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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清华附中永丰学校

“半亩棉田”获丰收
“你们可能没有机会亲手种棉花，但

是看了我们的书就会了解它，爱上它”

“看，这就是我们的‘半亩棉田’，书中讲述

的就是我们的真实故事”。11月10日，

在清华附中永丰学校小学部举行的第二

届“半亩棉田”丰收节暨《播种希望——校

园中的半亩棉田》新书发布会上，学生们

深情地说。会后，现场学生还在棉花脱

籽、棉花纺线、棉线织布、棉布缝制等体验

区动手实践。

劳动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意义，应

该让学生从小就认识到劳动是实现梦想

的阶梯。2017年，该校将校园中的“半亩

闲田”研发成校园中充满活力、深受学生

喜爱的综合实践活动基地“半亩棉田”。

每年4月，师生都会播下种子，7个月后便

长出朵朵洁白的棉花。学生们在棉田里

劳作，与自然对话、与植物共长。

湖北省鹤峰县实验小学

为学生定制“阅读存折”
说起存折，人们想到是在银行存钱的

凭证，但湖北一所小学却将学生阅读存入

“存折”。近日，鹤峰县实验小学二年级学

生就秀出了自己的“阅读存折”：“9月10

日，读《彼得兔的故事》，存入2万字；10月

20日，读《爆笑虫子图画故事》，存入1万

字；11月10日，读《亲子美绘小故事》，存入

2万字……”学生的“阅读存折”上，详细记

载着阅读书目、阅读时间及余额等情况。

“‘阅读存折’确实好，让我学到了许

多好词好句，不管是初入学的一句话写作

练习还是现在的300字作文练习，写起来

不觉得困难。”一个学生说。

“每个孩子都求上进，每当看到‘阅读

存折’中的余额越来越多，心里就有一种成

就感。他们这样坚持下去，就会养成爱读

书的好习惯。”学校副校长向玲说，现在存

进去的是学生读过的书，将来“连本带息”

取出来的就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财富。

据介绍，“存折”是学生刚入学时教师

送给学生的第一件礼物，希望学生多读

书、读好书。不管学生在学校还是放假在

家，每天都要进行20分钟的阅读。

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小学

成立小小冬奥组委
11月 2日，北京市石景山区电厂路

小学在首钢园区北京2022冬奥组委举行

了“小小冬奥组委”成立仪式。冬奥组委

体育部综合处主管张晶晶、残奥会冠军全

国劳动模范刘玉坤、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

克教育宣讲团团长陈晓桐、新西兰奥克兰

大学博士张红露等参加了活动。仪式现

场，嘉宾为“小小冬奥组委”组成人员佩戴

胸牌，为“小小冬奥组委”顾问团代表颁发

了聘书。

据悉，“小小冬奥组委”经历了校内外

张贴招聘广告、红领巾电视台宣传讲解、

学生按照岗位制作展示海报、3-6年级进

行投票等步骤，最终产生了主席、秘书长、

新闻宣传部等不同岗位成员40人，他们

将助力学校冬奥教育的开展。

（刘亚文 辑）

打开打开““新闻世界新闻世界””大门大门
□张清宇

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课

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中，

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

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情。故事里

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力带给教师的

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的错误带给师生

的启发……我们的想象有限，你们的故

事精彩无限。1500字左右。

课程图纸

与学校课程报道相比，本栏目细化学校

课程的“施工图”，编发学校某一门课程方案

或区域某一类校本课程的指导纲要，并由

“本月点评嘉宾”进行评析。3500字左右。

征 稿

新的交流媒介不断出现，给信

息筛选、交流带来挑战，也给教育发

展提出了新的课题——学生是社会

群体中以童心体察世界的特殊群

体，如何选择、提炼、传播、评价信

息，学会有效的信息交流是学生成

长的需要。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

开设“信息直通车”课程，尝试在海

量信息中为学生打开一扇通往世界

的窗口。

信息直通车课程是一门利用生

活资源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的校本课

程，涉及“倾听与口语表达”“获取与

筛选信息”“多元视角的评价与书面

表达”等内容。这一课程旨在创设

一个让学生交流信息的实践平台，

扩大视野、增长见识，提高学生处理

信息、运用信息的能力，增强学生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倾听表达能

力以及团结协作与社会活动能力。

同时，也为学生形成良好个性和健

全人格打下基础，为学生全面发展、

终身发展服务。

别具一格说新闻

每周三下午第一节课是籀园小

学的信息直通车课程时间，课上学

生像播音员一样播报一周的新闻。

从身边小事到国家大事，再到全球

热点时事，包含科技、体育、军事、生

活、时事政治等方方面面，学生一起

热议焦点新闻，交流观点。

“如果你父母生二孩，你是支持

还是反对？”

“如果父母生二孩，我肯定反

对！父母对我的关心就少了……”

“我也反对，父母就会常常说

‘你是哥哥，你要照顾弟弟……’”

“说起二孩，我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从国家发展角度来看，这是国

家政策，是国家的需要。第二，从家

庭的角度来讲，两个孩子是个伴儿，

生活中互相关心，学习上互相帮

助。第三，从爸爸妈妈的角度来讲，

还要看他们是否做好了迎接第二个

孩子的准备。”

……

这就是籀园小学信息直通车课

程上的一幕，学生围绕社会热点畅

所欲言。不难发现，信息直通车课

程是一门具有实践性、自主性、开放

性等特点的综合实践课程。课程目

标也围绕这些认识设定，即通过创

设一个让学生交流的平台，培养学

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多角度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语言文字表

达能力和运用能力。

信息直通车是一门列入学校教

学计划的显性课程，每次 30 分钟，

由语文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学生自

行准备新闻题材，课程学习方式按

照年级特点设置，低年段以“一句话

新闻”为主，学生要准确、流畅地说

出什么时间发生了什么事。中年段

学生要用两三句话概括、描述新闻

事件，并简要讲述读后的心得、感

受；高年段学生自主追踪热点新闻

播报，适当评议要闻。

为了激发学生播报新闻的兴

趣，教师们使出各式花招，“摇号播

报”“抽签播报”“我的直播间”“电台

小主播”，学生也自创“科技之声”

“民生在线”“军事强国”“体育健儿”

“教育窗口”等展示平台，播报自己

感 兴 趣 的 新 闻 ，指 点 江 山 ，入 情

入境。

最有看点的是高年段的评议要

闻活动，学生根据热点话题、重大新

闻事件开展“新闻点中点”“观点对

对碰”“新闻辩论会”“新闻 1+1”等

活动，亮出观点并佐证观点，这是知

识的积累与调用，是思维的碰撞，也

是语言输入与输出的训练。

成立少年新闻学院

在信息直通车课程实施前期，

大多是教师和学生选取近期报纸、

网络上的新闻事件播讲。教师根据

年段目标，给予学生适当的引导。

比如，在快速浏览多版新闻时，指引

学生关注头版头条，学会扫读标题

的方法；在阅读单独一条新闻时，引

导学生先读导语和开头第一段，再

比如应该关注哪些有价值的新闻，

播报不同类别新闻采用哪种方法，

等等。

当教师把课程总目标切割成

一个个具体的小目标时，我们逐渐

明确了信息直通车课程的基本板

块，比如信息收集的渠道、筛选信

息的方法、新闻播报员的必备条

件、如何深化新闻评论等。清晰的

课程板块让课堂教学更加系统、直

观，也利于教师进行有针对性的课

程设计，学生则可以在线路清晰、

内容丰富的学习中习得专业知识

和能力。

经过 10 年的实践和完善，教师

们逐步摸索出信息直通车课程的

新课型。为此，学校成立了信息直

通车校本教材研究小组，经过半年

编写、两年适用和修进，校本教材

现已成册，这门课程也更趋向系统

化，更具有推广性，方便兄弟学校

借鉴。

作为信息直通车课程的延伸和

拓展，籀园小学 2017 年 6 月成立了

少年新闻学院，学院下设通讯部、采

编部、评论部、播音主持部，面向四

至六年级学生，以新闻播讲、采访提

问为内容进行面试，以亮观点、提意

见的新闻评论为内容进行笔试，筛

选出各个班级表现出色的学生，吸

纳到少年新闻学院。

少年新闻学院入院考试的内

容和形式与信息直通车课上训练

的内容基本相同，少年新闻学院不

同部门可以根据“专业”特点设计

考试题目。比如播音主持部，要求

学生随机抽取一条新闻现场播报，

考察学生表达是否清晰流畅、大方

得体；评论部则给出“小学生是否

可以在校园附近小卖部赊账买零

食，为什么？有什么建议？”的问

题，考验学生的多角度分析能力；

采编部现场命题，以“采访一年级

新生入学的感受”为例，请学生当

场采访，考察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和采访礼仪。

少年新闻学院的小记者活跃

在校园的各个角落，承担校园活动

的报道任务——校庆时采访校长、

老教师、毕业的学长；大队委竞选

时，采访大队委如何平衡学业和工

作关系；校运动会时，模仿亚运会、

奥运会形式召开校园新闻发布会；

在全国家庭实验室联盟成立仪式

上采访台湾专家，其中前北大附中

张继达校长回京后特意写了致小

记者的一封信。小记者们采访、撰

写的文章发表在校园网、学校微信

公众号，录制、剪辑的活动视频由

校园电视台进行编辑，并在学校

播放。

真正的学习一定发生在真实的

场景和环境中，基于这样的理解，少

年新闻学院还与温州都市报、温州

电视台联手，请真正的记者和主播

入校指导，小记者们采写的文章和

录播的视频可以见报、上电视，给予

学生展示的平台和真实的体验机

会。在“大记者课堂”上，小记者知

道了新闻稿三分在写七分在访，感

受到了笔尖的力量；小记者们走进

报社总部，了解报纸的“前世今生”；

走上温州城市的金名片五马街，《访

谈五马街》的变迁……

学生学习信息直通车课程中，

既有研究性学习，又有实践性操练，

教师还辅之以系统的评价，真正发挥

了学生的主动性。

新闻背后学什么

在信息直通车课程上，学生交

流的内容是生活、学习中的新闻，

以及网络、报纸等媒体关注到国内

外的大事小情，学生通过观察和感

知表达对自然、社会、人生的独特

感受和真切体验，提高学生反映生

活的能力。

比如“二年级学生穿衣服系鞋

带比赛”“体育达标运动会”等活动，

教师出示照片或视频，给出时间、地

点、人物、事件 4 个要素作为支架，

引导学生规范地讲好一句话新闻，

同时培养良好的播报礼仪。低年级

还引入“客厅新闻”的形式，让家长

与孩子聊新闻。简单的形式，丰富

了亲子交流的内容，增进了亲子间

的感情。

还比如，发生“东方之星倒扣长

江”一事时，学生就这一重大新闻事

件展开讨论，他们推测船沉大海的

原因，同时教师引导学生关注：媒体

报道沉船事件的更新速度，相关部

门的救援措施，普通群众的表现，以

及受灾者家属的反应，等等。最后，

学生以“东方之星，倒扣长江，心手

相连，八方救援。天灾无情，人间有

爱。点点烛光，默默祈福”作小结，

将课堂学习提升到新的高度。而在

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全面了解了

新闻事件，还关注到了新闻背后的

人文关怀。

对于学生来说，信息直通车课

程带来的最直观改变是语言表达

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得到提高。

“‘唰——’激烈的电脑随机摇号环

节又一次开始，刹那间，摇号突然停

止，我的名字定格在屏幕上。我面

不改色，胸有成竹地走上讲台，望着

台下齐刷刷的眼睛，从容淡定地从

开场白讲到新闻内容，又从新闻中

提炼出观点。口齿清晰，字字有

力。我在一片掌声中返回座位。回

想 3 年前首次被抽到上台的场景，

每一步都迈得那么艰难……”这是

一个六年级学生回忆参与“摇号播

报新闻”活动时的体会。

每个学生在信息直通车课上都

经历过初登讲台的艰难和学习后侃

侃而谈的自信，表达看法时的茫然

无措和学习后的准确分析，这种输

入、输出的过程提高了学生的语言

能力，也探索出一种新颖、有趣的学

习方式。

新 闻 天 天 发 生 ，视 角 各 有 不

同。一个新闻事件从不同的角度

看，可以得出不同的论断。在信息

直通车课上，教师常常会抛出一个

话题或者出示一则新闻，让学生分

析、判断、提出自己的见解。比如

“碰瓷”这一社会现象，教师让学生

搜索“碰瓷”的新闻事件，揣摩碰瓷

人的心理，总结处理“碰瓷”事件的

办法。再比如在温州出现的“火锅

事件”“民房倒塌事件”等，均由学生

自己搜索报道。

关注新闻事件、撰写新闻报道、

采访一线人物，籀园小学的信息直

通车课程将口语交际、口语表达与

书面表达相结合，将教学内容与学

习方法相统一，带给学生有深度的

思考和学习。

“会爱、会学、会玩、会创造”，信

息直通车课程让每个学生都关注新

闻、心怀世界，做一个不但读圣贤书

且闻窗外事的新时代小学生。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籀

园小学）

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
学以“信息直通车”课程为
载体，以新闻事件为切入
口，以少年新闻学院为基
地，带给学生专业的学习经
历，培养了学生的语言表达
能力和思辨能力。

发现美好课程

小记者在小记者在““工作工作””

““认识报纸认识报纸””是低年级学生学习信息直通车课程的第一课是低年级学生学习信息直通车课程的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