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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政教育里的“四季”
□张婷婷

一天，在学校

微信群看到班主

任邵老师发的一

个消息，说他班级

女生宿舍门口上方有一个鸟窝，鸟窝

下面刚好是学生晒衣服的地方，结果

鸟粪经常掉落在学生晾晒的衣服上

面，而且舍管也提出鸟粪难于清理，

影响学校对他们的考核成绩，所以邵

老师准备把鸟窝处理掉，但又怕小鸟

飞回来吵，让总务处想想办法，如何

解决这一问题。

看到这则消息后，总觉得有些不

妥，偌大的校园怎么会容不下一个鸟

窝呢？但鸟窝确实给学生生活带来了

麻烦，也给学校的卫生工作带来了问

题。我觉得应该听听学生的意见，因

为学生的办法往往比我们多。正巧我

在负责学校的一个教育改革项目——

创中学。“创中学”要求学生在创造性

活动中合作学习、分享交流，用自己的

智慧及知识解决生活和社会问题，而

鸟窝的出现刚好为学生解决生活问题

提供了一个现实案例。于是，我与邵

老师进行了交流并达成了共识：把问

题交给学生去处理。我们把这一活动

取名为“拯救小鸟行动”。

任务交给学生后，班级顿时沸腾

起来，学生提出了许多方案并画出了

方案草图——

有的学生想在鸟窝下面放一个

塑料袋、垫一张硬板纸。但有人提出

要是刮风会刮掉纸板，这名学生马上

想到做个固定支架，为了方便清理还

把纸板改为可活动的。

有的学生从生态视角设计方案，

提出做一个装置，让鸟粪滑到一个管

道，再由雨水冲刷到外面的绿地。还

有学生因此提出在鸟窝下面放一块

板，上面放置土，引入屎壳郎进行鸟

粪分解。

有的学生从审美角度设计方案，

提出在鸟窝下面放一个透明板，上面

种植一些花草，鸟粪可以作为肥料让

花草长得更茂盛。

有的学生从化学学科角度进行

设计，先对鸟粪进行有机物分析，运

用空间直角坐标系，对鸟粪落点进行

曲线分析并算出落点，在落地的位置

放上盆栽植物。

……

学生的方案设计引起了我们的兴

趣，并建议在班上进行“拯救小鸟——

爱心鸟巢设计评比”活动，根据不同创

意及功能分别评出“最美鸟窝”“最佳

创意鸟窝”“最环保鸟窝”“最可操作

鸟窝”等奖项。最终，全班学生投票

决定了一个最佳方案并制作完成，安

装在女生宿舍前面。为了方便清理

鸟粪，学生还根据物理原理设计了一

个自动升降的装置。

“拯救小鸟行动”对学生的影响

很大。我们在学生身上看到了无穷

的创造潜力，在这些奇思妙想的背后

展现出他们对生命的关爱和对生活

的热爱。参与设计活动的学生都觉

得收获很多：“这是我第一次以这样

的方式来关注生活问题，给自己带来

了一些经验。以后生活中遇到其他

问题，我们肯定要动脑筋并动手去尝

试，培养自己的动手能力和创造力。”

有的学生说：“以前家里养过宠物，但

没有接触过小鸟，因为我很怕虫子。

经过这次活动，我对小鸟有了新的认

识，开始喜欢上小鸟了。”还有的学生

说：“每天清晨我被鸟声吵醒，心里十

分烦躁，因为平时学习很紧张，希望

早上可以多睡一会儿。自从参与了

这项活动，我开始喜欢上这样的鸟

鸣，是它唤醒了我，让我用积极的心

态迎接每一个清晨。”

以往，如果一个鸟窝影响了学生

的生活，影响了舍管的绩效，一般会

一铲了之。但自从实施了“创中学”

课改项目，我们也改变了看待事物的

方式。我们的头脑中建立了这样一

个原则——学生优先。只要有问题，

我们首先想到“这件事能否由学生来

做”，凡是与学生有关的活动、学校的

环境设计、校园的生活空间等，都会

让学生参与讨论、实践。比如，学校

路、园、院的名字就是向学生征集而

来的，学校为此以《给每一条路、每一

片土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为题，组织

了一个面向全体学生的征集活动。

防疫时期的就餐流程如何优化，我们

也想到了学生，而且部分采纳了学生

的设计流程。

我们提出有创意的学、在创造中

学、为创新而学，让学生成为“学习专

家”及“新生活的创造者”，在学校的

每一个领域都能展现自己的创意，过

着“有创意的学习生活”。创新存在

于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学生使用的

作业簿，规格、品类、装帧等都由学生

设计；校服选择、学校吉祥物、锡东花

园设计、成人仪式、高三毕业典礼等

都由学生“唱主角”；校园故事由学生

来书写，学生还创作了属于他们的

《创造之歌——创未来》……我们深

深感到“学校无小事，事事皆课程”，

只要给学生创造一个空间，学生一定

会还给我们许多惊喜。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锡东

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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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非常重视学生的思想品德教

育，代代传承的“白绿精神”是“纯洁、

活力、友爱”精神的具象化。

《论语》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经典。为了上好开学德育第一课，学

校在高一伊始结合语文校本课程开展

《论语》全书阅读，引导学生走进《论

语》，感受古圣先贤的思想境界，为学

生打开一扇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熏

陶的智慧之门，从而拓宽学生未来的

人生道路。

高一入学第一个月是学生阅读经

典、立德立志的良好时机，也是校风、

学风、班风“三风建设”最有效的德育

窗口。成功的入学经典教育既能为学

生三年的高中学习生活打下良好基

础，也能为学生将来的人生“整冠系

扣”。孔子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还说：“君

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在这部只有

1.5万多字的语录体著作中，用了近百

个“君子”一词。如何成为一名君子？

学生在阅读《论语》的过程中，能充分

感受孔子“成才先成人”的教育理念，

也能在潜移默化中找到立德成才的答

案。孔子一生颠沛流离、治学不辍，经

历了人生的起伏波折，但他以天下为

己任的志向和抱负始终没有动摇。孔

子认为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加强自己的修养和

提高自己的能力，进而让周围的人过

上幸福生活，甚至让天下百姓过上幸

福生活。这是多么宏伟的志向——圣

贤之言，唤醒了学生的内心。

学生从初中升入高中，从“青涩少

年”变成“谦谦君子”，正是“育心铸魂”

的大好时机。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

《论语》的文本则活泼圆融，读来亲切

生动。孔子倡导的君子人格对我们当

今立德树人教育有着积极的借鉴意

义：“仁爱”原则对处理个人与他人的

关系、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着

极大的引领作用；“忠信”对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升

个人素质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好

学”“立志”“内省”等内容，更能鼓励学

生奋发图强。

《论语》是文言经典，“考据式”的

阅读方式对高中学生而言有一定难

度。因此，学校在开学时以班主任为

主导，把对《论语》全书文本字句的通

读要求降低，只要求学生进行基本理

解，重点放在《论语》的育人价值。经

过一段时间的阅读，学校再给学生推

荐两本辅助阅读书目：杨伯峻的《论语

译注》和钱穆的《论语新解》，前书注重

文字的疏释，后书注重体悟和明义，对

学生解读《论语》有很大帮助。

让学生阅读《论语》，相当于将孔

子请来学校与教师一起教导学生，此

举 远 胜 过 向 学 生 滔 滔 不 绝“ 灌 鸡

汤”。学生的成长过程也是不断试错

和纠错的过程：学生违纪时，教师要

抓住教育机会，首先要教育学生“君

子坦荡荡”“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然后帮助学生发现犯错的根源

和影响，分析其行为出发点是不是

“善”，行为方式是否合“礼”；有时也

会碰上学生不服气，教师可以直接选

些《论语》篇章，让学生读一读，以求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此外，在实施

德育过程中，《论语》全书阅读的教育

目标也要分层落实：首先强化学生

“修齐治平”的责任意识，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担当精神；进而激励学生

从入学开始审视人生、展望未来，激

发学生的前进动力。

为了让阅读更好发挥立德树人的

作用，学校对《论语》全书阅读的目标

进行了具体规划：教师在引领学生阅

读《论语》的过程中，不将知识文化的

积累当作最终的学习目的，而是以“形

成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

赏能力，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促进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入学习和思考，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为目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小组

内的交流、讨论和辩论，探究《论语》中

有关人物的言行所凸显出的性格冲突

及其所争鸣的问题，利用“《论语》专题

分类阅读”的相关板块进行精读研讨，

展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师生与《论

语》之间的多层次对话交流，形成思维

碰撞；学生完成相关任务，初步分析、

比较、辨识、归纳《论语》中孔子及其弟

子的典型性格特征，有理有据地阐发

自己的观点乃至创见，从而增强思维

的灵活性、敏捷性、深刻性、批判性和

独创性，达到提升自身思维水平和道

德品质的目的。

依据《论语》本身的特点及学生的

需求，学校采取“专题分类”的阅读策略

重构教学内容，将《论语》中的仁、礼、

孝、君子、为政、教育等相关言论按照主

题重新挑选、汇总、编辑，又按照人物将

《论语》中的孔子、颜回、子路、子贡等人

的言行分类编辑在一起，组织学生利用

课前 5 分钟阅读讨论，每次读 5 则左

右。具体方式是让学生在自读中梳理

字词意，教师适当讲解、拓展，同时在课

外补充大量相关素材帮助学生了解孔

子思想、准确解读《论语》、快速进入经

典情境。比如，在“《论语》中的孔子”专

题学习中，教师布置了如下情境任务：

“假如你是一名影视工作者，近期要筹

划一部名为《孔子》的15集电视连续剧，

第一集将从孔子的某位弟子在太虚幻

境‘文学司’中看到‘先秦诸子百家正

册’开始。请绘制孔子的相关图片，为

其撰写判词并加以阐释。”情境任务的

设置根据学生实际水平和学习需要，以

任务驱动的形式，开展了诸如摘抄、书

评、小论文、手抄报、辩论赛、背诵接龙、

情境扮演、微电影拍摄、读书分享、参观

孔子展览馆、撰写人物传记、运用《论

语》观点进行社会热点分析等多种教学

策略，由言入手，涵泳体味，研读经典，

立德育心。

回望历史，以孔子为代表的先贤

闪耀着人性光芒，为青春年少的学生

树立了光辉的人格榜样。因此，《论

语》的阅读不仅是一种文化传承，也符

合立德树人的育人本质。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培英中学）

思政课程是点亮生命、唤醒激情、

塑造灵魂的灵动场域。在学生的“拔节

孕穗期”，作为“筑梦人”“引路人”的思

政课教师需要精心引导、细心栽培。课

程如四季，学生如花朵，思政课教师要

像培育师一般，通过春种、夏耕、秋收、

冬藏等不同方式，在邂逅真善美的生命

旅程中镌刻出师生之间的独家记忆。

春种：唤醒生命

“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教师

应该帮助学生释疑解惑、唤醒生命，让

教学真实起来——真实合作、真实表

达、真实发问、真实共处、真实对话、真

实连接，从而唤醒学生青春的活力。

学习“青春飞扬”内容时，学生说

了许多关于青春美好的词语，我反问

道：“大家用了这么多美好的词语来形

容青春，那你们觉得青春幸福吗？是

怎样一种幸福？”学生的头摇得像拨浪

鼓，我进行了现场调查，让学生自查自

省“青春何以不幸福”。学生开始吐露

心声：“老师，作业太多了”“父母的唠

叨太烦人”“学习压力太大”……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将学生分成

三个组，每组选择一个问题合作探讨，

这些烦恼的背后到底有没有幸福可

言，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科学分析。经

过讨论学生发现：“做作业、学知识很

充实，是一种幸福”“父母的唠叨是对

我们的一种爱”“压力是我们前进的动

力，这个过程是幸福的”。学生明白了

正是这些烦恼构成了向前发展的动

力，也正是这些动力让他们觉得青春

充实而幸福，他们感慨：“青春虽有烦

恼，但更多的是梦想、激情和幸福。”

夏耕：滋养万物

夏天是阳光普照、万物生长的季

节。教师洒下爱的阳光，滋润着学生

的心灵，师生对话、生生交流；讲真心

话、道肺腑言。师生关系趋于良性，

教学氛围融洽和睦，这既是理念也是

方法。

学习“师生交往”内容时，许多学

生不知道怎么与老师交往。于是，我

创设了一个特别的情境，引导学生与

教师亲密接触。每组挑选一名口才

好、善于表达的学生当小记者，走出教

室现场采访一名教师，看看他们有哪

些所思所想。

“老师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是什么”

“老师有应对违纪学生特别好的方法

吗”“老师希望与学生怎样相处”“请

简 单 列 举 生 活 中 两 三 件 烦 恼 的

事”……通过采访，学生真实理解了自

己的老师。

5分钟的采访、5分钟的体验、5分

钟的感受，小记者的分享引起了师生

的共鸣，也拉近了师生的距离。

秋收：收获希望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王国维说“所

见者真，所知者深”。思政课教师把

理论融入故事，用故事触动心灵，以

感悟指导行动，能够为思政课教学增

添秋的意蕴。

去年秋天，我借系列电影《长津

湖》的热度创设了沉浸式的深度学

习情境，带领学生穿越时空隧道，品

味文物背后的英雄故事。作为独特

的红色记忆，抗美援朝战争文物或

展现着硝烟炮火的悲壮惨烈，或承

载 着 人 民 群 众 不 畏 强 暴 的 坚 定 信

念，或诉说着英雄烈士浴血奋战的

感人事迹……走进一件件文物，依

然能够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志愿

军所铸就的不朽丰碑昂然矗立在人

们视野的地平线上。

在探究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

原因的活动环节，我先以视频方式

呈现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

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 3 件抗美援朝

战争文物——上甘岭阵地上保留下

来的满是弹片的一铲土、上甘岭战

役遗存的树、飘扬在上甘岭阵地上

的志愿军某部八连战旗。3 件历史

文物见证了当时异常惨烈的阵地防

御战，给观者以触目惊心的直观感

受——随手抓起一层土，就会有 32

片弹片；任何一棵树、一面旗帜都会

有上百颗弹孔。

在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体验之

后，我让学生结合电影中的战争片

段，讲述无名英雄的感人事迹。学

生的发言深刻且情真意切：“从英勇

战斗的那面旗帜上，我看到了战士

对国家和民族的信仰，他们是在为

自己战斗，为整个民族战斗。”最后

我总结道：“这是整个志愿军集体的

缩影，像这样英勇奋战的志愿军战

士还有许多许多，他们都是那个时

候‘最可爱的人’。”学生的热情再一

次被点燃。

冬藏：静思深悟

冬天是让人内省、让人反思的时

候，师生在不断实践、内化和反思中

成长。

学习“做负责任的人”内容时，我

通过播放视频，让学生真切感受到时

代先锋身上那种永无止境的奋斗力量

以及对祖国的真心热爱，随后自然引

导学生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学生

触景生情，争先恐后以“火炬传递”的

新颖形式，让爱国的热情在传递梦想

的责任火炬中放飞。

从 祖 国 边 疆 到 首 都 北 京 ，“ 火

炬”站站传递，视野徐徐打开，心胸

层层开阔，爱国主义的种子在学生

心灵深处点亮，帮助他们获得强大

的前进力量。学生认识到，自己与

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在学业

上有所进步、在每一个自己挑战的

领域有所突破——这就是最朴素的

爱国主义“打开方式”。

在春夏秋冬般的娓娓叙述中，我

努力引导学生走出教室，走向社会的

大舞台，从而把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

课堂结合起来，将深厚的家国情怀转

化为学生的奋斗本领，转化为学生坚

定的报国之行。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二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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