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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树教育的“南枝”

挖掘南社精神挖掘南社精神、、品味南社文化品味南社文化，，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一中围绕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松陵一中围绕““南社南社””做足文章做足文章，，开设开设““小南社小南社””综合实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践活动课程，，不仅让学生受到了文化的熏陶不仅让学生受到了文化的熏陶、、提高了探究能力提高了探究能力，，还探索了一条课程扎根校园的特色发展路径还探索了一条课程扎根校园的特色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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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死亡”体验

当生命的计时器停止摆动，当死

亡悄然降临……这一刻，你留在世上

的会是什么？近日，一场集体“葬礼”

在四川省成都七中万达学校举行，50

多个学生静静地躺在地板上，体验着

“死亡”的滋味。

“死亡”体验是该校心理健康课程

的重要内容，课程以“向死而生”为主

题，通过欣赏图片、亲身体验等方式，

让学生领悟生命的真谛，学会敬畏

生命。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是全国心理健

康教育特色学校，开设了艺体模块课

程、心理健康活动课程、心育技能训练

课程以及社会体验课程等四大课程体

系。学校正在进一步开发适合高中学

段学生特点的死亡教育课程。

别样“宽课程”

学生根据兴趣自主选择特色课程

体验，有的参加棋艺对决，有的化身小

小造型师，有的细品茶艺之道。

近日，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华南

师范大学附属太和实验学校热闹非

凡：2000名学生及家长来到该校举办

的“宽教育”成果展，体验别样的“宽课

程”。

“宽教育”是华南师大附校为了全

面推进“1+X”学科课程群建设而提出

的教育理念，包含“宽课堂”“宽德育”

“宽管理”等子系统。“宽课堂”包含语

言与交流课程、逻辑与思维课程、空间

与审美课程和自我与规划课程等。

在探究中走过四季

“梨花鼓韵青荷咏风，紫竹生律黄

梅写意”。安徽省合肥市红星路小学

北环阳光校区的教学楼挂着书法家陶

天月的题诗，这正是学校一年四季自

然景观的真实写照。

该校区依循季节与时令，开设“春

课程”“夏课程”“秋课程”“冬课程”的

四季课程，与学校的校园节日、传统节

日以及地方民风民俗结合，提供菜单

式实践体验。比如“春课程”，一二年

级孩子研究什么在萌芽，学会养蚕，三

四年级孩子放风筝、植树，五六年级孩

子端午节包粽子、踏青。

学校的课程评价机制摒弃了分数

和等级，使用《学生手册》及时记录学

生学习全过程，以成果发布的形式进

行评价，带动孩子们在自然中走向健

康人生，维护健康生态。

（刘亚文 辑）

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

课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

中，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教师之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

情。故事里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

力带给教师的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

的错误带给师生的启发……我们的想

象有限，你们的故事精彩无限。2018

年，让我们从讲好课程故事开始，挖掘

过程育人价值。

故事1800字，校长点评600字。

晒晒学习成果

学校的产品是课程，课程的产品

是成果。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育

人物化”的显性色彩：美术课的文创、

创客教育的“造物”、项目学习的自制

图书……每个作品都是学生的学习成

果，承载着学生的一段经历和体验。

他们“生产”了什么，他们有怎样的感

受，请课程导师将图文发给我们。

文600字，图片文件不小于1M。

征 稿

盘活课程资源

一线动态

“小南社”虽然小，但却能以小见大。这

是记者采访江苏省苏州市松陵一中“小南社”

课程后的感受。

南社是一座“藏宝山”，有无数的资源等

待挖掘。松陵一中立足本土文化开设的小南

社课程，既加深了学生对家乡的认知和归属

感，又能“就地取材”，觅得与教育相匹配的课

程资源。

小南社以传统文化课程为主，但也包含

新闻、科技等“新潮”课程。这些课程都归拢

于大的课程体系之下，分门别类，循序渐进，

都能从南社中找到根源。

小南社的教学方式也很有特点。小南社

负责人钮烨烨在上诗词课时，不是仅仅让学

生阅读、分析而已，而是将阅读与创作融为一

体。钮烨烨带着学生分析每个韵部的常用

字，让学生更深入、更熟练地掌握诗词语言。

别看这些学生年龄不大，但写出来的诗

词文采斐然。说到对诗词教学的执着，钮烨

烨表示，南社首先是一个诗社，小南社的成员

怎能不会创作诗词。今后，诗词课也将成为

小南社的重点课程，让学生系统、扎实地传承

诗词文化。

扎根乡土文化，小南社非常重视盘活社

会资源。教师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博物馆、名

人故居，也经常与当地的柳亚子研究会、诗词

协会、书法协会等社会团体联系，邀请他们给

学生讲学。

“每个人的知识储备都是有限的，况且依

靠为数不多的教师开展这样的综合实践课程

非常困难，所以一定要‘转益多师’，把课程的

围墙打破，让社会和生活成为课程的一部

分。”钮烨烨说。

对于小南社的发展，钮烨烨表示，一方面

要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继续下功夫，让课程设

置更系统、更合理、更专业，另一方面则要寻

求合作和拓展。

“据我所知，全国还有一些学校开设了与

南社相关的课程，我们要想办法联合起来，组

成‘南社课程研究会’，分享资源、互通经验，

让课程拥有更宏大的视野和格局。”钮烨烨这

样展望小南社的未来。

也许，许多年后，从小南社走出来的学生

会成为新时代的柳亚子、苏曼殊、陈去病……

当他们成长为国家栋梁时，心中一定不会忘掉

中学阶段那一丛丛随风摇曳、柔弱而坚韧的

“小南枝”。

柳亚子、陈去病、苏曼殊、马君武、吴梅……

提到这些曾叱咤风云的人，便想到“春雨楼头

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唯有胥涛若银练，

素车白马战秋风”等脍炙人口的诗句，脑海中

还会浮现“南社”二字。

南社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化社团，1909年

成立于江苏省苏州市。百余年后，苏州市吴江

区这处“吴根越角、江南腹心”之地，又出现了

一个遥相呼应的“小南社”——江苏省苏州市

吴江区松陵一中“小南社”综合课程。

如果说南社是一棵大树，小南社则是树干

上的“南枝”，生长在吴风越韵的土壤之中，“吴

风越韵赋南枝”。

“南社大房”成就课程资源

吴江区素有“南社大房”的美称——南社

的3名发起人中，柳亚子和陈去病都是吴江人；

在南社千余名社员中，吴江人超过十分之一。

谈及成立小南社的缘由，松陵一中校长费月芳

说：“南社给吴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精

神财富，是松陵一中得天独厚的文化资源。”

南社是诗社，小南社自然也教学生创作古

典诗词。记者看到小南社的诗集《南枝吟》，一

首首清雅的诗词映入眼帘。副校长、小南社指

导教师钮烨烨介绍，为了让学生喜欢上诗词，

教师摸索出“分韵施教”“标声填空”“热词组

合”“一游一作”等教学方法。对于初学写诗的

学生，教师会提供标有平仄的“填字格”以及唐

诗宋词中出现的高频词汇表。

学生沈艺洋说：“开始写诗时，肚子里没

‘货’，这些高频词帮了大忙。而且在挑选词语

过程中，我知道了该怎样调整格律、描述事物、

表达想法。”

当年南社的刊物《南社丛刻》诗文风雅，如

今小南社的《南枝吟》虽然雏凤清鸣，也能扬葩

振藻。

南社人为我国新闻事业奠定了良好基础，

“新闻课程”自然也是小南社的学习内容。

当教室屏幕出现“读报时间”字样时，学生

训练有素地走上讲台，打开报纸，讲述自己认

为有价值的新闻；当屏幕出现“热点追踪”字样

时，学生纷纷列出热点问题，讨论后形成采访

提纲；当屏幕出现“焦点访谈”字样时，学生走

出教室去采访，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

和摄影，工作井然有序。

冬天到了，钮烨烨在小南社教室后的展示

台贴上了“岁寒雅集”几个大字。接下来，学生

依次上台亮相，有写毛笔字赞颂南社的，有朗

诵南社诗文的，有表演南社人物短剧的，忙得

不亦乐乎。

这就是学生学习小南社课程的片段，钮烨

烨介绍，小南社课程包括“四纲十二目”。“‘四

纲’是南社风骨、南社风雷、南社风韵、南社风

范，分别对应德育、新闻、文艺、科教几个主

题。‘十二目’则是根据‘四纲’开设的具体课

程，包括情系鲈乡、焦点访谈、玩转媒体、诗词

风雅、翰墨丹青、梨园漫步、科学探索等”。

小南社虽然小，但开设的课程丰富多彩，

课程安排循序渐进，正如苏州园林一般，曲径

通幽，小中见大，风光无限。

南社精神让课程扎根

去年 6月，“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开幕

式在苏州举行，由小南社创作的话剧《复壁脱

险》被选定为开幕式表演节目。从柳亚子与其

妹夫凌光谦相聚的欢声笑语，到夜半闻敲门的

惊心动魄；从军警抓人的山雨欲来，到柳亚子

藏身复壁的柳暗花明……学生表演精彩纷呈，

引人入胜。

苏州市吴江区教育局艺术教研员王展鹏

评价：“学生的表演惟妙惟肖！剧本虽短，但人

物心理活动复杂，排演很有难度。”柳亚子纪念

馆馆长感慨：“我们都知道柳亚子‘复壁脱险’

的故事，但今天小南社把它演活了。话剧的成

功在于小南社善于从乡土文化中寻找资源，这

种做法让下一代了解家乡、热爱家乡。”

“让课程扎根”是松陵一中实施小南社课

程的重要理念，学校团委书记刘亚萍告诉记

者，指导教师以南社相关人物为线索，引导学

生深入挖掘与故乡有关的历史故事，让学生深

刻体会南社精神。

对学生孙城德而言，家乡诗人柳亚子一直

是童年的记忆，但也仅限于知道柳亚子故居和

“爱国诗人”身份而已。参加小南社活动后，孙

城德收获颇多：“《毛柳唱和》的朗诵活动，让我

认识到柳亚子卓越的诗词才华；听松陵一中校

友的《柳亚子与毛泽东》讲座，让我体会到柳亚

子和毛泽东的深厚友谊；参观吴江博物馆《柳

亚子诞辰130周年纪念展》，让我全面了解了柳

亚子一生的贡献和影响力。现在，我心中柳亚

子的形象更丰满了。”

学生裴文豪给记者讲述了研究吴江文化

人物郑式如家谱的活动。

“我们6人一组，对郑家成员的关系进行梳

理并绘制‘家谱树’，绘制过程中发现郑重、陈

省身、郑兰荪等郑家成员一生致力于科学和教

育事业，我们也决心学习这种精神，回馈家乡、

报效祖国。”

“南社精神至少包括爱国精神和专业精

神，在小南社课程中，爱国精神自然是要贯穿

始终的，但他们也没有忘记继承南社代表人

物的专业精神。”吴江区南社研究会会长俞前

这样阐述松陵一中传承的南社精神。

从南社精神中提炼出的爱国精神和专业

精神都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钮烨烨表示，课

程开设的目的不仅是让学生获取知识，更重要

的是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小南社课程以南社为主题，聚合了地域文

化资源、学科学习、能力训练等诸多要素。苏

州市教研室教研员徐燕萍告诉记者：“小南社

课程为学生搭建了职业体验等实践平台，帮助

学生学会学习、学会认知、学会活动。”

小南社以南社为独特视域，致力于继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但对于其教育内涵而言，不

仅是“法古追远、绳其祖武”，更走上了一条与

时俱进、推陈出新的道路。

特色教学策略传承南社文化

小南社的不断发展与松陵一中的管理理

念息息相关，费月芳介绍，小南社之所以让学

生觉得有滋有味、余味回甘，就是因为学校有

良好的课程理念和课程实施策略。

南社文化涉及文学、教育、新闻、历史、戏

剧、音乐、书画、数学和科学等多个领域，这就

决定了小南社课程是一种学科融合的教育教

学模式。

语文教师夏王悦向记者介绍了《李叔同的

歌词》一课的教学。

当李叔同作词的《送别》歌谱出现在屏幕

上时，学生使用音乐课上学会的演唱技能，重

温熟悉的旋律。随后，夏王悦出示李叔同的代

表作要求学生快速阅读。学生迅速开展小组

合作，不仅完成了夏王悦布置的任务，还发现

李叔同四字句、五字句、七字句较多，“这说明

他的歌词创作受到《诗经》和《楚辞》的影响”。

接下来，学生要模仿《送别》句式创作歌词并演

唱，学习结束后夏王悦又布置为《送别》配图的

作业。

“在这次学习中，学生需要调用语文、数

学、美术、音乐等学科知识，改变了学科之间

‘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副校长吴丽芳认为，

小南社课程的价值体现为学生在具体情境中

利用各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达到了学以致

用、活学活用的目的。

走进小南社的“文创工作室”，一个个文

创产品呈现在记者面前：用南社发起人题字

做成的书签，印有南社首次雅集地张公祠牌

楼照片的靠垫，包含小南社标识的小巧玲珑

的挂件……都是学生的成果。

完成了《复壁脱险》连环画的学生董伽

豪笑着说：“在我确定制作一本南社小故事

连环画项目后，从选择故事到图文编辑、排

版印刷的每个环节都得到了老师的指导和

同学的帮助，我的电脑水平和绘画水平都有

了提高。”

小南社项目学习客座教师、苏州市职业大

学教授傅小芳感慨：“这种学习方式注重师生

交互，能帮助学生更好地利用生活资源、融合

学科知识，对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有

不可替代的作用。”

小南社的游学活动也深受学生喜爱，比如

前不久举行的“寻梦南社”就让学生记忆犹新。

在“南社聊斋”板块，学生听了南社研究

专家的微讲座，并就“南社与教育”的一些问

题与专家进行对话；在“故居寻访”板块，学

生参观了新南社展览馆、盛泽世泽堂，提出了

保护世泽堂的倡议；在“职业体验”板块，学

生采访并了解了教师职业的内容和要求，并

尝试走上讲台教一首南社的诗；在“社会服

务”板块，学生走到古镇街头，向旅游者发放

“南社与教育”的宣传资料……学生的足迹遍

布具有南社历史文化遗存的黎里、同里、盛泽

等镇区。

有家长评价说：“‘寻梦南社’游学活动改

变了学生游学只游不学、走马观花的现象，他

们现在是带着问题游，在游玩中学习，形式好，

效果也好。”

参加活动组织的历史教师吴慧娟介绍：

“以南社文化为主题的游学活动充满风雅气息

和文化魅力，我们在设计中尤其注意利用本地

场馆和专家资源，增强趣味性和知识性。”

“远闻南社多才俊，满饮葡萄祝酒杯”，

这是南社著名诗人马君武的诗句，寄托了他

对南社同人的赞颂和希冀。如今，松陵一中

的小南社虽“小”，但承传着先人的智慧、文

化、精神，辅以先进的课程理念和执着的教

育精神，相信这一树“南枝”，定会摇曳生姿，

蓬勃成长。

□本报记者 金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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