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郑州经开区实验小学

乐和面韵社团与非遗同行，与梦

想同歌，开展“黄河文化齐保护 面

塑非遗童传承”研学之旅。师生一

起走进黄河滩，聆听黄河故事，了

解黄河小麦文化，体验非遗面塑

的魅力。 （张铭荟 赵丽/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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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阳人文行走③

红色之旅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了“五育”

并举的教育指导方针。《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提出，注重全面发展，大力

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有机融合。可

以说，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

已经成为新时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基

本趋势。

但19世纪以来形成的现代学校分

科教育，向来以智育为核心，其他四育

处于陪衬位置，且价值多落实在某一

具体学科上，比如德育自然是道德与

法治课，美育是音乐和美术课，体育是

体育课，劳育则是劳技课。许多人的

思维惯性是，重视这四育的某一方面，

就是强调这一门课的地位，要在中高

考中设立音乐、美术、体育等考试。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则强

调，“五育”并举是对教育的整体性倡

导，“五育”融合着重于实践方式，致力

于在学科贯通融合中实现“五育”并

举。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打破这种“加

法式”的思维习惯，要在学科融合中落

实“五育”融合。

在传统分科教学中，比较容易做

到的是德智美三育融合，比如综合性

较强的语文课，这三者的融合比较明

显。如果同时把体育、劳育也融合进

来，传统意义的学科教学就捉襟见肘

了。而行走研学，可以说是落实“五

育”融合的绝佳教育实践方式。

行走研学首先打破了传统学校

教 育 的 空 间 限 制 ，将 体 育 贯 穿 始

终。行走是人最基本的运动形式，

以行走为主体，可以让运动落实到

每一个普通学生，有利于打破传统

体育课过多关注运动技巧的偏向。

而且，行走与智育、美育活动巧妙结

合，能让人在身心放松中增强体育

锻炼的愉悦感。智育、美育、劳育活

动也给单调的行走增加了手脑身心

各方面的活动形式，使人能全身心、

全感官地体验生命的激情与活力。

行走研学中的劳育主要体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首先，研学旅行让学生个人卫生

劳动成为“必修课”。当下，由于独生

子女和学业压力等原因，学生个人家

庭劳动变得“稀缺”，我们在组织暑假

大型行走活动时，就碰到有学生不会

洗衣服、不愿搬行李等情况。研学旅

行对这样的孩子就是最好的锻炼机

会。其次，劳育还体现在行走研学中

的手工劳技中，如在赵州桥行走中，

我们让学生用厚纸板制作拱桥模型，

测量拱桥的承重力。再次，劳育还体

现在通过各种社会实践进行公益服

务。如在福建土楼行走中，我们组织

学生通过现场走访调研访谈，查阅有

关资料，为土楼居民的未来生活方式

或经济活动设计可行性方案。在世界

读书日，我们通过地铁读书实践和身

边读书人小调查等活动推广阅读，让

学生在劳动中体验收获的喜悦。

行走研学是德育引领，智育阅读

研讨贯穿，体育实现，劳育、美育辅助

的“五育”无痕融合。

以在河南登封的“宅兹中国，天地

之中”主题行走为例，我们立足于让

学生理解华夏先民在中原嵩山建立起

来的宇宙观、中国观。我们通过讨论

2009 年 嵩 山 申 遗 为 何 没 有 成 功 而

2010 年以“天地之中”为理念终于成

功的案例，让学生观察中岳庙的建筑

形制，理解中岳“天地之中”祭祀体系

的源远流长，进而到嵩阳书院解读理

学名作，在少林寺追溯禅宗渊源，在

中岳庙诵读《中岳嵩高灵庙碑》，理解

儒释道三教不约而同在中岳竞逐的历

史源流。

为加强学生对古人“天地之中”信

仰产生的深入理解，在周公测影台和

观星台，我们组织学生动手探究测影，

并且向郭守敬学习，制作景符，利用小

孔成像原理解决“景虚而淡，难得实

影”的技术难题，以自身的劳作还原体

验古人判断此地为“天地之中”的历史

场景。我们组织学生拍摄、绘制沿途

的门阙、塔图案，感受其在山势起伏中

的中和之美，体验中国独特审美体验

之来源。

一天内五大景点间的行走、登山

路程有 5.5 公里，学生在烈日下徒步，

时不时竞走谈笑，小组成员互相照顾，

锻炼了身体，增强了团队意识。

可以说，落实“五育”融合，行走研

学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附

属双语学校，上海市世界外国语中学

教师万蓓蕾对本文亦有贡献）

在行走中落实“五育”融合
□ 樊 阳

“小背篓”里的红色研学
□ 石卫东

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决定了开发

什么样的课程。山东省淄博市周村

区东门路小学提出“恬静教育”理念，

并研发了使理念落地的特色“小背

篓”德育课程，深入挖掘红色资源，潜

心传播红色经典，大力弘扬红色传

统，有效实施红色教育。

“小”“背”“篓”3 个汉字各有内

涵。“小”是对教育规律和细节的思

索，基于小学生，做好小事情，关注小

细节，坚持小改革，抵达以小见大，牢

记防微杜渐。“背”是做教育的责任和

担当。“篓”是做教育的心态和方式，

包含三层意思：就地取材，应收尽收，

好中选优。

基于此，学校因地制宜开发并有

效实施了一门红色研学课程。每年

清明节，我们组织学生、教师、家长和

周边社区人士参与缅怀英烈活动。

在此过程中，实现“小事、细节、红色、

德育”文化内涵的最大化。

为确保课程落地，我们坚决落实

五项实施策略。

一是课程跨界。首先，红色研学

课程整合优化了学校课程，把校内的

学科教育、道德与法治教育、礼仪教

育、生命教育、自然生态教育、爱党爱

国教育扩展到校外教育、社会教育的

大平台上，融思品课、活动课、体育

课、礼仪课、餐饮课、安全课多科为一

体，所有工作都围绕“红色教育”这一

主题展开，聚焦学生爱国主义教育；

其次，研学课程有设计、有目标、有步

骤、有督查、有评价、有奖励，有隆重

的仪式，有满满的回忆，形成一个完

整的课程系统。这是学校课程的生

活化、体验化，备受学生喜爱。

二 是 隆 重 仪 式 。 无 论 是 集 体

乘车仪式，还是举起右手呼号的仪

式；无论是举着队旗列队徒步的仪

式，还是集体宣誓的仪式，那种隆

重与肃穆对每个人心灵的震撼是

巨大的：被感动，进而抚今追昔；被

激励，进而奋发图强；被唤起，进而

恬静前行。

三是真实体验。学科知识之外

的教育，往往也饱含教育的真谛。全

校学生走出教室，又组成一个新的

“班级”。在这个新集体中，人人都是

“班长”，必须学会在某一具体工作中

为他人服务，对他人负责；人人也都

是队员，要服从集体的意志和其他同

学的指挥。真实生动的体验增强了

学生的归属感、责任感、生活感，值得

他们用心去记忆、回味。

四是同侪成长。学生会在交通

安全、文明礼仪、与人交流等方面接

受成人的指导，成人会在学生团结协

作、遵守纪律、真情实感等方面得到

启示，家长会更近距离感悟到教师的

良苦用心，教师会在与家长 3个小时

的“并肩作战”中接受真诚相助和倾

心付出。这样的课程充分体现了孔

子所倡导的“教学相长”。

五是家长陪伴。课程实施中，家

长陪伴所产生的教育效果绝不是其

他方式能比拟的。家长在此过程中，

能看到学生不一样的成长，能见证学

生道德的成长。这样高质量的陪伴，

大家都会点赞。

我们通过五大课程资源，增加课

程的期望值。

一是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教育

资源。“恬静教育”理念是以传统文化

为根的教育思考。“恬”，从心，从舌。

“心”，“用心”是核心，“静心”“精心”

是手段，“匠心”是目标；“舌”，是“千

口”，大家都能表达：让孩子说孩子的

话，让老师说教育幸福的话，让家长

说满意的话。“静”，从青，从争。“青”

是生命的颜色，象征着东小学子充满

活力；“争”则是引领大家践行“规矩

之下，才能自由翱翔”的理念。

二是学生的家庭现实资源。我

们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省外地区，

他们朴质善良，期待着有开阔的视野

和更广阔的学习提升平台。

三是教师期待成长的“心理资

源”。我们学校教师的平均年龄为30

岁，这是很年轻的教师群体。他们激

情燃烧，热情似火，渴望得到历练成

长，寻求更多的交流平台，希望与家

长平等交流，得到他们的支持，希望

与孩子们教学相长，共育新人。

四是家长积极参与的“机会资

源”。家长是爱学校的，因为他们爱孩

子。学校的事情他们非常愿意参与，特

别是这类具有深厚教育意义的活动，家

长更希望融合进来。我们要深刻认识

到，家长是学校发展的同盟军。

五是校内服务资源。从事安保、

保洁、课后服务等工作的人员，往往

被认为是“临时工”。但事实上，他们

都尽心尽力工作，他们也有梦，希望

把劳动过程和成果呈现给服务对象。

那么，如何确保红色研学课程顺

利实施？我们完善了五项备课因素，

丰富课程体验。

一是车辆有序。学校与具有正

式资质的公交公司签订用车合同，并

敦促车况安全。乘车人员按照事先

安排好的序号有序入座。每辆车上，

学生、教师、家长志愿者、医生、学校

保安等均按比例就座。

二是全程安全看护。确保上下

车安全、交通安全、饮食安全……随

车医生还对可能发生的师生身体不

适情况进行及时诊治。整个活动中

的安全细节，我们一一考虑并落实

到位。

三是早餐为课程启幕。学校提

出“让学生吃个好饭，他才能有个好

身体”的理念。课程实施过程中，学

生运动量比平时大很多，所以前一

天，班主任就向家长布置“家庭作

业”：给学生准备一顿丰富的早餐，做

到有滋、有味、有营养。在学生带零

食的问题上，学校是不允许的，因为

那样会养成不好的习惯，但是学校提

前准备了充足的饼干、点心和巧克力

等，以此满足个别学生的需求。

四是有图有真相。教师、家长志

愿者和学生摄影社团志愿者全程照

相，重点录像，做好美篇。这样能为

志愿者提供实践平台，能为活动留足

可供回忆的资料，也能对外宣传，扩

大影响，提振“士气”。

五是志愿责任。学校的志愿者

理念是“恬以明志，静以弘愿”。所有

成人都是志愿者，我们把志愿者能够

承担的活动任务，按照性质分配给班

主任、学科教师、家长、保安、随车医

生和社区人员。在进行事先培训的

基础上，把责任夯牢，把细节压实，把

好事做精。

“小背篓”课程理念下的红色研

学，已经成为学校的常规课程。课程

的实施，一方面有效整合了教育资

源，引领了社会实践，推进了家校合

作，实现了教育效益的最大化。另一

方面，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学生接

受了生动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进一

步增强了他们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

使命感。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东

门路小学校长）

时间：2021年某天

地点：学校门前的步行街

人物：一位中年男教师和他的学

生，一位乞讨残疾老人……

画外音：故事发生在 2021 年某天

上午 9 点，睢宁县官山中心小学三年

级（2）班外出研学的路上。

场景：阳光普照的早晨，街角，蓬

头垢面的老人匍匐着乞讨，面前一个

白瓷大碗，百米外一棵老槐树，约 30

名师生外出研学。

【幕起】毒辣辣的太阳下，一个失

去双腿的残疾老人正匍匐在脏兮兮的

水泥地上讨钱，有三两人围观。

（一位中年教师带一队中年级学

生上。约 30人的队伍忽然慢下来，几

十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老人，教师也

不由得放慢了脚步）

女生1：（弱弱地）老师，那人好可

怜啊！

女生2：（酸楚地）多像我爷爷。

男生1：（轻轻地）哎呀，地上多

脏啊！

男生2：（焦急地）他肯定饿得不

行了！快看，那么瘦，都皮包骨头了。

男生3：（大声地急促地）太阳又

那么毒！会热坏他的！

女生3：（望向老师，祈求地）我们

帮帮他吧。

女生4：（望向老师，急急地）老师，

我能把“蛋黄派”送给他一个吗？

男生4：（望向老师，茫然地）老师，

我能送他一瓶水吗……

（老师没否定，也没鼓励，只微笑着）

旁白：毕竟大家带的东西有限，况

且漫长的研学之路才刚刚开始，中午

还有一顿自助野餐呢。

（一些学生看老师没反对，便如欢

喜的家雀扑扑地“飞”出去。不一会

儿，伴随着老人的“谢谢”声，地上乱丢

了好些东西——苹果、面包、香蕉……

这时，一位戴着小红帽的男学生远远

地对着碗投出一枚锃亮的钢镚，那钢

镚调皮地蹦到外面，发出刺耳的响声）

旁白：看着那些孩子美滋滋地跑

回队伍，脸上写满了“施舍”后的满

足。老师紧皱了一下眉头，觉着孩子

们身上实在欠缺些什么，要赶紧想办

法给他们补上这一课。老师灵光一

现，想到了一则故事。老师把孩子们

带到百米外的一片绿荫下，娓娓讲述

着《论语·卫灵公》中孔子对待盲人乐

师冕的故事。

教师：（微笑中带着严肃，声情并

茂地）一天，乐师冕来见孔子。走到台

阶前，孔子告诉他“这是台阶”。走到

座位前，孔子提示他“这是座位”。大

家落座以后，孔子又告诉他“某人在这

里，某人在这里”。乐师冕出去以后，

子张问道：“这就是与乐师交谈的方式

吗？”孔子说：“对，这应该是帮助盲人

的最好方式！”

（孩子们扑闪着明亮的眼睛，好奇

地似懂非懂倾听着）

教师：（微笑中带着严肃，声音渐

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背

景吧。在当时，乐师的地位本来是十

分卑微的，而一个盲乐师的地位可以

说是相当“低贱”了，与我们刚看到的

那位乞讨的残疾老人差不了多少。

由子张的疑惑中可以得知，当时一般

人对盲人的人格还未给予足够的尊

重。孔子对待这么一个卑微的人如

此无微不至，更显难能可贵呀！

男生5：真不愧为圣人。

（接着是一片啧啧的赞叹声）

教师：（欣赏的眼神）大家刚才的

确很棒，让我看到了你们身上最宝贵的

一点——“善”。（顿了顿）不过，难道你

们没有发现自己的行为还有瑕疵吗？

（孩子们面面相觑，静默了一小会

儿，交头接耳起来）

女生5：（羞涩地捂着脸）给老人

东西不能“扔”，要轻轻“放”才行。

女生6：（不好意思地）给老人东

西时尽量不要站着，要蹲下才好。

男生6：（难为情地）给老人东西

时，不应怀有“被感恩”的心，要有一颗

“平常心”才对……

旁白：七嘴八舌中，老师肯定了绝

大部分答案，也看到了一颗颗如翡翠般

清澈的心被“洗濯”得更加明皓。

教师：（挥了一下手，抬高声音）现

在，给大家加试一道“作业题”——每

个人将你刚才那篇“潦草的作业”修改

一下，看谁修改得更臻完美，老师要打

分哦。

旁白：立刻，几个孩子走出去，弯

下腰轻轻整理好各自的物品，又翩然

赶回来。

（那个扔过钢镚的“小红帽”十分

难为情。老师读懂了他的小心思，赶

紧从身上掏出两个硬币给他。聪明的

孩子接过后立刻小跑过去，在老人面

前虔诚地弯下腰，将那些钱轻轻地放

在瓷碗里）

旁白：对弱者的态度最能考验一

个人的潜在素质，孩子们“加试”的成

绩都很优秀。陶行知有一句诤言：“没

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这样

的名言真能给人以警醒。敬爱的老

师，只要你愿意，就一定会在“生活”中

找寻到育人的那一个个“触点”。

【幕落】老师带着孩子们迎着和煦

的阳光，继续着研学之路。老人直起身

子，向师生挥着手，久久不放……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睢宁县官山

中心小学）

“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作为教师，

我们必须明白：教育孩子不能囿于课堂、校园，还要在丰富多彩

的生活中。

为此，江苏省睢宁县官山中心小学排练了一场关于生活、

关于研学的校园心理剧。

研学路上
□ 朱向明

黄河文化齐保护
面塑非遗童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