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
说：“新教育学校文化一旦走向成熟
完善，都会有美妙优雅的仪式、节日
和庆典。它们是学校文化传统的活
标本，也是学校生命中最值得关注
的重要时刻。”他还表示：“在教育生
涯中，最隆重的节日就是毕业典礼。
毕业，对于一个成长中的生命是具
有特殊意义的，它是一段旅程的结
束，又是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

宜宾市叙府实验小学于 2014
年开始招生。创校之初，只有一个
年级、284位孩子和 15位新老师。
2020年，这批孩子作为我校首届毕
业生离开母校。在孩子们毕业前的
一个多月里，我们和孩子们共同走
过了难忘的毕业课程之旅。

我们的毕业课程取名“珍惜时
光，逐梦青春”，由“九个一”常规仪
式课程加五大特色仪式课程组成。

“九个一”常规仪式课程即观看
一部电影、阅读一本书、展开一场辩
论、创作一幅画、诵读一首诗、学唱
一首歌、创编一本成长纪念册、举行
一次班级毕业庆典、撰写一篇毕业
感言。

毕业班老师利用“晨诵、午读、
暮省”时间，组织孩子们诵读《再别
康桥》《相信未来》等诗歌，共读《12
岁的旅程》《奔跑吧，少年》等书籍，
观看《生活真美好》《芭蕾女孩追梦》
等影片。

班队课上，班主任组织孩子以
毕业和梦想为主题举办演讲会、辩
论会。随后，孩子们撰写毕业感言，
用多种形式，表达对母校、对老师的
感恩之情，畅想美好的未来。

音乐课上，老师与孩子们一起
唱《童年》《送别》《明天会更好》等
歌曲。美术课上，老师与孩子们一
起，以毕业为主题，创作剪纸、书
法、撕贴画。孩子们以班级为单
位，把一幅幅亲手绘制的作品——

“20年后的我们”作为礼物赠送给
母校，约定 20年后再回母校见证自
己的梦想。

毕业前夕，每个班级、每个孩子
都编制了班级成长纪念册和个人成
长纪念册，记录小学 6年中的点点
滴滴。

最隆重的是 6月 27日“叙说童年，逐梦未来”毕业庆
典。校长牟正香深情致辞，老师们借助精美的 PPT与孩
子们一起回顾 6年中的一个个感人瞬间，孩子们演唱歌曲
《老师》表达对老师的感谢。最后，学生代表给所有任课
老师献花行礼，师生深情地拥抱在一起。活动结束，孩子
们还纷纷给老师写信，感恩6年的教诲。

五大特色仪式课程则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同时
进行。

第一大特色仪式课程是《我们的班级、我们的故事》。
课程采用网络宣传，分 6周推出了《丁香花成长记》《小水
滴成长记》《小脚丫走天下》《蒲公英的灿烂》《逐梦蓝天的
幸福鸟》《七色花的绽放》6个班级成长故事。一张张精美
的照片、一句句有温度的语言，再现了叙府实小孩子们的
美好生活。

第二大特色仪式课程是《向青春问好》。老师与孩子
们进行一场青春分享会，引领孩子们懂得青春是美好而
短暂的，每个人都应珍惜时光，逐梦未来。

第三大特色仪式课程是《把爱传下来》。我们举行
“智慧爱”传承仪式，分“传承叙小精神文化、传承叙小阅
读文化、传承叙小红色文化”3个篇章进行，让智慧、爱和
力量充盈孩子的生命。

第四大特色仪式课程是《珍藏童年，留影叙小》。美
术老师们以优美的校园环境为依托，以 6个班的班级文化
为主要内容，制作了 6个各具特色的三棱柱展板，并将孩
子们的毕业随笔、绘画作品粘贴在展板上，组合成 6组内
容丰富的班级展示，营造了浓厚的毕业季氛围。

第五大特色仪式课程是《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
油》。毕业当天，6个班的学生代表在学校后花园种下一
棵梦想树。种下的不仅是树，更是怀念和感恩，梦想和
希望。校领导给孩子们颁发梦想毕业证书，针对每个孩
子的特点，每一张毕业证书里都写下了老师们情真意切
的毕业寄语。最后进行的是“跃龙门”仪式。所有老师
列队大门两侧，与孩子们挥手告别。看着孩子们沿着红
毯款款走来，有的老师已是泪光盈盈。当孩子们走过红
地毯，上前与老师深情拥抱、合影留念时，师生们流下了
不舍的眼泪。音乐老师李玲在教育日记中写道：“张婉
玉是‘幸福鸟’班的一名孩子，我是她的音乐老师。平时
她很内向，上课时偶尔做小动作。这时的我总是批评
她，下课时见了我，她也总是从我身边悄悄溜走。没想
到在毕业离校的最后一天，我的办公桌上多了一盆绿色
盆栽，花盆下压着一张纸条：‘老师，请您珍重！婉玉’。
忙活了一天的我，还没来得及向她道谢，当最后一个孩
子跃出‘龙门’时，一个身影冷不丁地向我扑来，紧紧地
抱住了我，依偎在我的胸前。一看，是婉玉！此时的我
再也忍不住眼眶中的泪水……”

毕业课程是一种经历，回味的是记忆，留下的是感
动，润泽的是生命。在体验毕业课程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里，友谊、感恩、责任、进取的种子在孩子们的生命里悄
然生根、发芽，将伴随着孩子走向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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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却给教育带来了新
的契机。一时间，老师、学生通过网
课每日为伴，因延迟开学而难得
一见。

到了 5月，久居屏幕前、紧锁院
门的我们，有了从未有过的想要走
出去的冲动。错过了春天最美的模
样，我们的心里、眼里都渴望那抹自
然之色。

心里的声音叫喊着：我们想把春
天带回来！

把自然搬进教室里

天府七小实行双轨制班级管理
模式，教学和管理由两位教师分担，
合力进行班级建设。我们给 2019级
（2）班取名“风儿班”，希望孩子们能
够像风一样自由、随性、有力量。

开学后，当我俩一起站在崭新的
教室前，我们都从对方眼神里看到了
对春天的眷恋。说干就干！两个 90
后教师想要为我们的教室、为那群

“小不点”做一件疯狂的事情：这一
次，我们应该把春天带回教室，把自
然种在教室！

5月的成都突然热了起来，我们
趁着开会间隙，溜到学校附近的水泥
厂寻找“宝藏”。都说石头是天地间
通灵性之物，它可以立于高山之巅，
也可以躲在潺潺流水之中，我们决定
搬点石头回教室造个景儿。

水泥厂老板感动于我们的“千
里寻宝”，让我们随意挑选。我们
兴奋地在堆满石头的小山坡上仔
细挑选，汽车的后备厢装得满满当
当。可就在我们将石头运回学校
时，电梯却坏了，正常运行得等到
开学后。

石头能等，可布置教室却是迫
在眉睫，好几百斤重的石头硬是被
我们扛上了 3楼。来帮忙的家长
和孩子二话不说，抱起石头就往楼
上搬。搬累了，我们就逐层接力。
形状各异的石头高低错落地摆放
在教室一角，就像“风儿班”的 40
个充满个性的孩子。家长们又送
给我们很多绿色植物，空荡荡的教
室，就这样被我们填满了美好与
诗意。

孩子们的“四季桌”

华德福学校的教室里都有一张
可以承载一年四季变化的桌子，在它
的理念中，“四季桌”是“大自然的舞
台”“季节的灵魂”，它能让教室“充满
美丽而神圣的气息”。这不就像我们
教室中那一方空地吗？9月秋意渐
浓，我们的“四季桌”上也应该有点变
化了。

这次，我们找来班上最喜欢种植
物的小女孩子夜来帮忙。在子夜的
带领下，我们东拼西凑了很多专属于
秋天的印记，把它们放在一起，就成
了金色的“四季桌”。这是每一个“风
儿班”的孩子都引以为傲的小天地。

小小的“四季桌”装满了小子夜
的金色，但秋天的美远不止于此。我
想，要是能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四季
桌”的布置，不是更有意义和价值吗？
我们从报名的孩子中选了 5个，让他
们合作完成一次“四季桌”的布置。

周末，小组长欧阳语墨将 5个同
学拉了微信群，并征求意见，确定讨
论时间。稚嫩的声音在微信那头传
来时，真有合伙人开会的感觉呢！他
们讨论了近 20分钟，语音、图片瞬间

“刷屏”了整个群。讨论快结束时，小
组成员不约而同选择了秋天的果实
进行设计，我鼓励他们以主题思路进
行后续任务布置。

“四季桌”的意义不应该止于感
受、了解自然和美。我们应该是在发
现和创造中学会与他人相处、合作、
分工。

5个孩子将材料带到学校，精心
布置、反复调整，让“四季桌”有了惊
喜的收获。当全班同学看到由同学
亲手布置的“四季桌”时，他们也感慨
万千，一起写下了属于他们的第一首
集体小诗《四季桌之歌》：“四季桌、姿
百态，芋儿石榴中间摆，玉米红薯墙
上挂，苹果栗子香又甜，石头小花捉
迷藏，稻子低头闻芬芳，秋风习习吹
麦浪，柿子红红像太阳……”

项目化学习发现更多的美

看到孩子们在布置“四季桌”过
程中的成长，我们意识到，应该将“四
季桌”作为项目式学习活动，充分挖

掘“四季桌”蕴藏的教育内涵，让孩子
在搭建、欣赏“四季桌”时实现对知识
技能、核心素养、人文情感进行融合
发展。新一期“四季桌”，我们还是保
留了 5人小组合作制，家长老师退居
幕后，尽量不去干扰孩子们的创造。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将零散的
项目式活动课程化，以“秋之果实”为
例，参与课程实施的有核心成员与参
展人员。核心团队进行“四季桌”的
筹备与展出，在这一过程中了解秋天
果实的种类、样态，习得网络搜索、询
问他人、查阅书籍等收集信息的方
法，结合“四季桌”的展区大小、呈现
效果、费用成本等因素，形成初步布
展与分工方案。“四季桌”的展区布置
是一种创意表达，可以培养孩子们的
想象力，提高他们的审美力与创造
力。果实的成熟不是一日之功，它们
需要自然和技术，也离不开人们的辛
劳，在每次“四季桌”布展后，我们举
行发布会，让核心成员对本组活动进
行总结，参展学生也能了解其中蕴藏
的知识与技能，老师再适时提炼人文
要素，让整个“四季桌”的教育内涵更
为深刻。

除了秋之果实，孩子们还开发了
“金色感恩”“年味”等与四季匹配但
又不限于自然的人文主题。自然与

社会不正是我们生活的全貌吗？“四
季桌”逐渐演变为我们能够触碰到的
微型生活博物馆，发展为全域整合的
课程形态。

“四季桌”收藏了春天的花、秋天
的果，它就像一本立体教材，等着我
们去翻阅、书写。

2020年的冬至，整个成都铺上了
一层白纱。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发现
身边的“霜”。走进校园里，孩子们兴
奋地看看、摸摸、尝尝，一起探秘霜从
哪儿来的，一起学唱与霜有关的歌
谣。就连在网络那头观看的家长也
被我们即时生成的课程吸引着。

2020年末，成都下了第一场雪。
南方的孩子很难在生活的城市里遇
见雪。我们参考“霜”主题，走进校园
去发现雪的样子。孩子们还将雪写
进了诗里，展出在我们的“四季桌”上。

“四季桌”的出现，让我们有了发
现自然美好的眼睛，也因为“四季桌”
的出现，让我们有了珍藏四季的
场域。

课程可以经过漫长的规划与筹
备。也可以像我们一样，带着种种未
知和可能，与孩子们一起成长。成长
在教室里的自然课程，又将迎来一个
新的春天。让我们一路漫步，去寻找
更动人的自然之美吧。

■四川省成都市天府新区第七小学 詹妍婷 王振

把大自然搬进教室
——生长在教室里的自然课程

与STEM教育携手走过的一年
■浙江省东阳市横店小学教育集团横店校区 蒋俊倩

朱永新教授致新教育同仁的一
段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善
于成长的人，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寻找
原型、选择榜样，能够把生命的故事
变成一部伟大的传奇。”

2020 年，我开始了解和接触
STEM教育。从相遇、相识，再到相
知，过程中虽然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困
难与挑战，但也让我足登成长的阶
梯，对新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

一次相遇，“牵手”STEM教育

2020年 6月，东阳市要举办首届
STEM课堂教学评比。临近学期末，
我本想放弃，最后还是鼓足了勇气报
名参赛。正是因为这一决定，让我得
以与STEM教育“牵手”。

STEM教育是一门将科学、数学、
艺术、工程和技术等多学科融合的综
合教育，对创新能力和探索能力提出
了很高要求。在准备参赛课程《汉服
的设计与手作》时，手缝技术是最难
解决的问题。为保证学生手缝过程
顺利，前期材料准备是一项大工程。
首先是针号的大小。市面上的针号
种类就分十几种，不同的布料对应不
同的针号，需要一一尝试。其次是布
料的选择。由于对面料材质缺乏了
解，采购的第一批缎面花色虽美，布
料摸上去却很扎手。最后是串缝的
困难。串缝毛线物品时，止针结怎么
也固定不住。看着兴冲冲采购的一
堆精致材料最后都成了摆设，顿时觉
得垂头丧气。

可我深知自己是个固执的人，
渴望成长的心也一直在鞭策着我要
坚持下去！带着这份坚持，我买齐
了所有类型的针，并根据不同针号
匹配不同厚度的布料，一一做好备
注，最终敲定了最为实用的针号。
在布料的选择上，我向裁缝店师傅
索要了几种不同的面料，一番攀谈
后，我对布料选择也略懂了几分。
剩下的就是串缝物件了，我在家中
独自尝试，一一记录和采购兼具美

感和实用性的串缝物件。
解决了材料准备上的难题，这堂

课就成功一半了。凭借充足的准备
和课堂上的精彩展示，最后我的课程
荣获全市一等奖。

回忆起参赛的经历，正是这份
坚持，让我在面对期末繁重的工作
时，依然能有条不紊地积极应对。
《汉服的设计与手作》这堂课是一块
敲门砖，它让我走进 STEM，初步了
解 STEM这一学科，同时也激发了我
继续学习钻研的兴趣。通过这堂
课，孩子们对汉服文化有了一定了
解，多了一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热
爱与追寻，也在探究和解决问题时
多了一种思路、多了一份信心。

一场相识，融合创新发展

转眼到了 2020年下半年，我报
名参加了全市的劳技优质课。在整
理了三四年级教材的所有内容后，最
终确定《编织小挂件》这一课程。

执教多年来，我发现每一堂课
都有它的“难处”。比如《编织小挂
件》这一课，熟能生巧之后的手作对
学生来说并不难，困扰我的是后期
的展示环节，该怎样呈现，才能为这
堂课画龙点睛呢？用传统投影仪展
示的录像课缺乏新意，挂KT板展示
体量太小，难以看清局部设计。小
挂件要怎样才能表达出它深层次的
含义呢？

思虑再三，脑海中突然有了一个
想法，若将挂件与画合二为一，或将
挂件和生活中的废弃物品放在一起
创作，或是配以几句诗文，那么就可
以给作品增加更多的文化气息，给孩
子们提供更多的创作空间，从而实现
教育的目的。一番“折腾”后，一条毫
不起眼的挂件绽放了属于它的迷人
光彩。《编织小挂件》这堂课也获得市
级一等奖的成绩。

在市教研员的介绍下，我还参加
了“科教下乡行”活动。这一活动让
STEM教育落地到东阳市的每所农村

学校中，开拓孩子们的眼界和思维，
提高他们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
有了与 STEM教育“相遇”的基础，我
又获得了一次与它“相识”的机会，并
为项目取了《“织”无不言》这个有趣
的名字。

在一次授课过程中，一个男孩将
挂件变成了一棵“柳树”，并在旁边创
作了一首诗《树下乘凉》：“柳树之下
我乘凉，手捧西瓜吃得香”。同样地，
一个女孩也想到了将它变成树，旁边
附上的是岑参的诗：“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顿时，古典的
气息扑面而来。

看了孩子们的作品后，我也会心
一笑，看得出，学生们很享受这样创
作的过程。以一节课作为一个活动
的载体，以多种形式进行创作与表
达，赋予作品新内涵，孩子们参与的
兴趣被充分调动，审美能力和鉴赏能
力也得到了发展，我看到了新教育幸
福美好的样子。

一种相知，编织能力之网

为了让活动继续下去，我还在学
校开辟了一间“STEM+‘织’无不言”
活动室，主要以社团的形式开展课
程。课程中渗透了多学科融合的思
想，并与营造书香校园、培养卓越口
才、开发影视课程等行动相结合，搭
建起沟通的桥梁，助力 STEM教育更
好地发展。

书写随笔是营造书香校园行动
中的一项活动内容，将绘画与挂件
结合到一起后，是不是可以给它添
一段有意义的文字呢？小泽同学把
之前做好的小挂件改成了画中宫女
发饰的一部分，她在草稿纸上反复
修改着文字，并在旁边附上：“敏而
好学，不耻下问……”

孩子们埋头创作的样子，让我看
到了新教育生长的方向：因美而生，
向美而生。以作品的美激发学生创
造美的欲望，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写作
兴趣。

培养卓越口才是新教育行动的
重要部分，旨在培养学生会说、敢
说、愿说的能力。在挂件诗文创作
的基础上，我向孩子们发出了“即兴
编剧”的挑战，让他们在短时间内思
考与整理语言，编织出一个故事。

“你们瞧，小泽为这幅作品编了一个
小故事，你也能试着编一个吗？”起
初，很多孩子并不能适应这种形式，
开口说出一两句，故事就已结束。
有的孩子思路清晰，但在表达时出
现句子说不连贯、口齿不清晰、不够
自信等问题。这时，我会鼓励孩子
们大胆表达，并让他们养成良好的
阅读和沟通习惯，通过阅读增加语
言的运用能力，在沟通中提高口语
表达能力。

影视课程是我校的一张金名
片，“‘织’无不言”就是立足“影视+
STEM”课程，以编织技术为表现形
式的特色化学习项目。在课程后
期，我用一个驱动性问题引发学生
思考：你想将我们的作品创作成一
部动画吗？孩子们纷纷当起了小
编导，大胆想象，自发地在纸上剪
剪画画，再利用定格动画软件设备
制作动画，最后给动画配音，制作
成一个简单的小短片。这一学习
过程渗透影视、文学、动画技术等
多方面的知识，有利于提升孩子们
的综合素养。

通过不断的学习和研究，我对
STEM教育理念的理解逐渐加深，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鉴赏能力也在一次
次授课中得到提升，课程与各项活动
的融合，更是编织了孩子们的能力之
网，促进师生在表达、写作、劳动等方
面的全面发展。

朱永新教授认为：“教育最重要
的使命是让人成为人，让人成为最好
的自己，把每个人的个性、潜能充分
挖掘出来。”与孩子们一起经历新教
育行动，一起感受成长的喜悦，一起
聆听生命拔节的声音，每一个普通平
凡的日子都变得有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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