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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育在村小劳动教育在村小

系重塑劳动教育 列
❻

小学劳动教育更强调直接体验

对青少年发展的重要性，学校可以利

用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让他们了解

养殖和种植的知识与技巧，体验劳动

的快乐，进而实现育人目标。

河北省大名县前屯小学从 2016

年开始探索劳动课程，规划建立了桑

葚实践基地，创建蚕宝宝社团，建成

农耕园……这些活动贴近学生生活

实际，开阔了他们的视野，提升了他

们的实践能力。

桑葚实践基地

学校附近有一处桑葚采摘园，种

植了不同品种的桑葚，是学校开展劳

动教育的实践基地，学生在劳动实践

课时到采摘园开展劳动，周末也会到

采摘园帮忙埋肥料、清理枝条、浇

水。学生很认真地完成每一项工作，

比如每棵树要施肥 100 克，他们就用

天平一份份称好再去施肥，称之为

“精量施肥”。每年 5月，学生品尝着

酸甜可口、味道鲜美的桑葚，喜悦之

情溢于言表。

2017 年 3月，一位家长在网络上

看到辽宁省白山市的一条种植信息，

上面显示有灯笼果和红树莓，果实鲜

艳，于是向学校提出引种建议。经学

校考察和联系，两种果树都是小型灌

木，适应性强，本地没有种植，有示范

意义，决定种植一亩。学生克服天气

等不利因素，悉心照顾，果树当年就

开了花，目前已结果两年。

蚕宝宝社团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

的国家，古老的丝绸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瑰宝，也是中国联系世界的纽

带。学校实践基地有丰富的桑叶，

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但问题也

随之而来，学校只有桑叶，当地没

有蚕种，也不具备养蚕的技术。不

充足的现实条件让学习内容变得

更丰富——本地没有蚕种就从外

省购回，没有养殖技术就让学生上

网搜索，没有孵化条件就用 5 瓦的

小灯泡隔着棉布照射，保证孵化箱

的温度在 20-30 度之间……

别样的学习经历让桑蚕养殖小

组的学生热情高涨。一天早上，有学

生高兴地说：“老师，蚕宝宝孵出来

了！”只见褐色的像蚂蚁一样的小蚕

轻轻爬动，密密麻麻，虽然不美丽，在

学生眼中却十分可爱。

春天的桑叶嫩芽很小，要想摘到

足够的桑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学生

不仅不怕累，还将采摘的桑叶分层铺

设，先是切成细丝的桑叶，再是撕成

块的桑叶，最后才是整片的桑叶，保

证每个蚕宝宝都能吃到桑叶。

由于食物充足，蚕宝宝健康长大，

变得白胖胖的。学生每一次撒桑叶，

它们都爬到最新鲜的桑叶上，贪婪地

咀嚼着，静静的养殖室内只听见沙沙

声。学生每天进行观察，并做好蚕宝

宝的颜色、大小、进食量、状态等记录。

第一批蚕长度达到 3 厘米时，学

生的养殖技术更加熟练，学校便订购

了第二批蚕。随着蚕宝宝日渐成熟，

第一批蚕宝宝已经通体透明，它们慢

慢爬上扫帚做成的蚕蔟，头一摆一摆

吐出白色的丝。

5000粒蚕子最后收获了5.5斤蚕

茧，学生又学着缫丝、剥茧。为了展

示学生的成果，学校组织了一次蚕宝

宝社团成果展，多次分班级组织学生

参观，并结合三年级科学课开展主题

学习。

由于蚕是分批次养殖的，蚕完全

变态的 4种状态同时存在，有学生捏

了几粒卵、一个幼虫、一个蛹子、一个

成虫，配上“蚕的完全变态”的字样，

拍摄一张照片，比教科书上的插图还

生动。

农耕园

学校依托农耕文化，开展了农

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比如在校门

两侧绘制有劳动场面的二十四节气

歌，简洁的绘画配上朗朗上口的小

诗，为学生学习历法知识提供了一

种轻松的方式；教学楼内也充满浓

浓的乡土气息，墙上是关于季节和

农事的诗句，走廊悬挂的是农事谚

语，廊柱上绘制的是玉米、小麦等农

作物的图形。

学校还重点建设了“农耕园”，农

耕园有春园、夏园、秋园、冬园等 4个

园子，各具特色。为了保证“农耕园”

良好运行，学校给每个班划分责任区，

由学生负责种、管、收等工作。

春园内的展示台上放有织布机、

纺车、瓮子、小石磨等劳动工具，还有

耙、镢头等农具，墙上挂有农民织布、

脱粒、磨面等场景的绘画作品。学生

一有时间就跑到春园，或手摇纺车或

推 动 石 磨 ，织 布 、磨 面 ，欢 快 地 劳

动着。

夏园内摆放着一架辘轳，这是古

代劳动人民发明的汲水工具，只要井

里有水，放下水桶就可以打上水来。

从辘轳的工作原理出发，学生可以联

系到生活中杠杆、滑轮的使用。夏园

内还种有黄花菜、莙荙菜、辣椒等农

作物，学生按时给植物除草、松土、施

肥、浇水。

秋园内整齐摆放的石桌、石凳古

朴大方，是学生读书学习的好地方。

这里原本是大豆园，学校又在这里新

种植了 100 棵桑葚苗和香椿树，学生

每周浇一次水、锄一次地，今年就可

以看到果树成行的场景。

冬园内有石碾子，学生将未脱壳

的谷物放进石碾子，推动碾子就可以

脱粒，再用簸箕轻轻簸几下就可以用

来做饭了。石碾子旁还有一个石臼，

学生有时会用它帮助附近农户舂米。

在学生的努力下，校园在夏秋季

节都有不同的风景：油葵盛开，大豆

碧绿，辣椒鲜红，到处是丰收的景象；

海棠、苹果、樱桃，教学楼前瓜果飘

香；新引进的红树莓、灯笼果颜色艳

丽……学生在实践中识农时，养成吃

苦耐劳、勇于探索、坚韧不拔的品质，

学会学习，更学会生活。

科学的评价能让课程更好地发挥

育人作用。学校建立劳动实践课程评

价机制，每一次劳动活动都有记录。

学期末，学校根据学生校内外活动情

况进行综合评定，并将评定结果作为

评定优秀学生的重要依据。

劳动教育就在学生身边，农村中

小学要因地制宜，不断拓展和丰富劳

动教育的内容，上好劳动课、做好劳

动课程开发能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

和认识社会。

立足现有条件，做好农村学校劳

动实践课程教育十分重要。前屯小

学将循着这个思路，以开阔学生视野

为目标、以培养学生实践劳动能力为

重点，持续推进课程开发和实施。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大名县万堤

镇前屯小学）

北京精诚实验小学

用足球传递“红色家风”

本报讯（记者 康丽）呐喊声、加油

声此起彼伏，6月5日，北京精诚实验小

学华严里校区操场上，来自中国红色足

球队的队员与精诚实验小学足球队的孩

子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友谊赛。

比赛中，精诚足球队队员分为低

年级和高年级两组，分别与红色足球

队的队员展开较量。别看精诚学生年

龄小，但他们的志气和斗志一点都不

逊色。红色足球队则是踢出了风格，

踢出了水平，并且在比赛中不忘适时

对孩子们加以引导、指点。

操场另一侧，红色足球队的其他队

员化身足球教练，带领全校学生练习定

点射门，让每个孩子都参与到足球运动

中来，享受足球运动带来的快乐。

红色家风是坚定理想信念教育的

“传家宝”，也是砥砺青少年道德品质

的“磨刀石”。比赛结束后，精诚实验

小学还组织师生和红色足球队的队员

一起参与“粽深情谊话家风”主题教育

活动，红色足球队的队员接受了精诚

实验小学红通社小记者的专访，向孩

子们讲述了自己的家风故事。

中国红色足球队由周恩来侄孙周

日和发起，以传承和发扬红色精神为

宗旨，以公益为主线，推动中国足球事

业发展，助力全民健身热潮，弘扬家国

情怀。球队中，除周日和外，还有中央

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阿丘、前北京国安

队长徐云龙等足球公益人士。

“老一辈革命家的家风传统、红色

基因对新一代青少年的成长有促进作

用，少年儿童要铭记老一辈革命家的

光辉事迹，奋发学习，天天向上。”精诚

实验小学华严里校区校长刘惠兰说。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

给学生提供有意义的
活动盛宴

如何让学生过一个有意义的“六

一”儿童节？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的

“文艺演出+竹林讲坛+跳蚤市场”系列

特色活动，让孩子们乐而忘返。

如果说文艺演出和跳蚤市场是孩

子们才艺和个性的尽情展现，“竹林讲

坛”则是家长展示特长和职业特色的

课程盛宴。当天，来自各行各业的家

长走进教室，109 位业界精英摇身变

成“竹林讲坛”的老师，给孩子们带来

109节不一样的课堂——既有最新的

科技成果，也有神奇的自然科学，还有

非常有趣且重要的学习和生活技能。

电的发现、神奇的DNA、导弹的奥秘、

揭秘手机、超高速真空飞行巴士，开启

科技探秘之旅；朗读之美、老北京趣

谈、礼仪礼节、中国文字与书法，引领

孩子感受文化魅力；药物的前世今生

与未来、儿童急救知识、儿童如何保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带领学生探秘生活

空间。课上，孩子们兴趣盎然，积极参

与，不断提问。家长则精心准备，还自

制教具，通过课件展示、情景演示、实

践操作等方式带给孩子各行各业的丰

富知识和独特文化，每一个讲座都蕴

含了家长的一份关心。 （师闻）

农村学校具有开展劳动教育的天然优势，那里土地资源充足、动植物种类丰富，学校无须花大力气组织学生外出

学习，课程实施也更“接地气”。当农村学校开始发现、发挥这些资源优势，他们的劳动课程会有怎样的不同？

劳动课程的村小经验
□ 王子河

浙江省金华市含香小学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绿色”校园，占地面积

35040 平方米，绿化面积 12000 平方

米，拥有金华市金东区最大的劳动

实践基地“涵香园”，是“浙江省绿色

学校”。

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

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

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

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

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

劳动教育是学生树立正确劳动

观点、劳动态度的教育，不仅是学生

掌握基本劳动技能的一种途径，还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重

要内容。

基于学校教育发展的要求和学

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含香小学立

足实际，以“走近田园”实践活动课程

为载体，构建“耘”课程文化体系。

“耘”取自“耕耘”，既体现学校的田园

气息，教师带领学生走进田园，体验

耕耘之乐，又含勤奋之意，体现师生

工作学习的辛勤耕耘。

课程实施中，学校编写了《身边

的动植物》校本课程，进行了《学校实

践活动课程有效实施》课题研究，开

设了“耘”文化课……这些都为课程

有效实施提供了保障。

“涵香园”内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学校将其与各学科教学活动相结合，

通过丰富多彩的学农实践探究活动，

让学生感受“快乐、自然、健康”的田

园文化，自信、快乐地成长。

“走近田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有 4 种课型：认知体验课、观察体验

课、种植体验课、收获体验课。

认知体验课的主要内容是认识

“涵香园”里农作物和居住在这里的

小昆虫。比如与科学学科相整合，了

解蔬菜的学名和习性；与英语学科相

整合，学习动植物的英语单词拼写和

朗读。

观察体验课上，学生通过观察农

作物和昆虫生长，了解它们的生长规

律并做记录。比如，语文课上学生写

观察日记，数学课上学生进行测量，科

学课上观察霜的变化、记录小蝌蚪和

青虫的成长轨迹并撰写科学小论文。

种植体验课上，教师遵循节气规

律，带领学生种植农作物，使学生明

白应时节播种的道理。比如，秋分种

菜正当时，学生就在种植体验课上种

莴笋。

收获体验课上，学生将植物收

割、采摘，并加以制作、品尝、展示。

学生在春天采摘桃子、枇杷，在秋天

收割稻谷、高粱。他们的收获所得

可以食用，也可以用来制作蔬果拼

盘、种子贴画等作品，而学生作品可

以 在“ 六 一 成 果 交 易 会 ”上 进 行

展示。

在不同的实践活动中，学生体

味到劳动的辛苦和快乐，明白了食

物的来之不易，学会了珍惜。学生

薛媛馨在作文习作《割稻记》中写

道：大家汗流浃背，但脸上洋溢着丰

收的喜悦，似乎那黑黝黝的土地也

是那么芬芳迷人。从一颗颗种子到

金灿灿的谷粒，需要付出劳动者多

少汗水，这其中的艰辛难以用数字

来计算。那香喷喷的白米饭，我们

怎么能不珍惜呢？

劳作让学生习得美德，也学会了

遵守规则。今年春天，校园里的枇杷

树结了许多果实，学生每天中午就餐

都经过枇杷树，美食当前，却没有一

个学生伸手采摘果实。

勉哉耘其业，以待岁晚收。如今

的含香小学，已成为学生生活、学习

的“伊甸园”。含香小学的学子在这

里尽情享受田园下的学习之乐和自

然之趣，努力耕耘，静待收获。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金华市含香

小学）

“涵香园”里农趣多
□ 叶芝艳

学生摘桑叶学生摘桑叶

学生收割高粱学生收割高粱

一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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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0字左右。

晒晒学习成果

学校的产品是课程，课程的产品是

成果。美术课的文创、创客教育的“造

物”、项目学习的自制图书……每个作品

都是学生的学习成果，承载着学生的一段

经历和体验。他们“生产”了什么，他们有

怎样的感受，请课程导师将图文发给我

们。文字300字，图片文件不小于1M。

征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