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慧指文化”，健全学生人格

“Hello！欢迎来到陶艺室！”眼疾手
快的晓彤正捏着陶泥，看到金发碧眼、肤
色各异的留学生们来陶艺室参观，立刻
眼前一亮，送上响亮又甜美的问候。

“Let me help you. 鱼的尾巴这样
捏，鱼鳞这样刻……”初学英语的晓彤
当起小老师，与汉语不是很流利的留学
生连比带划地交流着。渐渐地，一幅生
动形象的《年年有余》作品诞生了。留
学生和晓彤的脸上洋溢着满满的成就
感，双方互相竖起了大拇指。

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留学生到广
东省佛山市东平小学参观时，学生向留
学生介绍“慧指文化”的情景。

“慧指文化”是东平小学一道美丽
的风景线，更是学校“大教无痕·小学有
成”办学理念践行的落脚点，学生们“以
指展慧”，演绎着童真指尖上的精彩。
究竟何为“慧指文化”呢？

“慧”，意为聪明、有才智；“指”，引
申为学生用身体在学习中实践、合作、
创新。因此，学校试着这样诠释“慧指
文化”：让学生依童心感悟生活，用慧眼
观察世界，用双手创造智慧，培养学生
的实践力、想象力和创新力；让教师抱
着童心教学，用慧心引领童真，用双手
呵护学生的身心成长。“慧指文化”，旨
在打通学生“动手”与“动脑”之间的障
碍，指慧通达，让学生拥有健全人格。

学校依据“慧指”理念，开发和研究
适合学生的“慧指课程”，并不断探索其
独立而丰富的课程体系和价值意义，让
学生在“慧指课程”中享受快乐、践行文
明、传承文化。

“慧指课程”孕育“慧指文化”

每周五下午，东平小学的校园就会
变成热闹的乐园。每个学生都能找到
自己的爱好，尽情地舞动自己的双手，
感受“妙手生花”的愉快。

广绣坊里，几个学生在专注地飞针
走线，一只栩栩如生的兔子，一个色彩
斑斓的脸谱，在学生们娴熟的手里渐渐
成型。

翠色欲流的蕉园、桂园前，一群学
生趴在地上，铺开画卷，时而目不转睛
地盯着肥大的蕉叶，时而在纸上挥毫泼
墨。墨汁从笔锋中流出，画意在指间流
淌。他们在跟着国画教师校园写生，墨
记东平。

陶艺室里，晓彤又与小伙伴一起玩
起了泥巴，这次她要制作一个美丽的陶
罐，送给自己喜爱的张老师。

……

这些是东平小学“慧指课程”的一
部分，是基于区域优秀传统文化、学校
特色发展方向和教师特长开发的，依师
而创、依班而建、依生而行，让学生的身
体感知成为成长的基础和起点，用身体
联结与世界的表达。

“慧指课程”种类繁多，基于区域优
秀传统文化开发的有广绣、陶艺、版画、
剪纸等课程；基于学校特色发展方向开
发的有绘本、篮球、文明体验等课程；基
于教师特长开发的有形体、水乡国画等
课程。

在“慧指文化”的引领下，每个班级
还开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慧指”班本
课程。比如，教师谭少贤开设的学科延
展类课程“数学日记”，画数学、贴数学、
旅游数学、观察数学、气候数学，每一本
数学日记凝聚的是学生用自己的身体
语言去发现数学、研究数学、探寻数学
之美的体验。又如，教师曾娜开设的学
科整合类课程“娜一班·童课程”，教师
与学生一起走进童谣、童诗、童书、童
画、童剧，汇聚了音乐、绘画、舞蹈、戏
剧、游戏、体育，充满了探究趣味和童年
之美。再如，教师唐志梁开设的手工艺
类课程“折出我未来”，教师与学生玩折
纸，从 1.0 版折到 3.0 版，从传统折纸到
当代折纸，从中国折纸到国外折纸，尽
情演绎指尖上的美丽。

“慧指课程”的实施方式多样，如
广绣课程采用学生自主探索的方式，
研究“问题设疑——观看视频——寻

找 方 法——反馈交流——学生练习
——汇报评价”教学流程的实效性。陶
艺课程以常规美术课与陶艺课结合的
方式，鼓励学生合作探究、大胆创新。低
年级绘本课程以主题阅读开展教学，培
养学生的阅读兴趣，经过画面与文字的
浸润、熏陶，许多学生已经从“读”绘本过
渡到“创”绘本。篮球课程采用“读一读、
练一练、玩一玩、赛一赛”等形式，让学生
体验篮球运动的乐趣。

“慧指课程”依年级次第推进，打破
了以往单一社团学习的做法，将课程统
筹设计，全部列入课表，用课时保障每
个学生有所收益。在实施“慧指课程”
过程中，学校让学生亲近优秀传统文
化，让他们自己推门启窗、追根溯源、穿
行其中；还让学生与大师面对面，由大
师手把手地教，聆听文化传承的声音，
烙上本土文化的印记。

“慧指文化”演绎师生新变化

渐渐地，“慧指文化”让校园变了
样。“井盖涂鸦”以大地为课堂，学生们
为井盖绘涂鸦，书写“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让校园的每一处地面都留下童
年的足迹。“轮胎涂鸦”在“轮胎乐园”进
行，学生们为一个个黑色轮胎穿上不同
主题的新装，有的是花，有的是彩虹，有
的是漂亮的几何图形……使“轮胎乐
园”也成为学校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
之地。

不仅如此，校园里的每一棵树、每
一株花草都由学生亲手栽种和培育，学
校相继创建了绿韵廊、木瓜园、葡萄园、
龙眼园、玫瑰园、百果园。学生们每天
给植物浇水、施肥、松土，观察植物的生
长，感受生命的力量。在教学楼前的

“开心菜园”，各班领取一块自留地，学
生们参与播种、耕作、收获，体验农耕的
乐趣，享受劳动的快乐。

“慧指文化”让学生变了样。“快来
围观啊！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里有好
看的《查理九世》，有滑稽的漫画，有经
典名著，还有校园小说……你买哪一
本？买多了可以优惠！”一个“书摊老
板”一边举着自己班级绘制的海报，一
边很卖力地推销自己班级的书籍。

每年由学生全程自主组织完成的

“淘书节”活动，不仅是简单地交换图
书，更是一种社会职业的体验。一届又
一届“淘书节”活动的举办，是学校“书
香校园”建设过程中的文化盛宴，学生
们既是淘书者又是销售员，创意海报、
布置摊位、设计广告、制作小礼品，在体
验中提高了动手、动脑能力，学生们变
得知礼、阳光、大气、自信起来。

每周二下午，开展“环保体验日”
活动，这是全校环保小卫士最忙碌的
日子。他们要检查每个班的垃圾分类
是否合理，把每个班的可回收垃圾打
包，对没有完成任务的班级环保员进
行再培训。学生们通过“绿色课堂”

“洁净校园”加强自我教育，并向各自
的家庭传递“绿色生活”理念。每一门
课程的叠加和交叉，彰显的是“慧指”
的 无 处 不 在 ，带 来 的 是 学 生 的 悄 然
变化。

“慧指文化”让教师变了样。在东
平小学，教师的兴趣爱好并没有因为工
作的繁忙而被忽略。相反，他们可以一
边工作一边与学生做着自己喜欢的
事。在“慧指课程”建设中，许多教师根
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比如，喜欢阅读、绘画的教师，开
设了绘读课程；喜欢手工的教师，开设
了剪纸、编花、捏彩泥等手工课程；喜欢
棋艺的教师，开设了象棋、围棋、军棋等
棋类课程；对物理感兴趣的教师，带着
学生们玩起了“云霄飞车”……“在学
校，我有自由发挥自己爱好的空间，将
爱好的东西研究得更透彻，这是让我感
到最快乐的地方。”一位教师说。“慧指
文化”让教师保持了积极向上的工作动
力，点燃了他们积极学习的欲望。

一双双小手装点了校园，一样样兴
趣走进了课程，一枚枚种子播进了心
灵。漫步东平小学的校园，映入眼帘的
是文化墙、影像东平、笑脸墙、陶趣园、
绿韵廊、绣馨园……这些稚嫩却富有童
趣的作品俯仰皆是，让参观者深深感受
到，这是一个“慧指文化”的栖居之地，
是一所真正属于学生的魅力校园。

未来，在学校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
下，“慧指”一定会在学生童真的心灵里
生根发芽，生长出文化的芬芳，生长出
童年的光亮。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佛山市东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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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好课程

初中-高职“亲密接触”

学校每年都会有75%以上的学生考入
高职院校。但是，他们往往在升入职业院
校后，对自己的专业不满意。为此，江苏
省常州市市北实验初级中学在完成基础
课程的同时，开设特需课程，主动在学生
和高职院校之间搭建桥梁，提前让初中生
接触高职课程。

学校与常州的两所职业院校合作，在
全国首创“初中-高职”衔接课程。职业院
校提供热门专业供学校选择，学校则提供
课程菜单供学生选择，最终设置了“电子产
品安装与调试”“环境检测”“影视剪辑”

“中、西点制作”等4门特需课程。学生可以
自由选课，从初一开始每周到职业院校上
1-2节课，对将来可能填报的专业先来一次

“亲密接触”。

女子素养课程贯穿小学至高中

日前，在广东省深圳市桃源居中澳实
验学校，女子素养教育系列课程全面开
课。该课程通过24期专业培训，完成一个
女孩生命成长各个阶段的磨砺与蜕变。

女子素养教育系列课程设有现代女
性礼仪、传统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花“八
雅”、体育课程和京剧、豫剧、黄梅戏艺术
课程。在现代女性礼仪课程上，来自深圳
航空公司的礼仪教官担任指导教师，从30
位身着青花瓷系列礼服的初中女生基本
站姿入手，通过演示、体验等形式进行首
次教学。

学校6岁至18岁的女孩均可选修女子
素养课程。在这里，共开设茶道、插花、国
画、社交礼仪、基本形体、心灵之旅、烘焙、
女子防身术、生命教育大讲堂等9门课程。
学校对低年级女生进行就餐、站立、行走、
入座、如厕、饮食等生活细节方面的教育，
培养她们独立穿衣、洗漱、系鞋带、扎头花、
背书包等良好的生活与学习习惯；组织高
年级女生学习中国礼仪、国际礼仪、现代交
际、家庭沟通等，还将进行女子生理调养、
心理调适、情感管理、烹饪技能等方面的
指导。

家庭教育“入驻”学校“课表”

为了让家长学会放手，培养孩子各方
面的能力，湖南省衡阳市启动“建立完整
的家庭教育服务体系”、组织“百万家长进
学堂”、打造“互联网+”的衡阳家庭教育新
模式，旨在通过学校、家庭的共同努力，不
断提高家庭教育的科学水平，营造有利于
学生健康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形成教育
合力。

据悉，家庭教育已普遍走进衡阳市城
乡学校的“课表”。湖南省常宁市夏联完
小位于城乡接合部，有近一半的学生是留
守儿童。学校编写了相关教材，每学期开
展家庭教育培训，举行学校开放日活动，
家长到课率达到80%以上。学校开展的培
训很有针对性，如一年级教家长如何培养
孩子的行为习惯，六年级教家长如何应对
孩子的叛逆期，很受家长欢迎。

重拾方言文化

“逢人渐觉乡音异，却恨莺声似故
山”。熟悉的乡音让人想起故乡、记住乡
愁，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传
承中华文化、保持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基
础。然而，近年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
快，人口流动的频繁以及普通话的推广，
地道的方言严重退化、萎缩。今年，江苏
省政协委员袁小良在提案《弘扬本土文
化，保护地方语言》中建议，在中小学设置
地方语言普及课程。

袁小良认为，在中小学设置地方语言
普及课程，可以结合本土传统文化教育、
本地戏曲、本地语言等，如扬州可以结合
扬州评话等地方曲艺，开展扬州方言普及
课程；苏州可以结合苏剧、评弹等戏曲曲
艺，开展苏州方言普及课程；徐州可以结
合汉文化教育，开展中原官话普及课程，
各地结合自身文化传统和地方特色，形成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程，让学生们在
游戏和实践中掌握地方语言，熟悉传统
文化。

（钟原 辑）

演绎指尖上的美丽
□□谢立清

广绣童年广绣童年，，我行我绣我行我绣。。这不只是女生的专利
这不只是女生的专利，，男生也很棒男生也很棒

““淘书节淘书节””活动中活动中，，学生们为班级售书各出奇招
学生们为班级售书各出奇招

““风筝节风筝节””活动中活动中，，校长与学生们一起彩绘童年校长与学生们一起彩绘童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征稿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要求按照一体化、分学段、有序推进的原则，把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育、
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要求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学科建设，重视保护
和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作为教育工作者，做好传承、普及、弘扬工
作义不容辞。在中小学阶段，可以开设哪些课程？在课程建设和实施方面
又有哪些经验？从下期开始，周刊将推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选
题，选题将涉及诗词、对联、书法、儒学、经典诵读、文言读写、地方剧等课程，
欢迎各学校和教师投稿，介绍设置“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方法和经验，周刊
将择优选登。

来稿2000字以内，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留下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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