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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立场大家立场

建设一个儿童自治的乐园
——江苏无锡东林小学传承的百年德育智慧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这所学校就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为指导，建设了儿童自治“机关”——

“东林市”，将学校视为一个模拟的小社会。在校求学的儿童皆为“市民”，全体“市民”选举成立最高行政机关——东林“市政府”，下设

各种机构，以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和意识。

如今，学校在此基础上重建这一儿童自治组织，班主任也将学生置于班级管理的中心，共同探索“自主管理、自主决策、自我监督、

自我评价”的“体验+”生活德育实践。这所学校就是江苏省无锡市东林小学。

创建于1902年的东林小学，坐

落于太湖明珠、鱼米之乡江苏无

锡，是一方具有百年历史、培育众

多英才的学苑沃土。

在学校多年的实践与研究中，

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引领着我们，那

就是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

东林教育的精彩之笔就在于

基于生活、引领生活、创造生活的

“生活德育”创构与实践。东林小

学始终坚守“为每个孩子的幸福人

生奠基”这一办学理念，努力将生活

德育的理念通过课程落实到日常育

人的实践与行动中。

学校牢固树立大德育观，即德

育覆盖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贯穿

学生完整、自然的整个生活场景。

校长、教师、教工、家长、伙伴都是陪

伴儿童成长的重要他人，人人都是

德育工作者。每门课程、每个课堂、

每项活动、每个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都是育人的土壤和契机。

东林小学汲取古今中外的先

进思想和方法，吸纳“东林书院

文化”精粹，将家国情怀、自由开

放、笃学尚行、自治管理等书院

文化特质延展到德育实践与发

展之中。近年来，学校积极探索

“ 自 主 管 理 、自 主 决 策 、自 我 监

督、自我评价”的“体验+”生活德

育实践，致力于优化德育内容，

改进德育实施方式，创新德育机

制，立德树人，传承文化，促进师

生共同成长。

“大地明师班”的
田野精神

□丁兴琴

培养优秀师范生，是教育的期待，

是新时代的要求。洛阳师范学院与中

国教师报、中小学课改名校合作共建

“大地明师班”，就是一次对师范生培

养新模式的探索。

“大地明师班”在培养“准教师”教

学实践能力时，不是“教书匠式”的技

能模仿训练，而是“教育家式”的自我

蜕变成长。我们对师范生培养采用

“认知、体验、实践、反思”四个递进层

次，恪守田野精神，践行“知行合一”的

教育理念。

认知前沿课改理念，强化教师职

业认同。中国教师报长期关注基础教

育课堂改革，是新教育理念和课改模

式的发现者和传播者。“大地明师班”

开班后，中国教师报从全国各地邀请

20 余位教育名家，就新课改理念、中

小学教师必备素养和能力、中小学生

学习心理和规律、班主任管理技巧、教

师自我成长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深入

剖析，使学员们感知到最前沿的课改

信息，坚定从教信念，强化职业认同

感。学员柳文倩曾在教育日志中写

道：“让思想起航，让思想成长，作为一

名准教师，我们的信仰就是学生……”

体验真实课改文化，感受课堂生

命张力。“大地明师班”在集中授课后

的两周时间内，学员到河南、山西等

地的 16 所中小学课改名校进行访

学，深入一线课堂体验学生个体的蜕

变成长，用心感受教师自我发展之

路。学员胡会会在教育日志中写道，

“走进开封求实国际学校，高端大气，

到处是‘别人家’的创客中心、游泳

馆、咖啡馆……课堂上，孩子们就像

一个个小精灵，太可爱了。课堂就是

要动起来、玩起来，让孩子们真正成为

他们自己……”

导师全程陪同，确保高效度、高质

量的教学实践。教师的各项能力往往

是后天习得、实践的结果，是理论与实

践互动的产物。“大地明师班”在访学

后，为进一步内化相关知识，学员到山

东杜郎口中学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跟岗

实习，到洛阳地矿双语学校进行了为

期两周的磨课、研课。这三周的教学

实践活动，“大地明师班”的导师王红

顺和夏书芳全程陪同，从教学设计、教

法运用、了解学生、理解学校、师生沟

通等方面进行了实地有效的指导，引

导学员了解教育教学的复杂性，认识

互帮互助的意义，引导他们从观察者、

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角度思考，从而提

升自身的职业素养。学员赵振东在教

育日志中写道：“杜郎口，无处不在的

黑板、近在身边的榜样、生命张力的课

堂，临帖‘三三六’教学模式，我看到了

学生的学习如何真正发生……”

坚持撰写日志，让反思推进深度

学习。反思是教师专业成长和发展

的关键要素，也是教师教育应该追求

的目标。教师不仅要热爱教育事业、

热爱孩子、有一定的学科知识和教学

技能，还要“学会学习”，把自己放在

学习者的角度，设身处地为学生着

想，才能达到更高的目标。

为了使学员们更好地适应新课改

的需要，我们充分发挥学员的主观能

动性，掌握反思、研究教学的能力，每

日进行暮省和日志分享，让学员们在

实践中反思，并强化终身学习、研究教

学的意愿，促使其日后能得到更好的

发展。“大地明师班”自建班以来，学员

写了2100余篇教育日志，记录自己对

生活、学习、上课、磨课和研课等方面

的思考。如今，学员们已经毕业了，但

反省和日志仍是他们每日的自发动

作，他们依然践行着终身学习之道。

（作者单位系洛阳师范学院）

□吴 萍

儿童的生活是自然的、完整的、

生动的。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就是他

们在参与生活、实践体验的过程中实

现的。

自 20 世纪 20 年代，学校就以杜

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和陶行知的

生活教育思想为指导，重视对学生进

行社会责任教育。为此，学校建设了

儿童自治“机关”——“东林市”，将社

会生活教育引入，将学校视为一个模

拟的小社会，在校求学的儿童皆为

“市民”，由全体“市民”选举成立最高

行政机关——“东林市政府”，下设秘

书处、教育局、财政局、建设局、公安

局、卫生局等机构，以培养儿童的社

会责任意识。

陶行知曾提出，德育要注重自

治。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

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

成的学生。理想的学校应是自治、自

主、自由的。

2015 年，学校精心构架，着力恢

复和重建这一儿童自治组织。在“市

政府”成立前，学校德育处组织“东林

小记者”对全体“市民”进行了问卷调

查和访谈。他们了解到，“东林市”存

在的最突出的“市民素质”问题是“课

间过道奔跑、喧哗”和“纸屑乱扔，保

洁责任心不强”。于是，东林“交管

局”和“环境监察局”便成为“东林市”

首批重构的两个部门。随后，大队部

又对全体“小市民”发出了志愿者招

募，“小市民”中能自觉做到“走路轻

轻、说话轻轻”“自主保洁、看到纸屑

弯弯腰”这两项要求，且愿意为“东林

市”进行志愿服务的均可报名参加。

此后，“东林市”便活跃着一支热

心服务、甘于奉献的志愿者队伍。“局

长竞聘”随之拉开帷幕，“市政府”鼓

励具备组织管理力、协调力和志愿服

务精神的“小市民志愿者”到“东林电

视台”参加竞聘演说。全体“市民”选

举产生“交管局”“环境监察局”局长、

副局长各3名，各局又构建起每个年

级一个“科长”、每个班级一个干事的

组织管理架构。每个部委拟出各自

的组织大纲和管理条例。在升旗仪

式上，“东林市政府”正式启动，“市

长”给各部长、科长授牌并举行上岗

宣誓仪式，本着“志愿服务，奉献超

越”的精神投入“东林市”的日常自治

管理和服务建设之中。

自此，“东林市”里也活跃起两支

管理评价团队，一支是“德育研究教

师团队”，另一支是“小局长团队”，每

周五早上和下午的俱乐部活动时间，

便是“市政府”的议事办公时间。大

家聚在一起，共商“东林市”建设大

计，共研提升“市民”整体素质规划，

共定工作实施方案。他们自主研发

了“东林市好市民手册”，拟定了“东

林市好市民准则”，将小学生行为规

范守则、“八礼四仪”要求以及东林十

大好习惯（一声问候：见人问声好；二

个轻声：走路轻轻，说话轻轻；三项自

觉：学习自觉，运动自觉，劳动自觉；

四处整齐：笔袋整齐，桌肚整齐，书包

整齐，穿戴整齐）作为东林“小市民”

行为举止的标准和要求。各级部、各

班级再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班级

实际，自主制定班级公约……

班级是学校的细胞，它既是一

个大家庭，又是一个小社会。自从

有了“东林市”，班主任也开始转变

视角，将学生置于班级管理的中心，

给学生更多选择的机会，创造更多

体验和展示的平台，如班委自己选、

班规自己定、困难自己攻、活动自己

搞等。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决策、自

我监督、自我评价，让每一个学生都

获得益处，甚至对他们的一生产生

积极影响。当这些“家庭”中的“小

市民”心中有了规范、有了规则，也

就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从小学生

到“小市民”，学生具有了一种主人

翁的意识，他们独立做事的能力、团

结协作的精神也得以培养，能更早

地接触社会、观察社会、熟悉社会，

让更多的学生自信、乐观、从容、练

达、博爱、博识。

从小学生到“小市民”

在“体验+”生活德育的实践研究

中，我们发现，如果德育仅聚焦于成

人视角，习惯于以章程、规则来约束

儿童，儿童必然不配合、不加入。这

种由上而下、被动的、不自由的管理

带来的育人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

而当小学生成了“小市民”，以小主人

的视角立规矩时，比学校、教师立规

则更加近情、易行，效果也会更好。

记得在“东林交管局”重建前，

“市政府”在晨会课上播放了“东林市

市民”课间闲暇生活的一段视频，要

求“市民”在观看后，站在“小市民”当

家的角度，用“第三只眼”来看生活、

议生活。当时，“市政府”鼓励每一位

“市民”根据所观察的现象，找找其中

的问题，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说说

其中的隐患，议议相应的对策。讨论

中，大家一致认可规则的重要性，并

利用班会课自主拟定“东林市”交通

规则，设计交通警示牌和处罚单，制

定“家庭公约”等。

为了使“交管局小交警”的工作

能够顺利开展，大队部为他们配备了

神气的警帽、交管手卡和交管罚单。

“小交警”一上岗，遇到课间喧哗、举

止不文明的“市民”，会毫不客气地开

出罚单。每逢周五，这些违反交通规

则的“市民”需要前往“交警大队”接

受学习和培训，以此消除罚单。

当然，第一次违规时，“小交警”

会先提出警告；若再违规，则将名单

报给班主任，对其进行约谈教育；若

遇到屡教不改的“市民”，则需要完

成相应的“体验令”，即配合“小交

警”完成一定时间的协警任务等。

试行一段时间后，产生的问题不

断，每周议事时“小交警”一个个抱怨

道：有的“市民”看到要被开罚单就逃

避责任，溜之大吉；走廊里违规的在

前面跑，“小交警”在后面追；更有甚

者“谎报军情”，把别的班其他孩子的

名字写到罚单上；或以大欺小，威胁

“小交警”，等等。类似的意外状况急

坏了“交管局”的“小局长”。

怎么办？大家开始换位思考，寻

找产生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他

们不想给班级拖后腿、抹黑。随后，

大家开始摸索更适合的管理方式，最

终“市政府”研发出一款“点赞卡”来

替代“处罚单”。每天的生活中，教

师、教工、伙伴们用心观察，寻找身边

的文明礼仪标兵，奖励“点赞卡”。随

后，还设计出“市民卡”的升级版，即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引领学生自我管

理、自我教育，记录学生成长的过程

性评价手册——“东林市市民成长护

照”。护照围绕“核心价值观”“八礼

四仪”“市民公约”等标准，涵盖学生

“德”“礼”“学”“勤”“和”“义”“艺体”

“担当”等素养，关注学生校园生活的

方方面面，记录孩子成长的点点滴

滴。一系列的评价方式激励着每一

个学子争做“文明小市民”。

从提醒单到点赞卡，学生自治不

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取消

规则，而是大家共同立规守规；不是放

任，而是练习自治的过程。生活中的

美和善一旦被发现、被激励，好的言行

就会被强化，生长力便会被激发。

2018 年“六一”儿童节，“东林市

仲夏梦想小铺”正式揭牌，“仲夏梦

想小铺”是“东林市建设局”首个自

主研发的建设项目，希望“东林市市

民”能够通过自身日常的努力和优

秀的行动来集取“签证”，集取到一

定数量就可以到小铺换取自己心仪

的礼物，实现自己的小小愿望。“仲

夏梦想小铺”的开张，激励着每一位

东林学子“做更好的自己”。

从提醒单到点赞卡

“东林市”主题性活动作为校园

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是应景或

形象工程，它应成为学生主动参与、

内外兼修的体验性实践活动，内可以

养性，外可以修行；它应成为学生主

动参与，积极体验，认识自我，认识他

人，认识社会，与外部世界建立和谐

关系的成长摇篮。

学校、级部、班级都从儿童视角

出发，重新规划、设计、实施、评价学

生的主题活动。首先是转变活动的

主体，让儿童成为主题活动的策划

者、组织者和参与者。学校鼓励儿

童参与、介入活动设计、实施及评价

的全过程。其次是改变组织方式，

让活动彰显四个“趣”：一是让活动

彰显童趣，组织方式符合儿童天真

活泼的天性，满足儿童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和规律；二是让活动彰显乐趣，儿童

要在活动过程中体会到快乐与愉

悦，在玩中放松身心，与外界建立和

谐的联系，促进儿童健康、全面成

长；三是让活动彰显生趣，活动组织

的方式要与儿童的实际生活紧密相

连，让儿童在真实、生动的生活中实

践、体验、思考、完善。四是让活动

彰显智趣，在活动中激发学生的多

元潜能，帮助学生体会到成就感和

价值感，获得成长的新动力。

“东林市”的主题性活动有意义

且有意思。在 6 年的小学生活中，

孩子们会经历三季：“新生季”“十岁

生日季”和“毕业季”；每年都要参加

4个节：“读书节”“科技节”“艺术节”

“英语节”；每学期会开展多项特色

主题活动：“课程超市”“小公民听证

会”“东林学子论坛”“志愿者在行

动”“大手拉小手”“不一样的作品

秀”“厉害了，我的东林娃”等活动。

通过有意义、有意思的“体验+”主题

活动构建，充分发挥儿童的能动性

和创造力，充分促进儿童的深度参

与和积极体验，充分提升儿童的自

我反思和完善能力，鼓励儿童自己

进行评价。

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任何

事物的成长必须有内生力。学校的

“体验+”生活德育实践，面向全体学

生，面向现实生活，面向未来社会，依

托儿童自治组织的建设，让儿童积极

与生活互动，积极体验、感悟，不断地

认识自我、发展自我，从而扬起自主

成长的风帆。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东林小学）

从“有意义”到“有意思”

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