福的载体，我想给

学生创造一次次感受‘幸福’的机

会。”柯民军说，“这种幸福的情感体

验是短暂的，但能让学生印象深刻，

同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的学习、生活

产生积极影响，毕竟人人都在意别人

的评价，希望自己的表现能给他人留

下好印象。”

把握温馨“小确幸”，传承“育人经”
在柯民军看来，编创生日诗的最

终目的，是践行“温情教育”的育人理

念，这颗种子在她学生时代就被种下

了。巧的是她的读书地正是现在工

作的地方——鲁迅小学。“我的启蒙

老师是省特级教师朱德芬。”柯民军

回忆道，“小时候我十分挑食，有一次

嫌妈妈烧的饭菜不对胃口，硬是没吃

就去上学，上完两节课就饿趴下了。

细心的朱老师知道了以后，就拉着我

的手去学校附近买了肉包给我吃。”

每当柯民军脑海中闪过“什么是

教育，怎样当好教师”的问题时，几乎

条件反射般地回忆起那个从朱老师

手中接过包子的早上。“如今每一个

有底气遵从本心的时刻，都有那热腾

腾的包子的身影。‘教书育人’的内

涵，朱老师生动地为我作了示范。正

是有了这种亲密无间的相处，老师才

能时刻关注到学生的成长需求，才能

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品德教育瞬间。”

柯民军解释道。

在她眼里，学校教育应该是一个

被师生共同拥有的“生活化的温情世

界”，因此她十分注重与学生相处中

的那些“小确幸”，这样也能让她洞察

学生的内心世界和许多小秘密，关注

和引导学生的成长需求。

当下，柯民军在保证日常教学工

作的同时，也主动为低年级的教师传

授生日诗“育人经”，不少教师采用

后，都取得了积极的作用。“这样忙是

稍微忙了点，不过看到孩子们开心，

我就有动力，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也很生动。”柯民军表示，自己就是一

名普通教师，没有什么特别前瞻性的

看法和做法，只能尽全力做好每一件

小事，逐步总结经验，让这些经验能

为更多教师提供帮助。

4月15日，在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即将返航之际，长
兴县画溪街道包桥中心幼儿园开展了“我有一个航天梦”
主题科普活动。幼儿们在“航天小制作”“彩绘航天美景”
“小小宇航员”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中，学习航天科技知识，
探求宇宙奥秘。 （本报通讯员 陈海伟 摄）

4月13日，浦江县浦阳第五小学的操场上，学
生们尽情地跳着皮筋。据悉，“双减”背景下，为提升
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浦阳五小
立足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开展项目式主题教育。
负责“阳光运动家”项目的80后教师张芳丽把“老底
子”的跳皮筋引入“四点半课堂”后，这项传统游戏立
即成为学生课间运动的“爆款”项目。

（本报通讯员 冯寒冰 摄）

□张立美

受疫情影响，3月以来

多地发布停课通知，均明确

中小学转为线上教学。“停

课不停学，居家不停教”，上

网课再次成为很多大中小

学生的标配，一些地方的幼

儿园也转向线上教学。大

中小学生上网课，无可非

议；但幼儿园也选择上网

课，明显弊大于利，实在没

有必要。

从教学效果来看，心智

相对成熟、自主性相对强的

初中生和小学生上网课效

果都不够理想，幼儿园的幼

儿上网课的效果更是非常

糟糕。正如很多家长抱怨

的那样，幼儿根本坐不住，

能坐在屏幕前从头到尾上

完网课的几乎没有。因为

从年龄及身心发展特点看，

幼儿的注意力集中时间较

短，且思维活跃，没有教师

的照看和班级的学习环境，

他们无法自我约束，不可能

做得到安安静静、认认真真

地上网课。

况且，幼儿园的学习内

容、学习方式与中小学完全

不同，幼儿园禁止“小学化”

后，开启游戏化教学模式。

幼儿园上网课，教师在屏幕

的另一头，无法完成对幼儿

的游戏支持，网课根本没有

办法替代“课程游戏化”的

日常教学。

相反，上网课给幼儿造

成的身体伤害不容小觑。

幼儿上网课，长时间盯着电

脑或手机屏幕，对视力的伤害非常大。目

前，长期使用电子产品，加上缺乏充足的户

外活动，已经成为近视低龄化的重要原

因。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的《0～6岁儿童

眼保健及视力检查服务规范（试行）》明确

指出，学龄前儿童应尽量避免接触视屏类

电子产品，每次使用不超过20分钟。上海

市眼病防治中心等单位制定的《疫情居家

隔离期间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指南》也强

调，学龄前儿童每天视屏时间，不宜超过1

小时。

实际上，从政策层面讲，不管是地方政

府要求幼儿园转向线上教学，还是幼儿园

为了不退费、少退费主动选择上网课，都不

符合教育部的政策要求。早在2020年2月

11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曾表示，对小学

低年级上网学习不作统一硬性要求，由家

长和学生自愿选择；严禁幼儿园开展网上

教学活动。

家园共育是道科学题，要因地制宜、精

准施策，居家期间，不该只有上网课一种选

择，更重要的是父母应当抽出更多时间陪

伴孩子成长。陪伴是居家期间父母给幼儿

最好的礼物和最有效的教育。幼儿园特别

是民办幼儿园，不能把安排幼儿上网课当

成少退费的“挡箭牌”，而应当把目光转向

家庭教育指导，引导家长高质量地陪伴孩

子，这样效果或许会更好。

幼
儿
园
上
网
课
还
是
停
了
吧

你的独一无二藏在她的字里行间
柯民军：用温情解构德育密码

缙云县三溪小学：“生命鸟巢”真有爱，“绿色课程”促发展

“我有一个航天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