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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A O S H I C H E N G Z H A N G
2017年2月22日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8版

□本报记者 宋 鸽

非常教师非常教师

“瓶子绘本、创意版画、超轻黏土绘本
故事……”在首届海峡两岸和香港儿童绘
本高端论坛上，晁栋梁带领孩子们制作的
各种作品作为典型展示，这些来自山东省
临沂市枣园小学学生的作品，引起了两岸
专家的关注。

爱玩是儿童的天性。孩子们聚在一
起，一堆石子、几块泥巴、几根皮筋就可以
玩得满头大汗，忘掉一切。但是，爱玩不等
于会玩。如何在不压制儿童天性的前提
下，将“爱玩”升级成“会玩”，是许多教育工
作者亟须解决的问题和探寻的主题。

作为一名乡村小学美术教师，晁栋梁
没有太多新奇的理论，所使用的材料也多
是废旧物品，甚至连他的工作室看起来都
是那么简陋。然而，就是在这样一间由教
室改造而成的工作室里，在一些简单的展
示台和操作台上，却诞生了一件件超有震
撼力的作品。

“牵着学生的鼻子走不如让他们自己
走，牵着鼻子就像扼住了自由，自由与想象
力有多重要不言而喻。让孩子自由充分地
表达自己的创作想法非常重要。”晁栋梁的
初心就是这么简单，他的所有努力也都围
绕这个目标而展开。

美术，让孩子玩出意义

对于农村孩子来说，美术课是稀缺而
奢侈的。回想自己的童年，晁栋梁没有什
么关于美术课的回忆，那时的他只有在课
余时间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美术时光”，
这样的美术课蕴含在玩耍中。“我的童年记
忆里有许多难忘的游戏，因为有趣而常常
废寝忘食。比如玩泥巴，在河边挖泥巴，然
后在平整的石头上拍打，再寻找有特点的
石头进行‘随形设计’，或者捏成各种有意
思的小动物，虽然多数时候捏得什么都不
像，却自得其乐。”那时，大自然就是晁栋梁
的美术启蒙老师。

作为“百年美院”南京师范大学美术专
业的毕业生，晁栋梁对在乡村学校教书起初
有些不甘，为此颇纠结了一段时日。但是当
他面对这些孩子时，立即有了一种责任感和
使命感——眼前这些农村孩子就不喜爱美
术吗？难道自己不该为这些孩子做点什么
吗？想到这些，晁栋梁的心中似乎有了关于
美术教学的灵感。

在实际教学中晁栋梁发现，孩子们在

画画时，往往喜欢照着老师的示范画或者
依赖于临摹，很少有学生能发挥自己的创
造潜能。随着年级的升高，孩子们对美术
的兴趣也逐渐减退。晁栋梁常常思考，孩
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兴趣都去哪儿了？

“既然我在玩耍中发现了美术，那么
现在我要把玩耍、游戏融入美术，并且要
玩出意义。”晁栋梁认为，自己要做的不是
把美术技法从兴趣中剥离出来，而是要让
孩子们在趣味中感受、体验并掌握相应的
技法，在美术主题创作中发现其中的乐趣
和意义。

循着自己童年的经历和感受，晁栋梁
开启了激发孩子创造潜能之旅，开展了一
系列让孩子脑洞大开的美术主题探索。

创意，让废品变艺术

“收废品的来啦……”有人曾这样调侃
晁栋梁所教的学生。“不错，我们的孩子就
像收废品的。”晁栋梁笑言。KT板（废旧的
校园广告材料）、“大米纸”等废旧材料，在
他的学生手中变成了宝贝，用废旧材料做
成主题创作中的“建筑地基”，然后根据预
想的主题场景做成“建筑框架”，最后涂上
超轻黏土，超轻黏土就像施了魔法，让整个
场景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艺术效果。在整个
创作中，自始至终都浸润了环保的理念。

“孩子们利用身边的废旧材料进行美术创

作，本身就体现了一种发散性思维，是激发
想象力与创造力的重要途径。以后，孩子
们可能会用更多的媒介创作出更有趣味的
作品，他们会把这种思维方式带进未来的
生活，奇思妙想，无限创意，可以让生活变
得更美好。”晁栋梁骄傲地说。

在“流淌在瓶子上的童年时光——瓶
子彩绘”创作中，除了鼓励孩子们收集各种
样式的瓶子，晁栋梁还尝试引领他们分主
题创作，比如“童年印象”“大美临沂”“我
们的社区”“五彩缤纷的花”等。系列作品
精彩纷呈，孩子们从“瓶子彩绘”中发现了
美，并用它来美化生活。

随着课程实践与研究的深入，孩子们
对于这门跨界课程的兴趣越来越浓，积极
性越来越高，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明显增
多，部分学生将瓶子彩绘作品编成拥有生
动情节的故事，逐渐生成了“瓶子绘本”课
程，在一个个瓶子上呈现出一段段动人心
弦的故事，美术与阅读融合，极大地激发了
学生创作的兴趣和无限潜能。

合作，让每个人都动起来

近几年，晁栋梁所任职的枣园小学致
力于开展“我与童心有个约会”蓓蕾阅读活
动，旨在将孩子们带进丰富多彩的童话世
界。活动过程中，本土儿童作家边存金的
小说《会玩，才有翅膀》一书，引起了学生们

极大的阅读兴趣。
学校一直在思考：如何引领学生将以

文字形式呈现的童话故事变成触手可摸的
立体形式，让童话人物从字里行间走出来，
将童话故事演绎得更为精彩和直观。这一
思考与晁栋梁的探索不谋而合。在学校的
支持下，晁栋梁等教师组织学生开展了“童
话故事的二度创作”活动。

在“童话故事的二度创作”活动制作现
场，师生们有趣互动，孩子们团结协作。

“我们前段时间都读过《会玩，才有翅
膀》，并且对书中的全部章节进行了绘画，
是吗？”晁栋梁问道。

“是。”
“听说同学们非常喜欢超轻黏土，那我

们从现在开始就用超轻黏土来进行阅读？”
“什么？用超轻黏土进行阅读？怎么

阅读？”一个学生小声问道，“是不是把书中
非常好的情节捏出来？”

所有学生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转到了晁
栋梁身上，极力想从老师身上找出答案。

“你们每小组6个人，现在就请各组组长根
据每个同学的特长分配任务，之后考虑一
下创作哪幅作品，怎么创作，一会各组上报
实施方案。”

“老师，我们组由晁凡和张洵负责建筑
框架，姜磊负责塑造背景，姜涵清负责故事
中其他事物的塑造，朱培森和我负责塑造
故事中的人物。”吴晓宇一口气说完。晁栋
梁听了，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过多进行
评价。

“在创作时，同学们要考虑所做东西
的大小比例、环境、情节、风格与整个主题
是否和谐，方方面面都需要小组成员之间
密切协作。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
困难，尤其是‘似与不似之间’的问题，是
我们各组需要重点解决的。”晁栋梁强
调道。

人们常说，“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
得远”，这句话充分说明合作的重要性。小
组内既要分工明确，又要互相沟通、合作，
才能达到共同的目标。超轻黏土主题创作
是在不断进行分工与合作中完成的，合作
包括小组内合作、小组间合作和师生互动
合作，整个主题创作过程是三种合作互动
的结果。每个小组汇报创作方案，教师提
出对创作方案的建议，其他小组也会献言
献策帮助优化方案。在关键环节，教师参
与小组讨论，了解创作情况，有时也会受到

意外的灵感启发。

触摸，让认知变立体

想象力是学生在创作过程中得到的瞬
间灵感启发，发挥想象力是创作极其重要
的环节。学生在做超轻黏土创作之前，需
要构思创作方案，包括需要的辅助材料、人
物及情节的安排、色彩的搭配、故事发生的
环境及布局等。学生依据最喜欢读的“童
心剧本”——《会玩，才有翅膀》所创作的6
个最感兴趣的主题，并不是完全呈现书中
的情节，而是经过“小导演”们的丰富想象
力创造出来的。

在“桃园拔鸡毛”主题中，三个孩子溜
进桃园淘气地拔鸡毛，书中的王桃园爷爷
当时不在现场，但为了增加故事的紧张感
和整体视觉效果，学生们制作了一个长着
花白胡子、弓着腰的王桃园爷爷，从屋里听
到声音后拄着拐杖蹒跚走了出来。在书
中，“走红地毯”这个故事发生在教室门口，
但是在教室门口的场景很难创作出吸引人
的画面，这个小组的同学灵机一动，选择了
在教学楼门口走红地毯，这样一来，红地毯
周围制作出花园般的效果。该组的同学还
特意给书中的主人公小蚊子老师加上了天
使般的翅膀，既体现出小蚊子老师的爱心，
也与书名中“翅膀”及书的内涵相呼应，孩
子们不经意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总让人惊
叹不已。

艺术中所普遍包含的真、善、美必须明
晰地转化为个体形象，才更容易为大家所
接受。学生们在讨论和制作过程中，加深
了对童话故事的理解，真、善、美的感受和
认知根植在了他们心灵的深处。

孩子们在晁栋梁的工作室找到了放飞
心灵的空间，并用作品呈现出来，还有什么
比这更幸福的呢？这间堆满了五彩缤纷色
彩的小画室里，不是充满作业负担的教室，
而是自信心与艺术灵感完美结合的港湾。
在这个港湾里，有一位爱创造的“大孩子”
与许多爱想象的小孩子，一起玩，快乐学。
这些用汗水浇灌出的充满惊喜与感动的作
品，让艺术价值与教育价值完美融合。

“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知识是有限
的，想象力可囊括世界。”晁栋梁非常认同
爱因斯坦的这句话。面对学生们创作出的
一件件充满童真童趣的精美作品，作为指
导教师的他“感觉很充实”。

张文质老师是我成长路上的重要他
人。由最初“新思考”网上相识，到如今的

“教育 1+1”相知，一直循着他的足迹成
长。甚至有一段时间，自我言说的风格也
受到他潜移默化的影响。近年来，他把研
究的视角更多地放在了家庭教育。

而今，再次得到他的新书《奶蜜盐》，备
感荣幸。他视角敏锐，独辟蹊径，从孩子生
命成长的核心元素“奶”“蜜”“盐”中积聚能
量，追根溯源，探寻家庭教育第一定律，为今
天的父母带来了一部不可多得的福音书。

“奶”——给孩子充足的原动力，为孩
子 一 生 涂 上 温 暖 底 色 。 文 质 老 师 说 ：

“奶”，既是真实的乳汁，也是一种象征；是
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是流动的液体，也是
物化的条件。这种以爱为“奶”的营养，要
灌注在孩子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在这抹
温暖的底色里，他更多从“亲子关系”的角
度强调了“母亲在场、父母陪伴和捍卫童
年”的重要。

母亲在场。西方有一句教育格言：推
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可见，母
亲在教育孩子成长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
作用。从胎教到乳汁哺育，孩子与母亲近
距离肌肤相亲，心息相通，让孩子自由地释
放本能的需求，带给他们无与伦比的快乐
和安全感。

适时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一
直以来，在儿子的成长过程中，我最得意的
便是一路不忘陪伴，与儿子始终保持良好

的亲子关系。我们家沟通的传统项目是
“话聊”。每天睡前的20分钟交流，是我与
儿子之间最美妙的时光。有时是开心事的
分享，有时是烦恼事的诉说，有时是学习方
法的交流，有时是生活百态的探讨……即
便儿子犯点儿小错，也只点在关键处，让他
心服口服。因为我内心深处一直知晓：唠
叨是大忌。点到为止，恰到好处。有时想
想，磕磕绊绊的青春，或许更有味道吧。

捍卫童年。文质老师指出：一个人童

年时受过的伤害，尤其是来自父母的伤害，
会像刻印一般，在人的心里留下永远不会
消除的生物疤痕。只要遇到相似的情景，
童年时感受的痛苦就会再次发作。

“蜜”——让孩子认识与体察“好的世
界”，浸润孩子健康阳光的人生。“蜜”，是指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要把鼓励、赞赏这些甜
蜜的情感支持方式，变成家庭中最重要的
互动方式。在这里，文质老师更多从“教育
方式”的角度阐释了孩子认识与体察世界
的方式。比如，他提出“一切教育都可以游
戏化”的理念，令我深有感触：“游戏可以让
孩子体验乐趣，学习活动规则，激发想象
力。父母遵从孩子喜欢优秀的天性，可以
寓教于乐，让孩子时时乐学。”

“盐”——性格塑造决定孩子未来的格
局，让成长举重若轻。这一部分，文质老师
更多从锻造能力的角度一针见血地指出：
适当的“盐”，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品格，承
担责任的意义，让他们面对某种社会现实，

有足够的勇气去承担、去接收属于自己的
任务，从而在锻炼中成长，而不是回避、逃
避和退缩。比如直面死亡教育、必要的劳
动教育等。

书中类似的常识教育比比皆是，作为
新时代的父母，我们一定要更新观念，“制
定与孩子相适应的学习目标”“把孩子放到
群体环境之中”，认识到“惩罚教育，伤害是
双向的”，坦然正视“一个新问题——‘尿不
湿时代’孩子的敏感与无感”——“不仅要
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能力等方面领
先于上一代父母，还应该反过来向孩子学
习新的技术、新的生活方式以及更有包容
度、宽容度的思想观念”。

迫不及待地读完此书，回味良久良
久。回望自身的成长，守望育子的幸福，我
知道成长永远是双向的共赢。一生的课
题，一路修行，永不止境……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葫芦岛市龙港区
南苑小学）

今天我们这样做父母
——读张文质《奶蜜盐》有感

□陈兴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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