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色专题

山东省威海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沈阳路小学

为全景阅读创设情境

4月23日，山东省威海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沈阳路

小学开展“一心向党 做党的‘红孩子’”主题阅读活

动。在教师阅读层面，学校着力打造红色阅读角，组

织“见字如面·对话时代英雄”“匠心引领·红色读书

会”“平语近人·根植红色信仰”等主题阅读活动。在

班级阅读层面，学校开展“红色种子播 童声诵党恩”

“书红色经典，铸红色之魂”“寻红色记忆，承红色基

因”“红色画英雄，翰墨写初心”系列活动。在家庭层

面，沈阳路小学鼓励学生向长辈寻问革命英雄的事

迹，亲子共同阅读红色故事。学校希望通过三位一体

的阅读活动为全景阅读创设情境，从而让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滋养学生精神成长。 （宫 茜）

河北省邢台市金华实验小学

跟着毛主席诗词学党史

邢台市金华实验小学推出“跟着毛主席诗词学

党史”系列课程，教师和少先队员重温毛主席诗词，

感受革命历史画面，共忆峥嵘岁月。在学校启动的

电影课程中，教师孟晓丽向学生推荐了影片《少年毛

泽东》。这部电影真实还原了 19 世纪末湖南农村纯

正的湘韵湘味，以儿童视角讲述了少年毛泽东的“成长

烦恼”。此外，学校启动“校园神奇飞书计划”。校长郭

立平以微课形式，和学生分享了绘本《神奇飞书》。这

个看似简短的故事带给读者绵长的力量，也告诉孩子

们”每个人的故事都很重要”。 （张红芸、李彤彤）

云南省宾川县金牛镇第二完全小学

三层面营造读书月

4 月，宾川县金牛镇第二完全小学组织 2020~

2021 学年读书月活动。读书月活动从三个层面推

进：开展阅读活动营造阅读氛围，让书香溢满校园；

学生领会“我与好书同行”的思想，在自主阅读课外

书的基础上培养阅读习惯；教师落实班级阅读计划，

对学生阅读情况进行阶段性评价。一、二年级组织

“讲红色小故事”比赛；三年级组织“讲数学小故事”

比赛；四年级组织汉字听写大赛；五、六年级以“小学

生使用手机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为主题开展辩

论赛。此外，学校还以“如何开展阅读教学”为主题

进行一次阅读论坛研讨，各年级语文教师在交流、研

讨中阅读教学能力得到提升。 （边红云）

山西省阳泉市新华小学

开展“童心向党”主题课程

“大家看，这就是党旗。党旗是代表一个政党的旗

帜，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

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学校为一年级学生设计“童心向党”主题课程。活动

分两部分，智慧课堂班级利用智慧黑板和优学智慧平

台，拍摄“我与党旗合影”的小视频，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其他班级则开展“小手绘党旗”。在教师指

导下，学生拿起纸和笔，用一双双小手画下一面面党旗，

描绘出对祖国的愿望和心声。随后，学生们展示着自己

画好的党旗，表达对党和祖国的深深祝福。 （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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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华文化

“剪纸和文明其实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人传承，

很难持续下去。”浙江省绍兴市小越街道中心小学非

遗剪纸教学传承基地负责人倪燕说道。

倪燕目睹了剪纸的式微：婚丧嫁娶中的手工剪

纸已经远去，西式婚礼骤增，工业化的浪潮拍打下，

这一代孩子很难在生活中见到手工剪纸。上虞区是

江南剪纸流派的发源地，利用这一民间文化资源，学

校自2004年起围绕“课程——社团——活动——评

价”四大环节开展剪纸教育传承研究和实践。经过

多年积淀，剪纸已经成为小越街道中心小学的特色，

形成以剪纸教育为突破口的艺术特色教育。学校被

评为上虞区首批非遗传承教育基地、绍兴市非遗传

承基地、浙江省非遗传承基地。

最初，小越街道中心小学的剪纸教育仅限于技

术层面。随着探索深入，学校逐渐意识到，要把剪纸

技艺传承下去，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涵。“孩子们要真

实地感受到，我想用剪纸来表达某一种期望、某一种

愿望，这才是真正的传承。”倪燕介绍，剪纸源于生

活，剪纸教育也要从儿童的生活出发，以剪纸的形式

传递情感、记录时代。

上海市民办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是一所国际学

校，有近30年办学经验，国际化程度很高。“当你越向

外拓展，越会意识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校长全

力说道。在这里，中外交流是常事，自我介绍是第一

课。“我们叫identity，身份认同，你的身份到底是什

么，从哪里来，你有哪些特点。对外表达时，学生要

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那么中华历史、中华文化必然

是表达内容。”全力表示，学校有意识地在教学中引

入传统文化，其中非遗教育是一个固定板块。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这所双语学校的校园内，有

一座从江西原拆原建的木质古建筑。这座老房子成

为中国古建筑课程的教学现场，学生抬头环顾四周，

就能看到榫卯结构、斗拱结构的鲜活应用。“我们把

古建筑看成一个容器，当中有大量非遗技艺的传承

和体现，比如黄杨木刻、砖雕、石雕、漆器等等。”上海

璞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昊介绍，璞远正在

与协和双语学校共同打磨中国古建筑课程，以建筑

为载体，让孩子们体验非遗所蕴含的科技、艺术，传

承民族智慧和民族记忆。

“我们传承给孩子的，不只是中国人自己的故

事、艺术表现形式，更重要的是中国人的精神特质，

是仁义礼智信，是温良恭俭让，是忠孝廉耻勇，是中

国人自己的价值观。这是我们开展这项活动更大的

收获。”新疆青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徐江在线上颁奖

典礼上如是说。新疆青少社联合甘肃省兰州市七里

河区教育局举办了首届“读匠人故事，寻中华匠心”

主题阅读活动。“中华匠人精神传奇故事图画书”通

过《大药房》《烤鸭王》《大鞋匠》3册绘本，讲述匠人故

事、展示非遗魅力、传承匠人精神。

打造课程体系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吕国强常常向教师讲起

一个词——文化寻根。这是他对学校非遗课程的期

待，也是他对教育的期待。

南开大学附属中学的非遗课程可以追溯到一次

竹编精品展。当时学校举办阅读节期间恰逢母亲

节，图书馆组织了“读书节遇见母亲节”主题活动，教

师带学生制作了竹发簪，学生将发簪送给母亲。图

书馆馆长徐超记得，活动反响特别热烈。学校也由

此开始思考，如何将非遗活动打造成非遗课程。

先动手体验、再了解历史及知识、最后学习技

能。这三步是南开附中对传承非遗、建立学生素拓

课程模式的有益探索。以竹编课程为例，学校设计

了课程研发、竹编专题展览、竹编课程体验三大环

节。徐超选取苏东坡诗中的“不可居无竹”为主题，

师生由竹入手，寻找与竹有关的诗词、典故。“这是

‘挑一压一’的十字编，要注意孔眼结构，掌握好距

离。”非遗传承人钱利淮现场示范竹编制作过程，带

学生参观竹编主题展览，欣赏竹编艺术品，介绍竹编

发展历史。

小越街道中心小学形成了民间剪纸传承教学的

“十个一”，既课程、教材、协会、长廊、展馆、基地、活

动、社团、课题、论文集。目前，学校使用的《小越民

间剪纸》校本教材为2.0版本，涵盖了剪纸的发展历

程、民俗活动、审美情趣，以及剪纸与现代生活的影

响与融合。每册校本教材都在前言处介绍文化背

景，例如剪纸图案的寓意、西周

时期周成王“剪桐封弟”的典故

等等。学校希望通过剪纸，让学

生看到人类文化历史发展过程

中的生活概貌。

在小越街道中心小学，剪纸

不只与阅读、实践结合，更融入

了学科教学体系。一边是剪纸

中的折法、对称纹样、连续纹样，

另一边是数学教学中的对称、平

移、旋转，数学教师罗金燕看到

了两者间的联系，申报课题《剪

纸与数学相结合校本课程教材

设计探究》，探索剪纸与数学相

结合的校本课程。学校研发的

《知·纸·志—传统节气儿童趣味

纸艺手作》入驻“学习强国”平

台。此外，学校还将剪纸与英

语、科学实验、德育、党史学习、

爱国教育相结合。

2011 年，山东省青岛市胶

州市三里河小学成立小陶器陶

艺工作坊，2020年工作坊升级为智能小陶器创新实

验室。通过创新实验室，学校开发“人工智能+陶

艺”系列课程，包括 Python 基础课程——turtle 绘

图、Scratch3.0图形化编程、Blender建模与3D打印、

基于开源硬件下Mind+图形化编程等。

2021年，实验室有计划地开展针对性活动，例

如通过编程、嵌入电子元件完成智能产品，使用陶

艺作品完成定格动画作品，完成陶瓷3D作品的建

模与打印。在三里河小学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实

施方案中，剪纸和陶艺是重点传承内容，而3D打印

技术的引入，则是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一次融

合。陶艺教师苏莲城介绍，借助3D打印技术，教师

可打印出“薄如纸、硬如瓷、明如镜、黑如漆”的“蛋

壳陶”实物，让学生近距离领略非遗魅力。

走向更大的世界

“我们培养孩子不是为了一个分数，而是希望他

们有更多了解世界的机会。”全力认为非遗所具有的

人文精神，能让学生更好地走向未来。

上海市民办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针对中小学生

设计了博物馆课程，教师带学生走进博物馆，了解文

物的前世今生。下一步，学校计划将非遗项目以社

团的形式，让学生以选修课的方式参加。借助小学

毕业旅行的契机，学校可提前设计“非遗出行路线”，

如敦煌之旅、良渚之旅，在集体出行的探究活动中了

解非遗、传承非遗。

日前，南开附中一间占地170平方米的非遗专

用教室正式投入使用。教室分为项目展示区、传习

区、传承人三大区域。师生可以了解活字印刷术和

竹编，体验杨柳青年画、泥人张、剪纸、风筝魏、扎染

等具有天津本土符号的非遗项目。作为图书馆馆

长，徐超希望借助非遗课程，让学生爱上图书馆、爱

上阅读。令她感到欣喜的是，午休时常有学生来图

书馆借阅“淘气大王董咚咚”系列图书（新蕾出版

社）。该书作者许诺晨以非遗为题材创作，聚焦剪

纸、昆曲、竹雕等非遗项目。

“如果要把非遗真正地传承下去，必须跟教学相

结合。”在倪燕看来，学校是最适合传承非遗的场

域。在小越街道中心小学，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和纸

建立情感联系，他们从“撕纸”入门，撕出简单的图形

并拼贴成画。掌握剪纸技巧后，中高年级学生进行

剪纸创作。围绕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学校组织

了主题剪纸活动。教师带学生了解共产党的发展历

史，讲述革命烈士的感人故事，学生在剪纸创作中领

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深层含义。

“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非遗传承人和孩子之间

的翻译者。”戴昊认为，“非遗进校园”不能成为一次

浅尝辄止的体验。璞远从非遗传承人的知识储备中

找到儿童的兴趣点，再以儿童感兴趣的方式呈现出

来，同时也为学校提供持续性教学资源。他希望学

生能够看到非遗技艺中的科学原理和艺术造诣，产

生把知识带到广阔天地里实践的欲望。

三里河小学时常邀请大沽河叶家窑黑陶第四代

传人叶广德走进校园，向师生讲述黑陶的制作与历

史，以及现代黑陶工艺的发展。在拥抱新技术的同

时，苏莲城还希望能带更多的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大

沽河黑陶博物馆、三里河文化遗址，走向更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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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三星堆黄金面具用

米也能做”的话题登上微博热搜，当

天阅读量达4822.1万。米塑非遗传

承人张甜清亲手捏了一个迷你版“三

星堆黄金面具”。有网友评论：“希望

能一直传承，不要消失。”这不止是网

友的心愿，不少中小学也在非遗传承

的路上探索。

■校园动态■教育实录

6省10校巧度世界阅读日

与往年相比，今年围绕世界阅读日的校园阅读活动主题更鲜明，多校以党史学习教育为主题。与此同时，经

典诵读、亲子共读也是关键词。《成长教育周报》本期特别分为红色专题、朗诵专题、家校共读三个专区呈现。

■朗诵专题
深圳百仕达小学

举办“纯真童音，表达美好”诗歌美文朗诵活动

日前，深圳百仕达小学分年段在音乐厅举行诗歌美

文朗诵活动：低年段以“童年·理想”为主题，中年级学生

以“迎百年党庆，享多彩童年”为主题，高年段以“人间四

月，与梦同行”为主题。学生以《沐浴党的光辉》《我们爱

您，中国》《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诠释赤子之心；以《童

年是什么？》《童年》《童年的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展现美好的童年生活；以《阅读伴我成长》《不在梅边在

柳边》歌唱美好的阅读时光。此次朗诵活动中，有4篇

学生原创作品。校长熊佑平认为，原创作品是学生自我

认同、自我塑造的成果，更是向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

师生将无声的文字转化成情感的音符，奏响“迎百年党

庆，享多彩童年”之“童年·理想”主旋律。 （江玉婷）

江苏省淮安市天津路小学

举办“悠悠运河畔，绵绵读书声”校园读书节

天津路小学启动第12届校园读书节，读书节为期3

个月。第1~2周为宣传启动周，征集“最美读书标语”；第

3~4周为“氛围营造周”，启动读书节启动仪式，学校评选

班级“最美书橱”、月度阅读之星、优秀阅读指导教师；第

5~6周为“书写经典周”，师生背诵运河经典诗篇，全校范

围开展“书海絮语”运河娃书法比赛；第7~8周为分享阅

读周，学校举办运河娃“跳蚤书市”活动、运河娃精美书签

制作征集活动；第9周为经典诵读周，学校举办“经典润童

心书香伴成长”诵读活动，学生诵经典名篇，与圣贤为友；

第10周为亲子共读周，学校组织“故事爸妈进校园”活动，

班级观看“红色经典电影”；第11~12周为总结汇报周，举行

闭幕式，结合学科素养竞赛，举办全校作文竞赛。（黄 超）

江苏省维扬实验小学

启动第19届“我家住在运河边”主题阅读节

4月23日，江苏省维扬实验小学举行了第19届“我

家住在运河边”主题阅读节暨首届吟诵大会展示活动。

本届阅读节以“运河文化”为主题，旨在传承大运河文化

遗产。一、二年级学生参与活动“运河边的美景”，家长

带孩子到古运河边游览，以摄影、绘画、小导游等形式展

现运河美景。三年级学生参与活动“运河边的美食”，以

美食日记、动手制作美食等形式了解扬州美食文化。四

年级学生与家长走访扬州博物馆、朱自清纪念馆、扬州

八怪纪念馆等地，撰写名人小传、讲述名人故事、参观日

记展现名人风采。五年级学生走访扬州中国大运河博

物馆、扬州科技馆等地，了解运河漕运木船技术的传承

与修复、船舶的历史变迁。六年级学生重点了解大运河

的“前世今生”，以“我家住在运河边”主题征文、“未来的

大运河”主题演讲等形式展现大运河文化。 （卞国湘）

山东省诸城市玉山小学

开展“漫溯书海·读享春天”主题阅读节

山东省诸城市玉山小学举办“漫溯书海·读享春天”

主题阅读节。学校组织“流金岁月，经典再现”活动，师

生以舞台剧形式重现图书中的重点片段，演绎经典。利

用每天早上入校10分钟、课外活动10分钟等碎片化时

间，学生通过活动“让我读书给你听”进行朗读分享。所

有学生都可以自主报名参与，按照报名顺序轮流分享。

玉山小学举办“名著咏流传”朗诵、演讲比赛，同时面向

全体师生开展“悦享好时光”阅读笔记和日记展评、名著

人物档案设计比赛。学校还将根据潍坊市阅读提升工

程推荐书目，以班为单位开展阅读活动。 （江玉婷）

■家校共读

山东省诸城市府前街小学

家校共读“有字书”和“无字书”

4月13日，山东省诸城市府前街小学举行“阅读启智

书香润心”第14届读书文化节启动仪式。学校向师生和

家长发出倡议：积极地读书，读积极的书，读有字书，读生

活这本“无字大书”。读书活动构建教师、学生、家长三位

一体的共读体系：“安静阅读，勤于践行”活动引领师生和

家长做到知行合一，做到把书读“活”；“国学启童心，经典

铸红心”活动引领师生诵读经典，再现红色经典，传承经

典文化；“书韵留香，家校共读”活动引领父母与孩子共读

一本书，带动家庭智慧成长。与往年相比，今年的阅读活

动方式更注重阅读方法的引领，同时阅读内容更加丰富，

充分挖掘红色教育资源。校长徐洁表示，和经典作伴，把

睿智装入胸中；与书香同行，让生命厚重绵长。（王玉洪）

云南省宾川县蹇街完小

亲子共同走进阅读世界

云南省宾川县蹇街完小校园阅读节自3月28日启

动，一直持续至5月22日。4月23日，学校组织亲子共读

活动。一、二年级班主任邀请家长走进校园，教师向家长

介绍亲子阅读的重要性，提供多种亲子阅读的方式、方

法，以及为家长推荐适合亲子共读的书目。三~六年级学

生在班级内开展知识竞赛、阅读分享会等阅读活动。

4月30日，学校组织阅读成果展示，开展“阅读世界

在眼前”主题阅读表演大赛、“阅读日，我来推荐这本书

……”主题朗读者活动、“属于我的故事书”创意写画大

赛、“我的阅读故事”主题征文活动，以及组织跳蚤市场、

阅读表彰会。学校希望借助读书节活动，带动教师、学

生、家长共同阅读，共同走进广阔的阅读世界。（谭家武）

小越街道中心小学学生展示剪纸作品小越街道中心小学学生展示剪纸作品

“荒野大冒险”系列：写给少年的野外生存指南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不久前，由中信出版社出版的“荒野大冒险”系列正式面市。

该系列图书是凯叔专为8~12岁青少年量身打造的野外生存故事，展现了4名少年在荒

野求生中的生存智慧与成长历程。“荒野大冒险”以《丛林黑熊与死亡沼泽》《雪屋奇迹与

生死冰瀑》《沙漠古城与致命毒蝎》《荒岛“野人”与恐怖巨蜥》解锁丛林、雪山、沙漠、海岛

四大典型自然环境的生存困境，因地制宜地融入求生技巧和户外安全常识。例如《丛林

黑熊与死亡沼泽》介绍了主人公丛林脱险的经历，并将切实可行的求生技巧融合进故事

情节里。在树林空旷处，可将火堆搭成金字塔形状，尽量让火着得最旺，用滚滚浓烟发送

求救信号。遇到马蜂群，可以想办法用水、火赶走马蜂。

不仅如此，《荒野大冒险》还提供了别样的阅读体验。这四名少年的野外生存经历，带

给读者远离日常生活的冒险体验。在故事里，主人公远离高楼、电子设备、作业、课外补习

班等城市生活，来到一个广阔、无拘无束的天地自由探索。这也使得，读者仿佛跟着主人

公一起走出了家门，去爬树、下河抓鱼、拣柴生火，自己想办法获得水、食物和休息点。这

些体验在无形中丰富着儿童的感官世界。与此同时，读者也在阅读的过程中，从主人公

身上收获生存技能和勇气，学会独立解决问题，尝试走出自己生活中的困境。（江玉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