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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占地 100 多亩，校园里种着

各种不同的植物，这当中不乏学生喜

欢吃的各种水果。秋天到了，整个校

园飘溢着瓜果香——桃子虽然不大，

山楂虽然很酸，但那是“咱们校园里

的”，是“自己亲手摘的”，有“家的味

道”，有辛勤劳作后的喜悦。学校的

“果子课程”就是在这样的期盼中饶

有趣味地进行着……

柿子要捂才能吃

金灿灿的柿子在秋日暖阳下闪

烁着柔和的光芒，高高的云梯已经

准备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学生

顺利地摘完了 10 棵树的柿子。等不

到清洗，就有学生将摘下的柿子往

嘴里放。“太涩了”，刚摘下的柿子苦

涩无比，调皮的学生“吃亏”了。“柿

子要捂才能吃的”，笑声瞬间充满了

整个校园。

摘下的柿子被放到储藏间，可

是怎么能让它变得好吃一点呢？有

生活经验的学生出主意，“与苹果放

一起”。为什么呢？通过网络搜索，

学生了解到其中的原因，原来成熟

的水果中含有大量乙烯，释放的乙

烯可以催熟涩柿子。虽然学生并不

明白什么是乙烯，却知道了“生活处

处皆学问”。

一周过去了，当学生再次走进储

藏间时，原来硬邦邦的柿子已经变得

异常柔软。“可以吃了吗？”几个调皮

的学生迟疑着不敢往嘴里送，其他学

生也小心翼翼。“太甜了！”尝到甜头

的学生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手里的

柿子。“能再吃一个吗？”答案一定是

不能的，“妈妈说柿子吃多了对身体

不好”。

柿子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又一

个问题产生了。不需要任何提示，

学生就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有人

说上网搜索，有人说问问在农技局

工作的叔叔……“果子课程”就在这

种不经意的问题中不断推进。

开发柿子新吃法

柿子太多了，学生开始商讨如何

处理，最终确定了两个方案：一是开

展义卖活动，感受果农艰辛，也为资

助敬老院做准备；二是开发柿子新吃

法，与全校师生分享“美食”。商讨之

后，柿子酱的制作就开始了。

天气很好，如同学生的心情一

样，每张笑脸上都写满了无尽的期

待。走进烘焙教室，学生所需的一

切用具已经准备好。锅、铲子、白

糖……6 个小组马上就位，明确了

各自的分工，学生剥的剥、刮的刮、

绞的绞，不一会儿就做好了制作柿

子酱的准备工作。开火、上灶、熬

酱 ，“ 你 要 朝 一 个 方 向 推 ”“ 别 停 ”

“ 快 点 ，有 煳 味 了 ，一 定 粘 锅

了”……烘焙教室的学生沸腾着、

跳跃着。

“我感觉咱们这黏稠度可以了，

放在盘子里不流动，能出锅了吧”“还

是尝尝吧，真甜啊”当二组的欢呼声

传出来的时候，其他小组那一双双艳

羡的眼神“唰”地聚集了过去，然后更

加卖力地搅动着自己锅里的柿子酱。

原来柿子也分品种

半个多小时过去，各组的柿子

酱 都 出 锅 了 ，学 生 的 小 勺 也 已 就

绪。三组的小飞轻轻抿了一口，眉

头 一 皱 。“ 怎 么 了 ，不 甜 吗 ？”尝 过

“涩”味的小调皮小阳立刻停止了品

尝行动。“哪里，哪里，是太甜了，甜

得让我怀疑人生了！”小飞马上咂吧

了几下嘴，给人一种意犹未尽的感

觉 ，而 且 勺 子 又 伸 向 了 那 碗 柿 子

酱。原来如此，打消顾虑的小阳马

上 把 自 己 的 那 一 勺 酱 放 进 嘴 里 。

“哇，太涩了，我上当了！”小阳找到

垃圾桶一个劲儿地吐了起来，这时

小飞也不再装模作样，冲着垃圾桶

不断地吐着口水。

怎么回事呢？其他小组都没出

现这样的问题，这两个人太会演了

吧？半信半疑之间，有的学生自告奋

勇去品尝三组的柿子酱：“还真是涩

的，不仅涩还苦！”为什么其他组的酱

都是甜的，唯独三组的柿子酱又涩又

苦呢？看看还没处理的柿子，非常柔

软，肯定不是柿子不熟的问题。细心

的学生发现，三组的柿子是校园北侧

果园的，其他组的柿子都是校园南侧

果园的。于是，学生进行实地考察，

发现北侧的柿子树属于“细高挑儿”，

而南侧的则有些“敦实”，询问后才知

道，南侧的柿子是食用柿子，而北侧

的柿子属于观赏柿子。

这只是学校“果子课程”的一个

片段，类似的课程已经形成了系列：

山楂熟了，就有“山楂课程”；无花果

熟了，也会开展“无花果课程”……当

各种各样的果子都成为课程，学生的

成长也变得真实而丰盈起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寻山

街道寻山完小）

当“柿子”成了课程
□陈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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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渐短，夏日已逝，又进入一年的

观鸟大季。“扶海观鸟”是江苏省如东县

丰利小学基于南黄海湿地生物多样性研

究及鸟类观察和保护而开发的校本课

程。如东县隶属南通市，“东亚—澳大利

西亚”鸟类迁飞路线贯穿全境，地理上位

于黄海南部的西岸和长江口北岸，古称

“扶海洲”。观鸟是指在自然环境中利用

望远镜等器材，在不影响野生鸟类正常

生活的前提下欣赏、观察鸟类的一种科

学性质的户外活动。取上述两者之意，

学校将课程命名为“扶海观鸟”。

课程也要有仪式感

勺 嘴 鹬 是 南 黄 海 湿 地 的“明 星

鸟”。学校在课程创建之初，专门建立

了一间以南黄海湿地和鸟类为主题的

“勺嘴鹬教室”，由专职科学教师担任

辅导教师。

走进勺嘴鹬教室，就会看到东墙书

架上摆有《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国鸟

类图鉴（鸻鹬版）》《南黄海100种鸟》等

书籍或折页，下面的防潮箱内摆放着观

鸟的各种装备，西墙则是巨幅的南黄海

湿地和鸟类生境图，由上海博物画家壹

鸺绘制。墙角旗架上立着由如东县博

物馆青年美术家仲石设计的勺嘴鹬教

室旗、扶海观鸟社旗和社徽。每次户外

观鸟活动，学校都在校长主持下举行授

旗仪式，让学生有满满的仪式感。

为了记录观鸟的活动过程及成

果，课程辅导教师还注册了一个视频

号名曰“后二楼”，每段原创的短视频

都附有关于鸟类的科普文字介绍以及

拍摄的时间地点。

在“科学性错误”中起步

面对南黄海湿地滩涂上飞起的鸻

鹬类水鸟“鸟浪”，许多游客只能惊呼：

“看，那么多鸟，全是鸟！”震撼之余，人

们对具体的鸟种却一无所知。而有经

验的观鸟者，仅用望远镜快速一扫就

能辨识许多鸻鹬的种类。

在城市、乡村或荒野组成的大自

然中，人们看到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

是鸟类，但人们对鸟类却缺乏关注和

了解。课程筹建之初，我在学校做了

鸟类科普知识的摸底调查，调查结果

显示：学生、教师、家长通常能说出从

电视上认识的鸵鸟、企鹅、孔雀等鸟

类，但对本土鸟类的辨识存在许多混

淆和谬误。

其实，作为专职科学教师的我也

是从零开始学习观鸟并不断修正自己

的错误，遇到难以确认的鸟类，或是查

询鸟类图鉴，或是直接向鸟类专家、专

职鸟类调查员请教。经过一年多的学

习，才逐渐从观鸟的门外汉成为认识

100多种鸟的入门级观鸟爱好者。

从“科普”到“博物”

“扶海观鸟”课程分为普及课程和

社团提高课程，强调以学生在大自然

的真实观察活动为基础，按低中高学

段分别设置内容，并提出不同的教学

要求。

普及课程利用科学课的机动课时

进行。低年级学生只要求认识 5 种常

见的校园鸟类，如树麻雀、喜鹊、灰喜

鹊、珠颈斑鸠、白头鹎等，能在户外用

肉眼辨认出来。中年级学生则增加戴

胜、白鹡鸰、灰椋鸟、棕背伯劳、黑水鸡

等鸟类，达到认识 10 种以上的数量要

求，能用望远镜在野外分辨出小白鹭

和牛背鹭，能辨认图片中的勺嘴鹬。

同时，我们还针对低中年级开展了“如

何做一个文明观鸟人”的规则教育，帮

助学生养成保护鸟类的习惯。

在此基础之上，高年级学生增加

对南黄海湿地鸻鹬类水鸟的认知；会

使用鸟类图鉴等工具书，能用望远镜

辨认在滩涂或人工养殖塘边活动的特

征明显的鸟类，如黑翅长脚鹬、反嘴

鹬、蛎鹬等；能区分体型特征相近的小

杓鹬、中杓鹬、大杓鹬和白腰杓鹬；能

在鸻鹬类水鸟密集的视频中辨认勺嘴

鹬……在继续强调观鸟规则的基础

上，学生还要深入学习相关法律和文

件，如《野生动物保护法》《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名录》《国家保护的有重要

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

名录》等。

社团提高课程则选拔有浓厚观鸟

兴趣的部分高年级学生参加观鸟社团，

利用每周二、周四的课后服务课时及

节假日时间开展。比如，社团利用节

假日到小洋口、丰利、东凌及东台条子

泥等沿海地区进行复杂自然环境下的

观鸟活动。在观鸟过程中，学生需要熟

练操作双筒和单筒望远镜，还要用手机

和单筒望远镜等非专业设备拍摄鸟类

视频；以《南黄海100种鸟》折页为图鉴，

在确保人身安全和不干扰鸟类的前提

下，辨识南黄海湿地的林鸟和水鸟，观

察鸟类及其栖息环境，了解候鸟迁徙知

识，关注鸟类保护和滩涂湿地的生态修

复；实地观察潮间带生境，了解鸻鹬鸟

类的食物来源，在滩涂取样，学习大型

底栖动物的调查方法。教师要指导学

生用自然笔记的形式，图文并茂地记录

自己的观鸟成果。

在涨潮的间隙，海水漫过滩涂拍

打海岸，那些已经南迁数千公里的鸻

鹬类水鸟停栖在水位低的养殖塘内。

沐浴在海风中，教师和学生一起盘坐

在海岸防风林的草地上休息——此

时，结合观鸟实践，教师还可以趁热打

铁上一堂别开生面的户外鸟类科普

课。学生一起抢答，“看图识鸟”“听音

识鸟”……根据教师的讲解和提示，完

成一系列判断题、选择题、问答题。

学校还在秋季观鸟过程中尝试跨

学科的课程拓展。与鸟类伴生的有植

物、昆虫、哺乳动物等，学生走入自然，

观察鸟类，沉浸在万物的生境中，感知

各类物种的外形之美、结构之美、生长

之美。除了参与课程建设的科学教

师，学校还邀请美术教师进行指导，让

学生学习绘画、版画、剪纸、贝壳拼贴

等艺术创作方式，力图将鸟类科普与

自然美育相结合，乃至向博物美育的

方向发展。

观鸟，可遇而不可求

走进南黄海湿地，秋日的阳光依

旧强烈。观鸟的师生需要穿好长衣

长裤，戴上遮阳帽，以防一不小心暴

露的皮肤被紫外线灼伤。有时为了

能亲眼看见某些数量稀少且对人类

警惕性高的鸟类，观鸟者必须像狙击

手一样，长时间潜伏在草丛或蹲在伪

装的掩体内。为了观鸟，师生经常需

要携带望远镜等装备在荒野长距离

步行，“积累了几万步的记录，腿痛胳

膊痛”。更多的时候，观鸟是可遇而

不可求的——满怀希望而至，常常失

望而归。

在观鸟学习方面，认识留鸟简单，

但进一步学习难度就加大了，许多学

生很快进入观鸟“瓶颈期”，集邮般的

观鸟新鲜感渐渐消逝。不过，即使有

的学生不再继续追求观鸟种类或数量

的增多，但知鸟、爱鸟、护鸟的情感和

行动却一直保留下来。

观鸟是每个学生都能参与的活

动，既可以选择不断深入，也可以选择

浅尝辄止，当作娱乐或休闲的方式，保

持一种真实的课程体验。或许，这是

扶海观鸟课程的另一重境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如东县丰利

镇丰利小学）

扶海观鸟：
遇见南黄海湿地和鸟类
□徐 华

深秋时节，纷纷扬扬飘落的梧桐

树叶给环卫工人带来非常大的工作

量。于是，学生把树叶捡回来，清洗

把玩一番，尝试做成树叶镂空画。师

生一起探究、创作的过程，虽有艰辛，

但充满了趣味。

自从学校开展校园植物养护活

动以来，学生对植物的观察逐渐深

入，对二十四节气中单个植物的变化

慢慢有了清晰的认识，对植物的小秘

密也越来越好奇。综合课上一段制

作树叶镂空画的视频吸引了学生的

目光，他们动手实践后却发现“看花

容易绣花难”。制作树叶镂空画远没

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几十片树叶被刻

得七零八落。课题组成员以此为问

题，不断探究，期待摸索出简易制作

树叶镂空画的方法。

初步尝试，迷雾重重

如何在课堂上制作出漂亮的树叶

镂空画？树叶镂空画和剪纸有哪些相

似之处，可以如何借鉴？上完综合实

践课的胡老师马上召集其他5名教师

碰头讨论。大家各抒己见，把在课堂

上遇到的问题一一抛出。20分钟后，

胡老师把大家的困惑归纳成一个中心

环节——“教会学生制作树叶镂空画

的前提是教师先摸索出基本技巧”。

课题组的教师边看视频边琢磨，

动手在叶子上尝试刻画。叶子上有非

常多的叶脉，割断叶脉后图案特别容

易掉落，精华部分就失去了。胡老师

刻的牛形图案，牛眼睛、牛鼻子、牛尾

巴已经有点样子了。可是刻牛身时却

发现，叶脉被割断后，整个牛从叶片上

掉落下来，变成了一头孤立的牛，叶子

中间部分空出来，显得很不协调。

经过多次尝试，大家发现问题主要

出在“去留”上面：分清楚哪些部分要保

留、哪些部分要去除，用好叶脉是关键。

敖老师试着先在叶片的背面画

一头牛，顺着轮廓慢慢刻，遇到较粗

的叶脉保留，较细的叶脉就选择性去

掉。一个小时过去了，牛的雏形渐渐

出现，大家凑过去发现确实好多了，

至少整个牛保留在叶子上，五官也比

较完整。这次的小成功鼓舞了士气，

但同时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

如何把牛的表情、动作表现得栩栩如

生，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完成比较复

杂的图案……

拨云见日，略有心得

又是一次综合实践课，胡老师将

上几节课存在的主要问题简要提出

解决方案后，放手让学生自选图形，

自由分组，合作完成。

各个小组进行细致分工后开始

工作了，擅长绘画的学生画草图和临

摹，把需要镂空的部分标注清楚，留

出足够的空隙。

学生用弹簧刀镂空，每一刀下去

都那么用心，特别是遇到细节部分，

圆圆的眼珠都快要瞪出来了。需要

用到极细的针尖，几个插不上手的学

生赶紧跑到楼下寻找工具，即使搜索

无果，也要摘上几片针状树叶……铃

声催促着没完成的小组结束任务，沉

浸其中的学生极不情愿地收拾好半

成品，期待课间继续完成。

多次训练后，学生慢慢掌握了基

本技巧，开展一次有奖竞赛活动势在

必行。学生提议以“牛”为主题，并商

定了具体的竞赛规则和评分标准：

“镂空画整体结构完整，牛的外形清

晰明了，牛的表情生动逼真，细节处

理圆润精细，自由组队现场操作，分

工合理团结协作……”

作品完成后统一摆放在教室最显

眼的位置，评委一一打分，大家被一幅

“奋斗牛”劳作时的憨态逗乐了，“奋斗

牛”顺理成章获得第一名。竞赛活动

过后，学生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学校门

口的落叶大多被学生压在书本里，他

们一有时间就开始镂空制作。

持续跟进，越战越勇

随着课程的不断深入，学生开始

把自己的制作过程拍成短视频，然后

配上文字和语音，别有一番滋味。学

生雨彤把大家收集梧桐树叶的瞬间

拍下来，学生欧阳把制作镂空画的每

一个过程重新录制，又花了许多时间

进行剪辑。

通过塑封技术，学生的作品被分

门别类装订成一本本作品集，有些作

品还拍成照片发表在杂志上。学生

的成果越来越多，共同语言也越来越

多，他们有时还会为一张镂空画的档

次高低争论不休，为某一个部分的去

留深入辩论一番。

树叶镂空画课程让学生拥有更

广阔的自主空间：哪个季节的树叶更

适宜制作镂空画，哪种树叶制作的镂

空画效果更好，怎样处理树叶可以简

易镂空出表情丰富、惟妙惟肖的作

品，如何挤出更多时间不断探索镂空

画制作技术……这些问题“困扰”着

学生，也给他们带来新的探索方向。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芦溪县芦溪

镇第二中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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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孩子一起与孩子一起““触摸触摸””秋天秋天

特别策划

四季之美是大自然赐予我

们最本初的美育。在秋风送爽

的日子里，教师不妨将教室搬进

大自然，在温暖的秋阳下与孩子

一起寻找大自然的色彩，一起捡

拾飘落的树叶，一起聆听飞鸟振

翅的声音……

本期与您分享三门“别样”

的秋日课程，一起感悟秋之美，

品尝秋之味。

徐华给孩子讲解单筒望远镜的使用方法徐华给孩子讲解单筒望远镜的使用方法

小洋口湿地的牛背鹭小洋口湿地的牛背鹭

丰利滩涂边的中杓鹬丰利滩涂边的中杓鹬

学校食堂门口的戴胜学校食堂门口的戴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