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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之旅
□韩立菊

课程故事

当接任二（2）班的语文教师时，我

对这个班的学习成绩早有“思想准

备”——我安慰自己，学习成绩并不代

表学生的综合素质，低年级学生关键是

要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但问题的严

重性还是超出了我的想象：许多学生写

字连“横平竖直”都做不到，班内一大半

学生都没读过《格林童话》《安徒生童

话》，家里别说书房，有书橱的都不多。

我按捺住着急的心情，问学生都读

过什么书。一名学生说“读过《列那狐

的故事》”。我很是惊喜，急忙让他讲一

讲，他却摇头了。我又问其他学生，竟

然再没一个学生读过这本书。我赶紧

调整思路，边回忆边讲起了“列那狐偷

鱼”的故事。我调动自己的表情、手势、

身体动作，讲着讲着就投入进去了。忽

然发觉，我愈发绘声绘色，班里就愈发

安静。从早晨进教室到下午第三节课，

我第一次发现学生如此专注。直到故

事讲完了，学生还不眨眼地盯着我，眼

神里透着渴望和憧憬。过了一会儿，这

帮小家伙回过神来，又开始“叽叽喳喳”

起来：“老师，再讲一个”“老师，列那狐

还做什么了”……我忽然灵光一闪——

故事，讲故事！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

性，我可以用故事唤醒他们的灵性，用

故事引领他们步入阅读的殿堂，进而激

发他们的上进心和主动性。

我决定每天为学生讲一个故事。

于是，我与学生的“故事之旅”开始了：

二月《列那狐的故事》、三月“童话故事

之旅”、四月“读书故事之旅”、五月“名

人 故 事 之 旅 ”、六 月“ 励 志 故 事 之

旅”……同时，还会根据学生的表现和

教学内容随时添加不同的故事。每讲

完一个故事，我都与学生交流收获和感

悟，启迪他们开展思考和探究，然后抛

出我精心推敲的“旅途之思”。

例如，讲完《一根鱼竿和一篓鲜鱼》

故事之后，我送给学生的“旅途之思”

是：这个故事验证了一句老话“团结就

是力量”。最早得到长老赏赐的两个人

不懂得团结协作，一个只顾眼前，没有

后继补给而死亡，另一个只着眼于长

远，却因忽略眼前而死亡。而后面的两

个人因为合作实现了资源最大化，最终

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人与人之间要团结互助、与人

为善，只有这样才会拥有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帮助、更多的快乐，也会得到更

多的收获。

“故事之旅”既潜移默化培养学生

的读书习惯，也是感染熏陶学生的品德

教育。虽然每周寻找故事劳神费力，每

天讲故事口干舌燥，每个“旅途之思”让

我煞费苦心——但学生的表现让我真

正感受到“行动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

迹”，学生已经渐渐从旅途中的“跟随

者”变为“陪伴者”。

当初，我曾为学生连“孔融让梨”

都不知而难过，如今他们竟然能侃侃

而谈“上下五千年”，课堂上学习“赵”

字，有的学生立刻说到赵国，接着又说

到“纸上谈兵”，提起了“将相和”；当

初，我曾为学生连“上有天堂，下有苏

杭”都不知而焦急，如今他们吟诵《饮

湖上初晴后雨》“欲将西湖比西子”，立

刻就能联想到“闭月羞花，沉鱼落雁”，

联想到美女西施浣纱的故事；当初，我

曾为学生家中连《十万个为什么》都没

有而生气，如今他们家中都有了自己

的读书角，有的学生甚至立下“读书破

万卷”的目标……

三年级，师生同台讲故事；四年级，

完全由学生讲故事；五年级，学生自己

写剧本，小组合作表演故事。如今最会

表演故事的学生小珺，二年级时说话还

结结巴巴，但他是个爱读书的学生，我

就不断表扬他、鼓励他。三年级时，小

珺已经可以顺畅地讲一个短小的故事

了。四年级读书月，我邀请小珺与他的

父亲同台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就是小珺

自己创编的童话《白鸽》。小珺信心百

倍，讲得声情并茂，还添加了许多肢体

语言，这让我看到了他的表演天赋。小

珺的父亲激动地对我说：“是阅读，是讲

故事，让小珺对学习有了兴趣，也让他

焕发了进取的动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实

验小学）

人人都是博物家
□曹永健

我的课程观劳动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个

学生成为生活的主人，成为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幸福生活的缔造者，拥有

幸福生活的能力。近年来，浙江省衢

州市柯城区鹿鸣小学致力于引导学

生在源于生活、基于生活、为了生活

的劳动实践中获得精神滋养，构建了

“以劳润德、以劳正心、生活本位”的

劳动教育新样态。

劳动是一种生活体验，是一种生

活习惯，打破界限的课程实施是挑战

更是机遇。要使劳动教育落地有根，

必须通过课程育人，用课程的视角重

构劳动实践的体系、内容、方式，这样

才能保证劳动教育的品质。

学校着眼于“为了生活”的劳动

教育理念，构建了校本化劳动教育内

容体系。目前主要有“自我服务”与

“巧手动动”两大内容：“自我服务”主

要以家政为依托，开展系列活动；“巧

手动动”主要以拓展性活动载体，开

展烘焙、种植、插花、茶艺等社团活

动，循序渐进培养学生的劳动能力、

劳动习惯和劳动品质。

学校开发了多个劳动教育课程，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参与到劳动实践

活动中，满足他们自我实现的需求和

自我价值的体验。

设立校园劳动实践岗——增强

公益心。学生在校内参加的各种劳

动已成为校园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学校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各类校

园实践岗位，让学生尝试不同的劳动

体验，让“百分百的学生参与社会实

践”不流于形式。学校就“校园劳动

实践岗位”的开发、操作、实施进行深

入研究，每个学生都可申报，各岗位

采用一人一岗，有配套的岗位制度和

监督条例。一个岗位锻炼一种能力，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特长自主报名参

与岗位选择，经岗位负责教师审批后

便可参与实践。各岗位的实践时间

最长不超过一学年，定期进行轮换，

每个学生可以参与多项岗位实践。

设立家政劳动实践岗——激发

自立心。家政教育是劳动教育中不

可或缺的一项内容，“百分百的学生

会 10 项家政技能”是学校自我服务

劳动教育中的重点。家庭作为学生

的重要生活环境，一方面教育学生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让他们养成自

己整理书包、自己扫地等最基本的生

活自理能力；另一方面，在自我劳动

实践中，培养学生乐于奉献、吃苦耐

劳的品质。在实施的过程中，学校根

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细化年段目标，

通过形式丰富的活动引导学生养成

劳动的习惯，感受劳动的快乐。

设立孝心劳动实践岗——培养

感恩心。在一年级开学初，每个学生

都会收到学校“孝心银行”发放的“孝

心存折”。内页不仅有户名、开户机

构、开户日、起息日，还有详细的孝行

登记表，包含行孝的日期、地点、事

由、家长签名等。洗碗、倒垃圾、给父

母 一 个 拥 抱 、跟 父 母 说 一 声“ 谢

谢”……学生每做一件表达孝心的事

情，都可以在孝心银行进行储蓄。每

年的“六一”和元旦前夕，孝心银行都

会开展一次孝心结算活动，积满三本

孝心存折的学生就可以获得银行行

长颁发的孝心章。学校以这种可操

作又富有实际意义的载体开展孝心

劳动实践活动，一直深受学生及家长

的喜爱。

推荐社会劳动实践岗——涵养

奉献心。劳动观念和劳动精神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也贯穿学校、

家庭、社会等各种环境，教育不仅注

重校内教学，也要注重从课内向课外

的拓展。学校推荐学生参与部分社

会劳动实践活动，注重让学生在学习

和掌握基本劳动知识技能的过程中

领悟劳动的意义价值，形成勤俭、奋

斗、创新、奉献的劳动精神。

劳动教育新样态的构建既是教

育理念的转变，也是教育行为的变

革。学校要重视挖掘劳动自身所蕴

含的教育价值，要将劳动教育置于生

活场域，丰富劳动教育资源，拓宽劳

动教育空间，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到各

类劳动实践之中，将劳动行为转化为

技能，将劳动意识转化为态度，将劳

动实践转化为习惯。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市柯城

区鹿鸣小学）

劳动教育新样态
□郑美宏

创意课程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美丽的“童

话校园”。学校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南

城，处在长株潭融城的“绿心地带”。

2017年秋季，我申报了一个名为“小

小博物家”的课程，希望能借此课程

让学生认识脚下的土地，拥抱生长变

化着的“山水洲城，魅力长沙”。

“移民”的孩子要寻根

近年来，随着长株潭融城建设的

步伐加快，长沙南城的崛起也在加

速。学校生源来自周边几个楼盘，以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居多，被称之为

“新移民”。在我执教的班级，会说长

沙话的学生都不多，如何让他们认识

脚下的土地？

长沙之于这些学生，不仅是生活

的城市，也是成长的家园。

既为家园，当然需要知道“根”在

何处。某种意义上说，“小小博物家”

课程的开设意味着一次寻根之旅的

启程。在课程之中，我与学生一起重

新认识长沙，认识一个与日常所见不

同的长沙，一个久远而深沉的长沙，

一个富有历史感的长沙。

长沙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厚重的

城市。关于“长沙”的来历颇有典

故——据传，周代按星宿分野，“长沙

星”对应的土地就叫长沙，所以长沙

又被称为“星沙”。长沙在楚汉时期

就建有城邑，曾是屈原、贾谊流寓之

地。作为历史名城的长沙有着得天

独厚的文化资源，不用说太平街口的

贾谊故居，也不用说岳麓山下的岳麓

书院、白沙路尽头的天心阁，单单一

个湖南省博物馆，就有着道不尽的故

事、讲不完的精彩。

湖南省博物馆文物丰富，闻名遐

迩。从博物馆开始发展其社会公共

教育职能之初，青少年学生就是博物

馆最关注的群体，对青少年的教育也

是促进博物馆发挥社会教育功能的

重要途径。因此，我开发了围绕湖南

省博物馆的一系列课程，这些课程指

向过去又连接现在，让学生更好地认

识长沙。

一个知道自己“根”在哪里的孩

子，飞得再高，也有“家”可“归”。

沉默的文物在言说

发现文物之美。围绕西汉马王

堆汉墓，我设计了“轻巧瑰丽的素纱

衣”“神秘奇异的 T 形帛画”“疑窦

重生的挖掘现场”“无价之价的奇珍

异宝”“栩栩如生的辛追夫人”等内

容，这些内容从博物馆藏品“素纱

衣”切入，环环相扣，引人入胜。

文物静默，但历史并未消失。让

文物“说话”，就是挖掘文物背后的故

事，唤醒学生对文物的新认识并形成

惊异感。学生将这种“惊异”融入日

常生活，从而获得审美的超越性意

义。素纱 衣到底是一件怎样的衣

服？我介绍时用了这样一段话：“它

是世界上最轻的衣服，如果除去袖口

和领口较重的边缘，重量只有 25 克

左右。”25克是个什么概念对于当时

三年级学生来说，并不能清晰感知。

于是，我继续介绍：“这件衣服折叠后

可以放入火柴盒中。”一件衣服可以

放入火柴盒，这是多么轻巧，又是多

么神奇。

素纱 衣所代表的是一流的制

作、一流的审美、一流的时尚。在讲

述了素纱 衣的制作工艺和西汉时

期的时尚美学后，学生想要了解马王

堆汉墓的兴趣更浓了。

培养欣赏之心。在“小小博物

家”课程中，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欣

赏之心。罗素说：“世界上不是缺少

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若无欣

赏之心，面对厚重的历史文物，学生

将无所适从。

三号墓挖掘时，出土了大量的兵

器、乐器、漆器，其数量之多、保存之完

好均出人意料。其中，漆器共有 316

件，器形有鼎、盒、壶、钫、盘、耳杯、耳

杯盒等；数量最多的是耳杯，有174件。

何为耳杯？顾名思义，有两个像

耳朵一样可供手握的杯子，说是“杯”

却更像“盘”。“浅浅的，椭圆形，上有

髹漆。髹漆是一种油漆工艺，使得器

具光洁，上面绘以花纹，富有美感。”

当我出示不同角度的耳杯并进行解

说时，学生凝神屏息，听得非常陶

醉。学生在那一刻与两千年前的耳

杯心神交融，他们一边观赏，一边互

相交流观赏心得。

探求追问之趣。有了欣赏之心

的学生，愈发被“小小博物家”课程所

吸引，他们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学习

“神秘奇异的T形帛画”时，学生就问

出了形形色色的问题：帛画上的内容

有什么含义吗？为什么古代的丧葬

会出现 T 形帛画？辛追夫人出现在

帛画上了吗？帛画是由谁创作的？

帛画上的人为什么向西行走呢？

这些问题的提出固然离不开教

师的引导、学生的观察，但我以为更

重要的是——文物本身所蕴含的丰

富文化、文物与当下生活的巨大距离

所带来的差异感，这些都让学生不断

涌现出思考、追问和发现。

追问是学习的乐趣所在。“小小

博物家”课程不是要给学生现成的答

案，而是要带给学生好奇的眼光、思

考的头脑，让他们从课堂出发、从课

程出发，去探寻更大的未知世界。学

习，往往是从疑问处开始的。

“萤火虫”的人文行走

课堂中的博物馆，无论多么生

动、多么吸引人，终究抵不过一次真

正的博物馆之行。

于是，在“西汉马王堆汉墓”系列

课程结束之际，我们举行了一次小小

的庆典——“萤火虫”人文行走，“萤

火虫”是我和学生共同的名字。学生

自愿报名，在湖南省博物馆结伴而

行，与文物对话，与历史对话。

我在活动前设计了一张“我是小

小博物家”的综合性卷子，目的在于

让学生带着问题意识去参观，这样他

们的目光才能更聚焦，参观之后才会

进行更充分的梳理和表达。眼前所

见和心中所想相互激荡，成为学生的

一次不可多得的成长体验。

到了博物馆，学生表现出来的对

文物的热爱、对文物背后故事的熟稔

都令人感到欣喜。他们在日常课程

中与这些文物“神交”已久，现在站在

文物面前，他们的眼睛放出光彩，嘴

里喃喃有声，仿佛在倾诉自己的衷

肠。参观结束后，学生绘制了参观路

线图，创作了“最喜欢的一件文物”讲

解词，探究辛追夫人保存的奥秘……

经过“小小博物家”的课程，“长

沙”在学生心中不再是一个轻飘飘的

词语，它有了色彩，有了气味，更重要

的是它的历史也“复活”了。学生在

课程学习中，寻到了文化之根，遇见

了文化之美，唤醒了文化自信。

文化传承，在不经意间流入了学

生的血脉。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

区青园中信小学）

“长沙伢子”不会说长沙话，就

像新时尚湘菜系列里的辣椒炒肉少

了辣椒一般，终究不正宗、不“勾

魂”。随着教育改革的推进，我们越

来越关注新理念、新技术，而那些看

似亲近实则渐行渐远的课程文化和

内容，常常在不经意之间被忽略，比

如——乡土文化及其历史。

在曹永健的精心设计下，湖南

省博物馆成为一门课程，长沙的乡

土文化被一点点拾起、一点点找

回。曹永健出乎意料地在学生心灵

深处种下了文化自信的种子。

从“轻巧瑰丽的素纱 衣”到

“神秘奇异的T形帛画”，再从“疑窦

重生的挖掘现场”到“无价之价的奇

珍异宝”“栩栩如生的辛追夫人”，学

生“站在文物面前，他们的眼睛放出

光彩，嘴里喃喃有声，仿佛在倾诉自

己的衷肠”。这样的专注是课程内

化后的输出，是一门好课程的标志。

好课程绝不是一厢情愿，而是

相互吸引的。曹永健的确有一双敏

锐的眼睛和一根敏感的神经，他总

能站在儿童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课程

内容。当他发现自己的学生作为

“长沙伢子”不够“地道”，于是通过

课程来打通“人——历史——人”

“课堂——博物馆——课堂”的气

脉，及时为学生补上这一课。

《小小博物家》校本课程巧妙而

生动，侃史、看物、探究、言说……历

史从未消失。好的课程资源常常就

在身边，它来源于生活且高于生活，

它指向过去、连接现在、通向未来。

曹永健和他的“小萤火虫”选择了博

物馆，选择了通过博物馆课程来体

验学习之乐，无疑是成功的。

当前，信息技术正在改变教育

的生态和方式，但教育传承文化、创

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本质不会变，立

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也不会变。“一个

知道自己‘根’在哪里的孩子，飞得

再高，也有‘家’可‘归’”，这是曹永

健开设课程的愿景之一，也是最打

动我的地方。这个家——是家乡，

更是民族和国家，是飞向更广阔天

空的眷恋情怀，是一代又一代人应

有的担当。

正如不停捡起搁浅的小鱼往大

海里扔的小男孩所说：“这条小鱼在

乎……这条在乎，这条也在乎！还

有这一条，这一条，这一条……”曹

永健的这份执着和敏锐是送给学生

的最好礼物，我也深信：“这个孩子

在乎……这个在乎，这个也在乎！

还有这一个，这一个，这一个……”

希望《小小博物家》课程在曹永

健的带领下，在“萤火虫人文行走”

中不断完善，让更多的“长沙伢子”

接触到，更好地传承长沙这座历史

名城的文化与血脉。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青园中信小学校长）

☞点评

好课程要“相互吸引”
□ 张 文

曹永健与学生一起参观湖南省博物馆曹永健与学生一起参观湖南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