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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 陶

争做“农场主”
□蒙庆莲

我的课程观

□张红妹

现在的学生，特别是城里的学

生，已经嗅不到泥土的气息，更别

说亲自种地了。为了让学生亲近

自然，掌握种植菜园、打理菜园的

步骤和技巧，在学校领导的支持

下，我在校园一隅专门开垦了一块

农田，开发了一门课程——开心

农场。

“五一”劳动节这天，学校在网

上发布消息，学生可以进行责任田

认领。消息一经发出，家长和学生

积极响应，学校成功招募了 25 名

“农场小助手”。

有 了 土 地 ，学 生 变 身“ 农 场

主”，通过前期采访调研了解各类

果蔬的种植时令和方法，撰写果蔬

种植年计划，保持菜园品种丰富、

四季常绿。得到教师和家长认可

后，学生在实验田里忙碌开了，耳

听、眼看、手动，还会实行“家庭合

作”。在教师和家长的引领下，学

生每周至少两次进入农场劳作，浇

水、施肥、捉虫、观察，做好记录、留

下照片、撰写日记。学生在劳作中

体验创造性、研究性劳动的欢乐，

锻炼了动手能力，也磨砺着吃苦耐

劳的意志品质，增进了热爱自然、

感恩自然、敬畏自然的情感。农场

劳作还助力学生打开博物视角，增

加学生间合作探究的机会，提升学

生的组织、沟通、调研、合作能力。

到了果实收获的季节，学生分

为卖菜组、制作组、爱心组，他们把

成熟的果实采摘下来，讨论体现果

实最大价值的方法，邀请家长参加

“果实收获季”。卖菜组到市场调

查行情，进行叫卖，所得资金用于

下一次活动；制作组会为顾客送上

“健康食谱”以示感谢；爱心组把自

己亲手种植的蔬菜送到附近敬老

院。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到丰收的

喜悦，也学会了感恩，更加感悟到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

时，故五谷不绝”这种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

学生走进田野，靠近泥土，躬

身体验耕地、刨土、播种、浇水、施

肥的劳苦，同时见证阳光的力量，

感受四季的更替，不仅懂得了“劳

动最光荣”的道理，还领悟了“谁知

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不易，也将

“光盘行动”践行得更加彻底。此

外，课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还提升了学生的探究能力，让

学生学会感恩。

探究教育。学生成立科学和

生物探究小分队，不懂的地方上网

搜索，向家长、教师、农民请教；调

查土壤的成分；探寻植物的生长条

件；研究植物怎样进行光合作用以

及授粉的方法和种类；了解不同种

类肥料对农作物的用处，大棚蔬菜

与普通种植蔬菜的区别及原理；探

究为什么农作物上有虫子，以及使

用农药的利弊。

感恩教育。学生动手制作菜

肴，请教师、父母、敬老院的老人品

尝，还会将自己收获的果实送往福

利院，体验分享的幸福感。

学校还会积极搭建学生成长

平台，注重课程的过程性评价和

总 结 性 评 价 。 在“丰 收 发 布 会 ”

上，学生将自己收集的过程性资

料——如留存的视频、照片、日记

等，通过展演、演讲等形式公开呈

现。学校还会评选出“农场代言

人”和“农场小达人”等：设立评选

小组，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审核

通过即授予“农场代言人”称号；

根据学生提交的作品、果蔬的质

量、年度综合表现等，授予那些表

达完整、创意卓越的学生“农场小

达人”称号。

“生活即课程，自然即课程”。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

到：好的课程可以让学生在做中

学，在参与、对话、批判、质疑、合作

中体验成长，获得成功的喜悦，加

速自身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实

验小学）

创意课程

理财教育：培养孩子正确的消费观
社会上流行着一句话：“你不理

财，财不理你！”在新课程标准实施之

前，小、初、高三个学段没有一门涉及

理财方面的课程。学生基本不了解

理财是怎么一回事，也不知道理财的

方式、效益、风险、目的和意义。2017

年版《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标准》

中设置了“现代家政技术”模块，可谓

解了燃眉之急。

如果让学生对理财持有健康的

心态，养成良好的理财习惯，学生长

大独立之后就会有经济责任心，不会

成为“月光族”“啃老族”。在消费购

物中，学生也能够经得起广告的诱

惑，学会理性消费，不沉迷于物质享

受，家庭也能避免陷入财务困境。

我曾经通过模拟软件让学生输

入家庭财务概况，记录家庭一年 12

个月的收入和支出，得出月收支对

比图、月结余趋势图；家庭有房贷、

车贷的，还要计算负债率，测评家庭

财务风险。高中学生有一定的零花

钱，但数额不大，可以在资产中心设

置一定的现金。比如用 1000 元进行

不同方式的投资：转入银行活期存

款，看月利息和年收益；购买银行理

财产品，根据当前银行理财的利率

计算收益；对于信用卡的使用，我也

让学生体验其高利息与逾期不还的

后果。

通过这些活动，学生终于明白：

理财的目的是让资产增值，实现家庭

财富的累积；明白理性消费的重要

性，正确使用信用卡，树立风险意识；

每月实现有结余，家庭抵御意外支出

的能力就会变强，生活质量也能得以

提高。在对家庭各项支出记一笔账

的同时，学生知道了父母的不易，理

顺了家庭财务状况，知道家庭或个人

每月的收入、支出、剩余、透支，从而

养成合理规划消费的习惯。

数字化金融时代，购物、理财、

转账、支付等都慢慢趋向线上，特别

是疫情背景下，经济条件基本与生

活质量挂钩，经济条件制约着人们

的出行、消费、学习、保健等。成年

人早已知晓这个道理，没有稳定的

经济条件，生活和感情都得不到保

障；但学生可能缺乏这方面的经历

和信息，也不接触家庭财务，许多学

生甚至不知“柴米油盐贵”，不知节

俭朴素。但学生不可能做一辈子的

“孩子”，他们总有一天会走上社会、

组合家庭。如果在学生时代，就让

他们知道理财的意义和价值，就可

以避免养成盲目消费、超前消费、过

度消费的习惯。

对学生尽早进行理财方面的教

育，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做起：

第一，让学生学会记账。学生通

过记账，了解家庭的收入支出、经济

状况以及当前的生活物价，知道钱是

怎样花出去的，还能避免大手大脚，

做到有规划的消费。

第二，让学生学会理性消费。

可以让学生模拟家人的购物情境、

购物习惯，分辨有没有盲目消费、过

度消费的行为。教师设计一些对比

性活动，比如用一定的钱买相同功

能的不同物品。这时，不同的消费

观念就会产生不同的购物标准：有

追求品牌的，有追求实惠的，有追求

折扣的……教师应该引导学生选择

性价比最高的消费方式，让他们掌

握配置最佳资源的能力。

第三，让学生尝试用压岁钱理

财。因为学生不会理财，压岁钱基本

都被“没收”了。教师可以建议学生

说服父母，取用家长能接受的资金作

“本钱”，进行一些理财尝试，让学生

体验到通过合理投资实现财富增长

的成就感，从而懂得财富积累的方式

和意义。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松江区中小

学劳动技术教育中心）

温瑞塘河是温州人的母亲河，“八

十里荷塘、入水捉鱼、端午龙舟、庙会

集市……”组合成了塘河美丽的历史

和浓重的文化。在漫长的岁月变迁

中，它不断兼容着“坚守与开放”，连通

着“传统与现代”，积淀了丰富的文化

遗产、历史印痕和追忆空间。

坐 落 于 温 瑞 塘 河 南 塘 河 畔 的

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独具

“天水合一”的灵气，为了弘扬优秀

的温州传统文化，近距离触摸母亲

河的脉搏，体味那怦然心动的塘河

文化游，学校开设了知识拓展类课

程“出发，看看温州的灵山秀水”。

课程秉持整体性、灵活性和开放性

的理念，与高中阶段的英语学科相

链接，为学生的自我成长打开了一

扇门。

课程目标

1. 让学生感知文化游的内涵，激

发学生热爱温州、创新温州、发展温

州的情怀。

2. 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

情感意识转化到未来从事的工作和

社会活动之中。

3. 让学生学会用英文写游记、当

导游解说，为学生继续学习英语夯实基

础，培养学生的英语运用能力和跨国文

化交际意识，发展跨文化交际能力。

4. 发挥学生的天赋，挖掘学生

的潜力，使学生的灵性和可能性得

到充分发展，为学生的自我成长提

供空间。

课程内容

课程精选了母亲河畔的 6 个地

方——城东的杨府山城市公园、城南

的白鹿洲公园、城中的墨池公园、城

西的九山公园、城北的沿江滨水带状

公园，以及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作为

课程资源。通过介绍其地理位置、自

然景观、人文景观、文化变迁，教师与

学生一起去探知塘河的历史沿革，学

生在图画和文章中抒发塘河情怀，感

受温州文化。同时，学生还会在游历

中发展英语能力，碰撞出一首自然与

人文的交响诗。

课程实施

课程分为7章18课时，主要面向

英语基础较好、热爱旅游的学生，通

过学生自主选课，分小组利用资料查

阅法、自主探究法、小组讨论交流法

进行教学。

第一章《塘河文化游》。第 1 课

时，教师以一首自创自由诗“旅游”

（中英文）介绍自己，带学生走进旅

游世界，引导学生感知延续历史文

脉、注重本土文化的城市建设，理解

文化游的内涵、导入塘河文化游；第

2 课时，教师为学生展示《塘河赋》，

引发学生探寻塘河变迁的足迹，学

生以小组学习的形式用中文概说，

各小组推荐组员用中英文在讲台解

说；第 3 课时，教师要求学生课前拍

摄南塘河的风景照片，课上进行展

示，引导学生探寻山水诗人谢灵运、

山水画家黄公望、书圣王羲之、佛门

书法家弘一大师等文人墨客，激发

学生对家乡的热爱，通过诗画欣赏

培育学生的审美情趣，最后引出温

州城五大公园建筑风格的主题“一

山、一河、一江、一洲、一池”，带领学

生走入与绿意相连相依的温州城五

大公园。

第二章《杨府山公园——城市客

厅》。第4课时，教师带领学生游览杨

府山，领略今日杨府山的特色，体味

山、水、城的自然融合之美；第5课时，

教师播放视频，展现今日杨府山“一

山、一水、五园”景观，让学生欣赏自

然、人文、生态的完美结合，学生分小

组用中英文介绍杨府山公园；第 6课

时，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宋人王巩描写

杨府山的诗《题管圣浩蒲川归隐》，学

生分小组讨论学习古代杨府山的相

关知识。

第三章《白鹿洲公园——城中

绿肺》。第 7 课时，师生游览白鹿

洲文化村，体味传统与现代兼容之

美——文化村以简约、明快为个性，

略带温州民居传统元素，还结合了

“坡屋顶”与粉墙黛瓦等江南水乡的

独特建筑形式；第 8 课时，教师展示

学生拍摄的白鹿洲风景照片，学生

分小组赏评公园的园林特色、民俗

风情以及融合的现代高科技工艺技

术，并用中英文概述“白鹿洲公园的

位置”；第 9 课时，教师播放视频，追

溯白鹿洲由来，学生分小组用英语

完成一篇游记。

第四章《墨池公园——江南园

林》。第10课时，师生游览墨池公园，

一名学生模拟导游，其他学生模拟游

客，“导游”用英语介绍墨池公园位

置，领略“小中见大，咫尺山林”之感；

第11课时，教师播放视频赏析墨池公

园“水系和连廊”“曲径通幽”等特色，

引导学生思索位于繁闹街市中的墨

池公园深厚、凝重的文化特色；第 12

课时，通过鉴赏明代乐清诗人何白的

《玉介园纪胜诗》，学生分组讨论研读

古墨池文化。

第五章《九山公园——亲水公

园》。第 13 课时，师生游览九山公

园“一廊三区九点”等特色鲜明的

景点，用英语描述九山河滨水绿廊

的“栈桥荷芳”，拍摄九山公园的亲

水 图 片 ，体 验 九 山 公 园 的 亲 水 氛

围；第 14 课时，教师展示学生拍摄

的亲水视频，分小组赏评并进行概

述；第 15 课时，学生鉴赏南朝永嘉

太守谢灵运的诗歌《登池上楼》，分

组讨论研读古迹九山，然后通过角

色扮演进行对话。

第六章《滨水带状公园——沿江

绿廊》。第 16课时，师生游览沿江滨

水带状公园，一名学生模拟导游，用

英语解说沿江滨水带状公园并拍摄

视频，教师带学生走进“年轮广场”

“文化长廊”“浦西休闲广场”“活力之

源”，让学生体验温州人“探索—收获

—新希望”的创业历程。

第 七 章《温 州 市 第 二 十 一 中

学——画里学校》。第 17课时，教师

引导学生学习“画里学校”的办学理

念，拍摄、呈现慧源广场画面，用英语

介绍慧源塔；第18课时，游览校园，一

名学生当导游，用英语进行解说介

绍，其他学生分小组用英语概述学校

风貌。

课程评价

课程采用自评、小组互评、教师

评价等多主体形式进行评价，通过体

验式评价与交流式评价相结合、过程

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

定量评价相结合等方式进行综合评

价。在过程评价中，教师需要特别注

重学生的参与态度、兴趣爱好、观察

能力、操作技术、环保意识、合作精

神、创新意识等，重点关注学生的英

语解说和英语交流能力。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

十一中学）

课程故事

出发，看看温州的灵山秀水
□苏 璨

四川省邻水县鼎屏镇第

四小学开发了陶艺校本课程

“乐陶——儿童陶艺制作与

欣 赏 ”，以 陶 为 媒 ，以 技 载

道。学校每两周开设一节陶

艺课，通过“文本学习+陶艺

创作+作品欣赏”三种形式开

展教学；同时借助课堂、社

团、社会实践活动等平台，通

过“快乐玩陶”“有意仿陶”

“开放创陶”“尽情说陶”等训

练，让学生眼、手、口、脑并

用，着力培养他们的观察力、

专注力、想象力、动手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实现以陶育

美、以美育德之目标。

（林正华/文 梅瑰/图）

晒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