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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毕业典礼温情多

“我们都怀着心中的不舍，6年

时光是难忘的乐章……”7月 5日，

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举

行的“我和祖国共成长，葵园助力绘

梦想”2019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六年

级毕业生一同唱响了《献给葵园的

歌》，表达了对母校的感激和不舍。

为了给毕业生创造全新的毕业

体验，引导他们在毕业“最后一课”中

回顾过去、憧憬未来，学校今年增设了

迈入“未来门”环节，学生走进“毕业

门”、迈入“未来门”，开启未来生活。

毕业前夕，全体毕业生还进行

了一场研学之旅，他们在实践中感

受友谊，在调研中收获知识，在与人

交往中获得成长。

作为孩子的守护者，校长刘畅送

上了毕业锦囊，期望他们在未来能够

处理好四种关系：我与自己——是

“接纳”，更是“发展”；我与他人——

是“合作”，更是“共享”；我与祖国

——是“依存”，更是“担当”；我与未

来——是“对话”，更是“创造”。刘畅

鼓励学生做一名自主的学习者+思

考者+创造者，成为“最好”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湖北省仙桃市实验小学

考试之后忙任务

转眼之间，一学期又结束了。

考试之后，学生可以干什么？学生

不仅有学习，还有诗和远方。近

日，湖北省仙桃市实验小学设计了

丰富的活动，让学生完成闯关题

目，之后还可以在“散学典礼”上展

示自己的成果。学校一共设计 3道

闯关题：

闯关题 1：笔墨静心。学校即

将迎来 85岁生日，请对校名“湖北

省仙桃市实验小学”进行设计。1-
2年级学生用硬笔书写，3-6年级学

生用毛笔书写。

闯关题 2：写作修心。20 年后

你是什么样子？对自己未来的儿

女有哪些期盼？以《给 20年后未来

的儿女的一封信》为题，写一篇

文章。

闯关题 3：计划安心。设计一

张暑假安排表，合理安排暑假生

活，学习、娱乐两不误。

学生接到这样的任务表示很

新奇，并积极投入到实践中，让这

个暑假充实而有意义。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

发布学生6年成长报告

近日，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为毕

业生举办了成长报告会，发布《2013
级清华成志少年 6年成长报告》，既

是对学生6年成长的阶段性总结，又

是对毕业后新旅程的展望。

据悉，《2013级清华成志少年 6
年成长报告》是由第三方机构对2013
级学生在品格素养、阳光乐学、体质

健康、主题全学科阅读等方面进行调

查后得出的，包含 3个章节的内容。

数据显示，在品格素养方面，2013级

学生对言行得体、协商互让、诚实守

信、自律自强、勇于担当、尊重感恩等

品格方面集体他评认同度在 90%左

右，且各维度之间高位均衡；在阳光

乐学方面，2013级学生学习动机来自

外在期望较少，更多来自自身的兴趣

和求知欲；在体质健康方面，73.53%
的学生制订了自己的锻炼计划，学生

在行为习惯、规则意识等方面的实际

获得上高度认同……

成长报告中，既有大数据跟踪

积累而印证学生成长的整体样态，

也有富有生命活力的校级、班级甚

至学生个人的成长故事，体现了该

校“儿童站立在学校正中央”的办学

理念。

（刘亚文 辑）

戴溪小学戴溪小学：：
在赵翼的家乡开展对联课程在赵翼的家乡开展对联课程

一线动态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

新鲜”，这是清代著名诗人赵翼的诗

句，数百年来脍炙人口。在赵翼的家

乡——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有一所

名叫戴溪小学的学校成立了“翼溪小

联社”，以对联文化为载体，从家乡名

人赵翼身上汲取文化养分，传承并发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零开始的“学联小组”

戴溪小学与对联文化的“相识”，

源 于 副 校 长 吴 宏 伟 的 一 次 外 出 听

课。吴宏伟介绍，上海交通大学附属

小学的一节对联课给他留下了深刻

印象。“天对地，室对家，落日对流

霞。黄莺对翠鸟，甜菜对苦瓜……”

朗朗上口的“新编对韵”贴近学生的

生活，激发了他们学习语文的兴趣，

也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他们的语感。

回到学校后，吴宏伟便购买了上

海交大附小的教材《小学对课》，率先

在自己的班级中使用，然后又申报成

立校级对联兴趣小组，并推荐给其他

语文教师使用。后来，学校将多年开

展对联课程的经验进行总结、归纳，制

定了一系列教师培养规划、目标考评

方案，对联课程也步入正轨，渐渐成为

戴溪小学最具特色的校本课程。

回想起对联课程的起步阶段，吴

宏伟用“一穷二白”来形容。“当时只

是觉得让学生学对联有意义，但我自

己也不太懂，只能边教边学。”吴宏伟

说道，“后来，我又与几个感兴趣的老

师结成了‘学联小组’，一起学习、研

究对联知识和对联教学。”

吴宏伟和他的“学联小组”从基

础的对仗、格律开始学起，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学联小组”的水平越来越

高，规模也越来越大。

一日，教师邵建峰在微信群说：“我

新写了一副对联，‘壮志凌云邀日月；春

风得意乐田园’，大家觉得如何？”

吴宏伟回复道：“‘得意’与‘乐’

有重复之嫌，改成‘驻’怎么样？”

邵 建 峰 又 问 ：“ 我 又 想 到 一 个

‘恋’字，取‘流连忘返’之意，如何？”

这时，另一名教师端敏明加入了

讨论：“‘恋’字好像又要奔赴红尘的

感觉了。借你的上联，我也写了一副

对联，‘壮志凌云邀日月；佳联悟道品

人生’。对联与人的阅历、心境、处世

哲学都是分不开的啊！”

这只是“学联小组”的一个讨论片

段，像这样的讨论，无时无刻不在进行

着。渐渐地，戴溪小学的教师尝试自

己出联供学生应对，将对联课程从最

初的阅读对联转向创作对联。

“翼溪小联社”成立了

对联课程实施一段时间后，戴溪

小学的学生成立了“翼溪小联社”。

“‘翼’代表赵翼，‘溪’代表戴溪，这是

我们的符号。”学生周奕辰笑着说。

吴宏伟介绍，学校请各班语文教师推

荐学生进入“翼溪小联社”，这些学生

是学校的“对联骨干”，他们会带动各

自班级开展对联学习和对联活动。

在学校层面，每周安排一节面向

全体学生的“对联课”，教材就是多年

前吴宏伟外出听课时购买的那本《小

学对课》。吴宏伟介绍，这本书的内

容难度循序渐进，比较适合学生学

习，不过目前只是“权宜之策”。他想

组织教师编写一本校本教材。他告

诉记者，教材暂时定名为《翼溪联

韵》，内容有适合各年级学生学习的

对联基础知识，有古代名联的赏析、

导读，有常州本地景区悬挂的对联图

片，也有一些“翼溪小联社”成员创作

的对联作品。除了编写校本教材，学

校还在尝试将对联融入语文课，比如

用对联给课文编写提纲，为课文中的

人物创作符合身份的对联，举办包含

对联内容的作文大赛等。

学 校 的“ 对 联 课 ”分 为 三 个 阶

段。在一二年级，因为学生积累不

够，重点放在了解对联起源、讲述神

童妙对故事等方面，让学生初步认识

对联并提高学习对联的兴趣。到了

三四年级，重点从“认识对联”转到

“学习对联”，学生阅读并背诵《笠翁

对韵》《声律启蒙》等蒙学书籍，学习

对联规则，掌握格律、对仗等方面的

“专业知识”，并积累词汇、典故等。

到了五六年级，学生就要尝试创作对

联了。教师会从简单的出句、对句开

始，“先是一个字、两个字的对，让他

们掌握词性与对仗的关系，然后拓展

到五言、七言，这时不仅要‘对字’，还

要照顾整体的意境营造、前后衔接

等。”语文教师邵琴介绍，“此外，还要

让学生尝试围绕一个主题完整地创

作上联和下联，这个主题可能是一处

风景、一个人物、一件事情，也可能是

赠送朋友、自我感怀。当然，对于他

们这个年纪而言，创作的难度也是显

而易见的。”

经过“以点带面”的推进以及“全

校铺开”的普及，学生的对联水平逐

渐提升，在各类学生对联比赛中开始

崭露头角。“比如一次活动中的出句

是‘一朵红莲扬正气’，我们的学生对

‘半池绿叶送清风’‘千棵翠竹树新

风’，分别得到了一等奖和二等奖。”

吴宏伟说。

为了验收学生的对联学习成果，

学校还推出了别具一格的“对联考

级”制度。遵循学生的年龄特点、认

知水平、兴趣爱好，学校将考核内容

分为12个等级，内容主要包括经典对

联背诵、校园对联解读、现场对联创

作等方面。

邵建峰向记者介绍了“对联考

级”的流程：由各年级语文教师、四至

六年级每班选出的若干学生组成考

核小组，学校每学期组织考核小组对

学生进行考核，根据学生具体情况评

定相应等级。考级顺序为：学生个人

申报——考核小组测评确认——签

发考级证书。“我们还会参考各班的

对联考级情况，评选出‘优秀班级’

‘对联之星’等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

书。”邵琴说。

课堂之外处处是对联

为了配合对联课程的实施，戴溪

小学在校园文化方面也下了一番功

夫。“一定要把校园打造得古香古色、

书卷气十足，让学生浸润在文学、文

化的海洋之中。”戴溪小学校长戚伯

萍说道。

在学校东侧，“翼溪苑”经典诵

读橱窗设有“古韵遗风”“美文怡心”

“雏莺鸣溪”等专栏——“古韵遗风”

甄选历代著名诗人，介绍其生平、成

就、代表诗作；“美文怡心”选取近代

美文，供学生阅读和赏析；“雏莺鸣

溪”刊登学生的诗词、对联作品，或

发布一些对联活动公告，是学生展

示作品的舞台。

“要放大学生展示的空间”，年级

组策划了“经典壁”展区，每个年级在

墙壁上悬挂学生联作，让师生在课余

闲暇能够随时观看、吟诵，感悟“小联

家”的奇文妙笔。每逢“家长开放

日”，学生会第一时间带家长看自己

的联作。“一些学生看到身边小伙伴

的作品悬挂在‘经典壁’，非常羡慕，

我就告诉他们，如果你好好学、好好

写，作品也一定会出现在上面。”邵琴

笑着说。

此外，学校还专门打造了一间

典雅的“对联教室”，集授课与展览

为一体。教室中央布置了师生对联

书法的挂轴，周围墙壁上布置了“翼

溪小联社”的成长历程以及外出采

风的活动掠影。“这间教室是纯粹的

‘对联空间’，‘翼溪小联社’的教学

活动经常在这里展开，其他有关对

联的交流活动也会安排在这里。”吴

宏伟介绍说。

为了帮助学生在生活中感受古

典文学之美，学校除了精心布置校园

文化，还组织了一系列采风活动，让

学生边玩边学、边游边写，将对联知

识内化于心。

吴宏伟介绍，常州有许多景点都

涉及相关的人文历史和对联作品，所

以学校开启了“跟着楹联游常州”活

动课程。去年的一次活动中，“翼溪

小联社”的师生走进季子文化公园，

共同感悟常州人文始祖季子的德信

风范。

“你知道季子吗，季子与常州有

什么关系？”记者随机向一名学生提

问，这个学生立刻滔滔不绝地回答

道：“季子叫季札，是吴王的第四个儿

子，是一位才华过人、品德高尚的君

子。季子的封地在延陵，所以被称为

‘延陵季子’，延陵就是今天的常州地

区……”看来，季子文化公园的采风

活动让他们记忆深刻。

季子文化园的门口镌刻着“清徽

绳武、让德光前”几个大字，学校教师

给学生讲解这几个字的内涵，让他们

试着自己梳理季子的故事。“这8个字

也可以看作简单的对联，因为它们符

合对仗规律，又表达了对季子的推崇

之情。”学生沈筱涵解读道，“‘清徽’

是高尚的情操，‘绳武’是沿袭祖先，

‘让德’在说季子辞让君王的故事，

‘光前’是说季子的功绩超过前人。

这些词语不好理解，我们查了许多资

料才明白的。”

随后，学生来到公园的“德目五

常区”，认读青砖上的篆体成语，感受

季子的五德——仁、义、礼、智、信。

在“赞评长廊区”和“名家煌赞区”，学

生 又 读 到 了 许 多 有 关 季 子 的 古 诗

词。“‘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杜

甫的这联诗，我原来不知道是什么意

思，现在才知道后面这句就是写季子

的故事。季子守信重诺，才会留下千

古美名。”学生宋嘉指着文化园里的

诗词和对联侃侃而谈。

当然，采风活动也少不了现场对

联的环节，这也是学生最喜欢的常规

“项目”。他们聚集在一起，随心所欲

地出句、对句，毫无拘束。当特聘对

联教师来雨风以“鱼知春水暖”作为

出句时，学生兴致勃勃地说出“树晓

晚风凉”“蜓立夏荷开”“蚁聚雨天来”

“雁叹月光寒”等对句，虽然文辞还比

较稚嫩，但充满了童真童趣。讲到

“季子挂剑”的故事，另一名特聘对联

教师马士勇即兴出了一句“剑许寸心

酬故友”，学生赵振宇对出“花开十里

笑春风”，学生沈筱涵对出“豆生南国

寄相思”，字面之外蕴藏着幽深浓厚

的情韵。

“每次活动我们都会邀请一些校

外专家给学生进行讲解、点评，也会

把他们的诗词、对联收集起来。季子

文化园的采风活动后，我们就结合活

动创作了一副对联，‘尧日蓝天季子

地，青丘碧水舜山情’，这恰是采风活

动给我们的真切感受。”吴宏伟说，

“这样的活动既可以让学生自发地读

诗词、读对联，也能调动他们临场创

作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在采风的

过程中，他们了解了家乡的故事和文

化，潜移默化地受到熏陶。”

对联是传统文化海洋中的一叶

小舟，但这一叶小舟同样包罗万象，

承载着语言文字的运用，承载着古典

文学的审美，承载着传统文化的浸

润，戴溪小学的师生正乘着这一叶

“联舟”，在浩瀚的海洋中高挂云帆、

乘风破浪。正如常州诗人、戴溪小学

的文化“图腾”赵翼诗中所说——“江

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发
现
美
好
课
程

□ 本报记者 金 锐

戴溪小学教师上楹联课

学生在校园采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