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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新教育麦田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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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二幼儿园 高燕琴

放眼全球，当前全世界还有近 6.9亿
人处于饥饿状态，全球每年约有三分之一
的粮食被损耗和浪费，总量约每年 13亿
吨。节约粮食，成为全世界的共识。党的
十八大以来，我们高度重视粮食浪费问
题，提倡“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社会新
风尚。

如今大多数孩子的生活水平有了明
显提高，可供选择的食物种类越来越多，
儿童挑食的现象也屡屡发生。那么怎么
引导教育孩子珍惜粮食呢？

朱永新教授说：“理想的德育，应该让
学生在游戏和丰富多彩的自主活动中，体
验和感悟道德的境界。”为了让孩子们能
够从小懂得粮食的来之不易，我结合课程
《种子的秘密》，组织了“同光盘，共节约”
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实践，带领孩子们养
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

识粮食

活动一开始，我们首先围绕种子展开
谈话：哪些地方可以找到种子？“奶奶家、
田地里……”于是，孩子们开始动员全家
一起找种子。“在我们的幼儿园里有种子
类食品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带着孩子
们去幼儿园的种植园里寻找。“老师，我发
现了向日葵的种子。”“老师，这是什么种
子呀？黑黑的、小小的……”

在接下来的探索中，我们带领孩子们
认识到粮食是烹饪食品中各种植物种子
的总称。在搜集了不同的种子食品后，孩
子们迫不及待地品尝，并试着描述这些种
子的外形特征和味道。

日常三餐是带领儿童学习和了解食
物的好机会。每日开餐前，我都会给孩子
们介绍菜名，一起讨论了解今天饭菜蕴含
了哪些营养成分。在这样的教育过程中，
孩子们也渐渐地认识了很多食物。

10月 16日世界粮食日那天，我们
讲述袁隆平培育杂交水稻的故事，不仅
让孩子们知道粮食的珍贵，还要让他们
明白，虽然身处于粮食充足的生活环
境，更应该感恩和惜福，不挑食、不浪
费粮食。

读故事

理想的德育，应该重视让学生与书本
为友，与大师对话，在优秀文化中升华人
格、净化心灵。我结合新教育的“晨诵午
读暮省”理念，组织各年级教师精心挑选
绘本、儿歌、古诗等，老师们带领孩子们讲
绘本故事《大公鸡和漏嘴巴》、诵儿歌《大
米饭》，引导他们争当爱惜粮食、人人赞许
的好孩子。

课堂之外，我们还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孩子们在田间帮农民伯伯一起拔萝
卜，感知“粒粒皆辛苦 ”的道理。我和孩
子们一起参观家乡的文博中心，了解塞
外粮仓河套平原，进一步引导孩子珍惜
粮食。

行美德

经过前面的探索和经验铺垫，我向小
朋友们提出问题：节约粮食具体应该怎么
做呢？有的小朋友说：“吃饭时，吃多少盛
多少。”还有的小朋友说：“去饭店点菜要
适量，如果有剩余，要尽量打包带回家。”
听到他们真诚的回答，我也感到很欣慰。

孩子吃饭爱挑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他们还不了解食物的营养价值。于是，我
在班级组织了种大蒜活动，让孩子们自己
选种、浇水。在自然角里，孩子们观察种
子的生长过程，并与同伴交流蒜苗的营养
价值。蒜苗长得绿油油的，我们一起制作
并品尝蒜苗炒鸡蛋，还一起去田地里挖土
豆、红薯，孩子们都说“自己种的菜吃起来
特别香”！只有体验到劳动的辛苦，孩子
才能懂得粮食的珍贵。

提倡议

我们在班级中设立就餐卡和光盘拍
拍灯，每餐将饭菜全部吃完的小朋友都
会得到一枚奖励贴和一次亮灯，获得 10
个奖励贴就能成为光盘行动的“小小宣
传员”。

我们举行了“同光盘 共节约”主题
班会。班会上，宁宁爸爸说：“家长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要让孩子养成勤俭节

约的好习惯，家长首先要给孩子树立
榜样。家长做到勤俭节约，也会

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小谷
爸爸说：“在外吃饭时，我
们点餐只点比就餐人数
少一份的菜。每一次
光盘后，我们都会发
一条朋友圈，用实际
行动去呼吁身边的
人。作为家长，我
们要以身作则，为
孩子树立‘光盘’好
榜样。”

识粮食、读故
事、行美德、提倡议，
孩子们在行动中懂得

了粮食的来之不易，渐
渐养成了节约粮食的习

惯。在阅读中、游戏中、实
践中、对话中培养孩子优良

的道德品质，引导孩子养成良好
的行为习惯，我们一直在行动。

理想德育在行动 整合德育课程 培育阳光学子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小学教育集团南上湖校区 张铨 张雯雯

德，乃立身之本，做人之基，是每个
人生命的“底色”。经过多年的实践，我校
从“新时代·新德育”培育时代新人的角度
出发，以国家课程《道德与法治》为核心主
线，将地方课程《锦绣金华》、校本课程《走
进何士英》《七彩礼仪》中的相同主题内容
进行有机整合，以相似内容作为补充拓
展，实现三级课程联动实施，构建“低段·
守礼、中段·立德、高段·逐梦”的“三阶三
线”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策略，打造贴近
生活、生动有趣的新德育生态。

低段守礼篇——
活动育人 礼信伴成长

朱永新教授说：“习惯养成第二天
性。”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反复思考如
何“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基于
此，学校将原来说教式的文明礼仪教育
渗透到活动和仪式典礼之中，以活动育
人。比如我们将一年级上册《道德与法
治》第一课《开开心心上学去》和校本课
程中的一年级入学礼进行整合，设置了

“希望之礼”“七彩之路”“校园之旅”和
“班级之约”四个环节。

初秋，我们迎来美好的开学季，请跟
随我们一起，去看一组开学当天的精彩
镜头。

第一个镜头是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
正在亲切地招呼一年级新生：“来，小朋
友，姐姐给你佩戴‘七娃’！”他们把“七
娃”徽章佩戴在一年级小朋友的胸前。

“七娃”形象活泼可爱，从这天开始，“七
娃”将一路陪伴他们健康成长。

第二个镜头是一年级的孩子们拉着
爸爸妈妈的手步入七彩拱门，踏上七彩
之路。“有亮度”“有温度”“有风度”“有气
度”“有宽度”“有厚度”“有棱度”七个拱
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也对应着我们七
个维度的育人理念，让学生们享受阳光
教育，放飞七彩梦想。

第三个镜头是一年级的孩子们在爸
爸妈妈的陪伴下，循着路线图，一起参观
校园景观，体验校园文化。

第四个镜头是 2020年 9月的入学仪
式上，我们每位班主任都用彩带包扎好
书本，双手递给孩子，孩子们也用双手接
过书本。这一小小的动作含义深刻。双
手递接礼物，是表示对对方的尊重。我
们把德育工作真正细化落实，于细节之
处润物无声。

新教育倡导儿童自身的生活体验，
让他们得以进行有意义的学习，经历有
意义的教育生活。我们没有将学习限定
在课堂的范围内，而是让课程去追随学
生的生活。我们将“礼”字贯穿低年级教
学的始终，不断强化，《行为习惯修炼册》
成了最好的德育载体，就餐礼仪、见面礼
仪、相处礼仪等都在日常行为中慢慢养
成。一个友好的眼神,一个舒心的微笑,一
个得体的举止……行动带来了美的享
受，这就是礼仪的魅力。

中段立德篇——
传承家风 百善孝为先

暮春时节，伴着清晨的露珠，和着青

草与泥土的芬芳，孩子们在杜俏
玲老师的带领下，在廉洁园内
开启了校本课程研究之旅。

这是一次开放式的研
究之旅，杜俏玲老师在执
教五年级《道德与法治》
《弘 扬 优 秀 家 风》课 程
时，将课堂从室内搬到
了室外，廉洁园内的兰亭
石碑、何士英铜像都成了
最鲜活的教科书。课程第
一 环 节 以“ 荟 萃 家 风 ”为
题，呈现了我国不同历史时期
弘扬的家风。《朱子家训》等内容
离当代生活较远，学生理解起来
有难度，于是，杜俏玲老师整合了校本
德育教材《走近何士英》，邀请何氏后
人何德牛走进课堂，与学生们进行面
对面的互动。何德牛爷爷与学生们分
享了何氏家风中一直传承至今的“事
亲必承顺”，即作为子女要孝亲敬长。
学生们还研读了何氏《十必家训》并与
自己家的家风进行对比，体会先人的
智慧与情操。

新德育一直倡导向生活学习、在活
动中领悟的道德学习方式。我们选取最
鲜活的资源来丰富课程内容，采用最灵
动、最贴近生活实际的学习方式，让学生
获得更加生动的道德体验与感悟，实现
道德自主建构。

高段逐梦篇——
寻根祖先 有爱有担当

我校地处的南上湖，是一个历史
悠久、人文荟萃的历史文化名村。这
里有宗氏祠堂，有清代的廊桥，还有
距今 900 多年的西岩岭古道。深冬
的一天，在南上湖古色古香的李氏祠
堂里，谢丹老师带领五年级孩子们开
展校外实践活动。在调查研究中，学
生们发现了李氏家族文化的种种闪
光点，如对国家的忠诚，对家人的和
睦友善等。谢丹老师与孩子们还进
一步对南上湖张氏、吕氏祠堂进行调
查研究，并探访南上湖的古街古道、

古井古桥，在行走中感受悠久的历史
文化。

南上湖实践活动是我校德育课程
的一个缩影。高年级学段的学生应该
拥有一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此，我
们希望能够找到一处历史文化教育的
落脚点，让学生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
人生观、世界观。我们回归课本，仔细
分析了五年级教材，发现五年级上学
期《道德与法治》第四单元《骄人祖先
灿烂文化》的内容值得整合。我们鼓
励学生走进生活，通过实践探索，唤起
学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自觉把
个人理想和伟大中国梦结合起来，以
家国情怀养正人格品行。

在国家德育课程整合和实施过程
中，我们从历史故事、历史文化资料出
发，由点及面，逐渐挖掘出了丰富的本
土德育资源，课程内容从课本延伸到学
生生活的各个领域，教学场所从课堂延
伸到社区和家庭，学校最初的“三节三
礼”特色活动真正走向了课程化，阳光
少年的形象也日渐丰满起来。近年来，
我校国家德育课程校本化的经验吸引
了浙江省金华市教育学院、中央电化教
育馆等学校和单位的校长、教师团队前
来考察学习。

2002年，我开始担任山西省运城市
绛县教育局局长。工作第一年，一个偶
然的机会，我从运城市人民路学校校长
聂明智那里知道了“新教育”。此时恰好
一位书友送我一套十卷本《朱永新教育
文集》，我与新教育从此结缘，也找到了
更适合绛县基础教育发展的突破口。
2004年，参加完在四川成都盐道街举行
的新教育第四届年会后，我们和江苏姜
堰、河北石家庄桥西几个实验区一起，开
始了新教育实验的探索之路。

践行新教育

一个区域如何有效推进新教育？我
在《让理想因我们的行动而精彩，让大地
因理想的润泽而丰盈》一文中曾记录：要
组建有实力的行政推广团队，做好新教育
实验基础工程；重视发挥校长作用、典型
作用，强调言说榜样；改革实现评价多元
化，为新教育实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组建本土化新教育实验研发共同体，切实
加强学术引领和专业指导；编写实验指导
手册，全面服务于区域新教育实验推进工
作；充分利用本土学术力量，开展各类专
题培训；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开放周活动，
有效推进区域新教育交流。

2009年，新教育第三届实验区工作会
议在绛县召开，推动了绛县的教育改革。
从 2009年到 2013年，全国各地上万人到

绛县考察新教育，绛县的新教育榜样教师
也应邀在山西省内外进行分享。《中国教
师报》以《幸福新教育》为题，全面报道了
绛县新教育。《行走大中华》摄制组专访绛
县，并制作专题报道。2011年，我获评《中
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中
国教师报》的“全国最具思想力教育局
长”；2012年，绛县教育荣获全国教育改革
创新奖……绛县的新教育就这样一步步
走出山西，走向全国。

服务新教育

2013年 7月，我担任新教育理事会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新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我在新教育研究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为新教育实验区（校）服务。年会、工
作会议、国际论坛等新教育会议在全国各
地实验区（校）召开，各项筹备和组织工作
需要新教育人日夜奔波在路上；各实验区
（校）的启动仪式、通识培训、专题培训等，
需要新教育专家和讲师风雨兼程在路上；
全国各地各实验区（校）的各种新教育开
放周活动贯穿春夏秋冬，需要新教育人推
进服务在路上……

本着用心“服务大事，做好小事”的原
则，我创办了为新教育服务的“守望新教
育”微信公众号，“聆听大师的新教育智
慧，分享高人的新教育心得，汇聚田野的
新教育创造，助力有缘的新教育梦想”，及

时回答老师们的咨询提问，分享交流新教
育榜样的先进做法，有效回应社会各界对
新教育实验的关切，搜集保存新教育实验
的过程性资料，为更多的新教育同行者提
供新教育的经验和智慧。

思考新教育

我常常思考，新教育的魅力在哪里？
是什么让数百万计的新教育同仁们对这份
事业乐此不疲？走进一个个充满激情的新
教育实验区（校），相遇一个个真诚追梦的
新教育朋友，我逐渐找到了答案。

新教育的魅力来自它的愿景和使命。
正是新教育所提倡的“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的愿景和“成为中国素质教育
的一面旗帜”的使命，凝聚起了新教育的
无穷力量。

新教育的魅力来自它的理念和选择。
新教育提出的体现教育本质的教育理念、
价值取向、理论成果、实践路径和操作办
法，赢得了教育人的深刻共鸣和高度
认同。

新教育的魅力来自它的草根与田野。
新教育是由鲜活的教育实践和生动的教
育叙事组成的。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可以
改变一个世界；一个学校加一个学校，就
可以改变一个区域。新教育每年几十次
会议场场爆满，年度颁奖盛典激动人心；
一批又一批教师脱颖而出，在全国“好教

师”“推动读书年度人物评选”“阅读改变
中国”等重大活动中屡获大奖，引人注目，
这也许就是新教育魅力的又一个诠释
解读。

新教育的魅力来自它的行动与创造。
新教育人自称是一群“行动的理想主义
者”。新教育人不仅把“行动就有收获，坚
持才有奇迹”写在了自己旗帜上，而且始
终如一，向高处攀登，向深处漫溯，向广处
开拓，在行动中印证，在坚守中创造。

新教育的魅力来自它的开放和美好。
行走在各个实验区（校），我发现，好的教
育一定是开放的教育，好的学校一定是开
放的学校。因为开放，我们得以聆听窗外
的声音，发现古今中外的美好；因为开放，
我们发现人可以这样活，书可以这样教，
学校可以这样发展。

如何做好新教育实验？回望我与新
教育一路相伴的 17年，走过新教育 80%
的实验区后，我有了很深的感受。

相遇是一种缘分。这缘分是一群想
做事的人，一群有教育情怀的人，一群不
满足于教育现状，却又不愿意整天牢骚满
腹，而从自身开始改变的人，相遇相聚在
一起。

相信是一种力量。新教育人是一群
相信种子会发芽，耕种有收获的人。他们
相信新教育的理念、路径、方法和理论成
果，相信每个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能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花朵，相信教育的质量
永远取决于站在讲台上的教师，要把最美
好的事物献给最美丽的童年。

学习是一种能力。从一个理念到一
支队伍，从一个宗旨到十大行动，从儿童
生活方式到教师三专之路，从理想课堂三
重境界、完美教室缔造、家校合作共育到
大人文、大艺术、大科学的卓越课程体系
建设，从生命教育、艺术教育、科学教育到
人文教育、公民教育、特色课程……多年
来，新教育已经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
系、课程框架和管理制度。学习和理解新
教育，才能真正走进新教育。

结合是一种功夫。一个个实验区把
新教育实验成果和本地本校实际相结合，
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因校制宜，书写了一
个个区域新教育的辉煌新篇章。

专注是一种智慧。新教育是所有榜
样教师、智慧校长的共同选择。无限相信
每个师生的生命潜力，相信付出，相信自
己，“只要上路，一定会遇到隆重的庆典”。

成长是一种幸福。新教育是一个唤
醒教师成长的故事，“成长”是新教育 20
年来由星星之火发展到燎原大江南北的
魅力之源。

追随新教育走过 17年，因缘携手，一
路同行，感动无限，感恩在心！行走田野，
服务草根，志愿公益，我愿继续像农夫一
样，做一个新教育麦田的“守望者”。

实践探索

——国家德育课程校本化的实践与思考

一起一起““识粮食识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