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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图纸

触摸自然之律 感受节气之美
□徐茂楣

二十四节气揭示了万物生长的

基本时序规律，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生

长的最好节律，具有自然性和生活

性，它涵盖了天文、地理、生物、物理、

数学、文学等多个领域，具有完整的

知识体系、明确的研究对象和一系列

复杂交叉的科学研究方法。为了激

发学生主动了解节气文化的兴趣，四

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天鹅湖小学本

着“热爱节气文化，引导学生亲近生

活与自然”的理念，开设了小学语文

节气文化特色课程，将节气学习与学

科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让节气文化走

进学生心里。

课程目标

课程总目标：弘扬传承节气文

化，提升自然生活感知能力。

认知目标：了解节气知识，触摸

节气文化。通过课程学习，了解二十

四节气的起源、含义和历史；了解与

二十四节气相关的农谚、诗词、习俗、

美食等内容。

情感目标：亲近自然生活，尊重

生命规律。课程将教学与生活结合，

使教育回归自然，引导学生走出校

园、亲近大自然，感受二十四节气的

文化魅力。

体验目标：丰富感知体验，提升

审美能力。每个节气都有不同的色

彩、特定的音律，课程不仅要帮助学

生了解节气，而且要让学生在课程学

习中感受每一个朴素日子的优雅和

美好。

成长目标：养成劳动习惯，培养

动手、动脑能力。学生通过认识农作

物、学习劳动技能，在自然与人文的

融合中健康成长。

课程内容与实施

课程分为春种、夏长、秋收、冬藏

4个大单元，在大单元的基础上进行

每一个节气课程小单元的学习。在

课程类型上，分为语文学科内整合课

程（基础性课程）和跨学科整合课程

（拓展性课程）。课时进程遵照节气

时间，以“春种”单元“清明”为例，通

过安排“诵经典清明”等活动并链接

教材相关内容，进行节气课程教学。

立足经典，弘扬节气文化。语言

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文化自信

这几点是语文核心素养的内容。作

为语文拓展性课程，应该从语文核心

素养出发，通过搜集并整理语文教材

中的节气元素，开发适合小学各学段

的教学内容。

一是汉字学习识节气。汉字形

体所反映的意义具有溯源的价值，二

十四节气的指称与释义沉淀了汉字

的诸多知识，教师通过节气名称的字

体演变，让学生在形象化的学习过程

中感悟汉字之美、节气之美。

二是古诗诵读话节气。语文教材

中涉及许多有关节气的经典诗词，教

师引导学生搜集有关节气的诗篇，开

展“每周一诗”节气诗词诵读吟唱活

动，让学生在吟诵中感受节气之美。

三是谚语搜集知节气。二十四

节气谚语是人们对节气现象、农事活

动的精妙总结，有助于丰富学生的语

言积累、鲜活学生的语言表达，更有

助于学生对节气的了解。学校开展

“节气谚语我知道”活动，帮助学生深

入了解节气知识。

糅合课外，体验节气生活。二十

节气与生活息息相关，节气课程开发

与实施不能脱离生活。在课程实施

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

向生活，通过调查、走访、观察、体验

等活动，真切感受节气文化。

一是观察自然辨节气。学校开

展“跟着节气观察自然”活动，引导学

生在每个节气到来之前、到来之时、

到来之后去观察和感受自然变化，并

用文字、图画等不同形式记录下来。

这个过程中，学生提高了对环境感知

的敏锐性，以及搜集、统计等能力。

二是体验习俗感节气。学校结

合地域特点，给学生提供参与民俗活

动的机会，让学生感受节气民俗、丰

富语文实践，通过跨学科综合实践活

动，加深对家乡的了解，陶冶性情、提

升素养。

契合童心，彰显文化趣味。二十

四节气所反映的物候变化、自然规律

距离小学生的生活较远，因此需要契

合童心、寓教于乐，开展充满童趣的

实践性活动。

一是开展游戏乐节气。学校开

展具有节气特色主题活动，传递节气

文化及科学知识，比如，斗鸡、放风

筝、竖蛋等。

二是听讲故事明节气。每个节

气都有不同的传说和来历，通过故事

了解节气的来历、习俗、意义更有趣

味。教师搜集与二十四节气相关的

故事传说，择取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

较高的内容适度改编，唤起学生对节

气文化的向往。

结合读写，凸显语文味道。教师

在开展诵读经典、观察体验、游戏活

动的同时，还要抓住“写”的契机，利

用节气活动进行“应时写作”，通过

“读写”“听写”“说写”“画写”“玩写”

等多种方式，进行有效的写作训练，

让每个学生愿写、会写、乐写。

融合学科，拓展节气知识。课程在

语文学科的基础上，还会融合其他学

科，以语文内容为主轴，以知识的关联

性为线索，对科学、美术、劳技等学科进

行有效利用、巧妙转化、有机融合，进而

开展实践活动，综合解决问题。

课程评价

评价主体多元化。课程评价包

括三种：学生通过“节气活动自评表”

进行自我评价；教师、同伴相互评价，

形成良好的共同学习氛围；家校联

动，共同评价。

评价形式多样化。课程采用过

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

式：每次活动的过程性作品都在走廊

或班级展示，最终形成终结性评价。

学校收集、积累能够反映学生学习和

发展的资料，采用 QQ 相册、班级微

信公众号、班级展示等形式记录学生

的收获和成长；制作“二十四节气成

长档案袋”，采用档案积分制，学生完

成一课学习或者一项活动，就会取得

相应积分。同时，学校还注重全面评

价与个性评价相结合，给学生提供公

平的学习体验机会，激发学生学习节

气的兴趣和乐趣。

“一切有影响的元素都是课程，

一切有目的影响都是教育”，课程开

发的道路上，学校始终以学生的需求

为出发点，积极探索有利于学生核心

素养培养、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

课程。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龙泉

驿区天鹅湖小学）

晒成果

果盘
世界

想象力是上天赋予人类宝贵的

财富，也是所有实践与创造的基

础。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竹林寺小

学为此开设了综合实践课程，尤其

注重想象力的培养和开发。在“制

作水果拼盘”实践课上，学生充分发

挥想象力和创作力，巧妙利用有限

的食材将大千世界万种风光浓缩在

小小的果盘内。 （于香飞/图文）

孔子对“君子”的内涵赋予了优

秀道德的意蕴，具有超越时空的意

义和价值，其本质内涵与今天我们

倡导的育人价值取向是一脉相承

的。山东省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地处孔子故里曲阜，近年来以“办一

所体现孔子教育思想的现代学校”

为发展目标，深入开展“君子教育”，

相继提出“五大特色构想”，其中之

一就是“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校园十大行动”。

诵经典。晨诵养正，午读启智，

暮省养心。清晨，半小时诵读经典，

朗朗读书声拉开学生的学习序幕；中

午，30分钟的午读，教师带着学生探

索新知；傍晚，学生在静谧的暮省中，

反思自己的不足，梳理自己的收获。

晨诵、午读、暮省构建起与经典相伴

的校园生活，学校到处可见学生诵读

《论语》的身影，人人可诵、时时可

闻。每天上课前，教室的黑板上都有

一段新的《论语》，学生齐声朗读。此

举为学生设置了一个学习经典的场

域，让学生耳濡目染、诵记在心。此

外，教师还对诵读经典的方式进行创

新，通过唱、吟、舞、剧目表演、诗词大

会、飞花令等多种形式，使经典“故事

化、情境化、生活化、体验化”，从而让

学生爱上经典诵读。

祭先贤。每到孔子诞辰日，学校

就举行全校祭孔仪式，活动有正衣

冠、献花篮、颂先师、拜师礼、朱砂启

智、击鼓明志、开笔描红、诵读经典等

仪式流程。整个仪式给人以庄重肃

穆的感觉，让身处其中的人对孔子这

位伟大的教育家不由自主产生一种

崇高的敬畏感。此外，学校还组织学

生去烈士陵园祭奠革命先烈，开展端

午节祭祀屈原等活动。通过祭祀英

烈祖先，重温先贤教诲，沐浴亲情恩

泽，让学生认真思考人生的意义，增

强承担家国责任的勇气。

兴礼乐。学校打造了三项富有

特色的校园礼仪活动：“童蒙养正开

笔礼”，每年 9 月 28 日举办开笔礼仪

式，主体是一年级新生，让童蒙初开

的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产生敬

畏感；“少年明德志学礼”，每年 6 月

26 日为六年级毕业生举行“志学

礼”，引导学生感恩父母师长，志存高

远，做儒雅君子；“孔子学堂修身礼”，

即师生日常进入孔子学堂学习的礼

仪，包括“及门学乐歌”“登堂拜先师”

“入室明明德”“退思省吾身”等，庄严

的仪式感传承着中华礼乐文明的精

神，让师生在韵律与仪式、音乐与诵

读的体验中感受儒家文化的博大

精深。

习六艺。学校提出“新六艺”教

育，围绕博识（书）、博能（体、数）、雅

言（诗）、雅行（礼）、雅趣（乐）来撬动

核心素养的培养：组建菁莪书院，建

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 48

个精品社团，如戏曲、相声、书法、剪

纸、武术等，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

艺术的熏陶和培养；编创课间操“君

子操”，融学生“学诗、赏乐、健体”为

一处，成为学生乐学而健身的一项重

要活动。

传家风。学校成立“菁莪园”家

风传习会，宗旨是“学孔子、传家风、

育英才”，通过校园关工委、三级家委

会、家庭教育教研室等平台，加强家

校共育；深入挖掘曲阜的家风资源，

邀请孔子后人进校园，传承“诗礼庭

训”好家风；孔子学堂研发“读论语，

学育人”系列家教课程，用经典案例

和孔子教育格言指导家庭教育；通过

“学家训、立家规、续家谱、写家书、传

家宝”以及评选“书香家庭”“我的家

风故事”等系列活动，使“传家风”成

为每个家庭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感情

纽带。

办讲坛。学校承孔子杏坛讲学、

尼山书院之遗风，将教育讲座、道德

论坛、学术与文化交流活动引进校

园，定期举办“读《论语》，做君子”讲

坛，推动师生讲《论语》，深化对《论

语》的学习和理解。学校还与内蒙

古、河南、广东等地的关工委、教体

局、学校签订协议，互派教师和专家

互相学习，促进学校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方面的交流。

研学游。学校研学活动已开展

多年，不断开发打造“研学游”新项

目，探索研学活动的课程化、立体化

实施，打造了曲阜三孔游、邹城亚圣

游、沂蒙红色游等经典研学路线。

过节庆。学校研发了节日主题

教育系列课程，利用节庆这一教育资

源“过中国节日，树家国情怀”，通过

挖掘整理节日由来、节日习俗、节日

故事等设立节日主题，开展创意活

动，让学生在节日活动中感受古老厚

重的文化魅力。

讲故事。学校要求所有年级的

语文课拿出5分钟时间“讲故事”，并

且要与学生的阅读诵读相结合。“讲

故事”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个人讲、

组合讲，班里讲、家里讲，听故事、演

故事、画故事等。班级每周都有“故

事会”，学校每学期都会举行“故事大

赛”，还将“讲故事”纳入教师考评和

学生素养的监测之中。学校充分利

用中国先贤故事、寓言故事、神话故

事、道德故事、历史故事、红色故事等

资源，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自豪

感，塑造中国精神，传递中国力量。

做君子。校长苏明表示：君子应

该是有修养的人、身心健康的人、充

满智慧和生活品位的人。“做君子”既

是“十大行动”中的一项行动，也是

“十大行动”的总目标。少年君子活

动设有 6 个主题，包括衣冠整洁、文

明礼貌、孝亲敬老、诚实守信、刚毅乐

观、知荣明耻等，每个主题又设有 6

个活动，36 个活动支撑起君子教育

的整个框架。少年君子行动贯穿学

生校园生活的每个阶段，每个学期都

设计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具体内容

和实施方案，将德育目标生活化、具

体化，月月有主题，人人有行动，促进

学生文明素养的不断提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十大

行动”围绕“过一种中国式的教育生

活”理念，紧扣立德树人育人目标，全

面构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德

育课程一体化的内容体系、活动体系

和方法体系，将家国情怀教育、核心

价值观教育、中华美德教育、人文知

识教育等有机融为一体，努力让每个

学生受益。

（作者单位均系山东省济宁学院

第二附属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广东省博罗县泰学小学

联合主办

孔子故里行文明之风
□苏 明 刘庆善

怎样让研学活动开展得扎实、有效，让

学生在研学活动中获得真实的成长？甘肃

省兰州市第六十二中学开发了“华夏文明

在甘肃、陇原风光四时佳”研学课程体系，

经过大量的研学行走，担任研学导师的我

对研学导师的价值和责任有了更深入的思

考，总结出研学导师的六种角色。

研学课程的开发者。研学导师首先应

进行研学目标的制定和课程项目的设计，

通过对途经地方的了解，让研学课程的问

题设计更深入。比如，学校开展“黄河远上

朔漠间”主题研学时，先要组织导师阅读与

此行相关的资料，观看《金城兰州》《河西走

廊》等纪录片，自行制作丰富的“学习支

架”；导师需要与学生建立联系，了解每个

学生的性格、特长、兴趣点，帮助学生建立

小组研学规则；还要查阅学生的学科教材，

挖掘研学项目与学科学习的结合点，有助

于指导学生建立研学旅行与学习生活的联

系，提高研学的实效性。

研学活动的指导者。研学导师与学校

的学科教师和景点的导游有很大区别，不

能像导游一样只给学生讲解景点的事实性

知识，因为以听讲和记录为主的学习方式

会让学生觉得“不好玩”。研学旅行应该以

一系列有趣且富有挑战的项目任务贯穿，

注重学生综合分析能力、体验实践能力的

提升，注重学生全身心的投入和参与。因

此，导师应该给学生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支

架”，让学生根据需要获取辅助研究性学习

的基本信息。基于学生的认知经验，导师

的指导将让研学过程有效连接学生的学科

学习，让学科知识连接真实世界，带着学生

从“好玩”迈向“玩好”。

项目任务的合作者。在研学旅行中，

研学导师和研学小组学生是师生，更是学

习中的伙伴。开放式的项目任务没有标准

答案，导师将与学生一起“跌跌撞撞”地进

入一个陌生领域。导师不妨在小组项目中

承担一定角色，与学生一起完成项目任务，

在项目开展的过程中向学生展示自己是如

何思考、感知并处理信息的。导师的合作

参与有助于学生科学合理地形成一种认知

模式；更重要的是，当学生在学习时导师也

在学习，他更能理解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

困难。

学习动机的激发者。如何帮助学生尽

快进入情境、理解情境，明确任务的要求，感

受任务的意义和价值，激发学生的学习欲

望，这是研学导师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我看

来，问题是最好的驱动，只有发现认知上的

落差，学生的学习欲望才能真正启动。比

如，在组织河西走廊研学旅行活动时，我与

学生一同行走在大漠边陲。前凉时期建成

的武威文庙见证了当时河西地区对汉代儒

学的继承——利用这种与学生原有认知的

落差，我尝试带领他们回顾1600多年前的

中原混乱时期，探寻河西走廊对汉代儒学根

脉的保存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的意义。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情境能激发学生的求知

欲，作为问题情境的点化和激发者，导师应

帮助学生尽可能建立更多的学习联结，激活

他们的内在潜能，让深度思考、深度学习在

研学旅行中不断发生。

研学方法的引领者。在研学旅行中出

现的问题往往没有标准答案，研学导师也不

是答案的给予者。面对开放的任务，导师要

引导学生用动手实践的方式解决问题。这

种方式有一定的复杂性，涉及多个学科的知

识整合，也会挑战学生的高阶思维，学生难

免被“卡”住。在学生被“卡”住的时候，导师

可以与学生展开讨论：能不能用这种方法去

观察，看看可以发现什么；用哪种方法去体

验，看看有什么感受；换一种方式搜集整理，

看看有没有进展；换一个角度去分析，看看

能否得出其他结论；换种方式来组织，观点

是不是更清晰……导师不必表现得比学生

更“聪明”，而是要让学生在方法的点化和启

发下，自己去发现、去求索。这样，学生以后

遇到类似的问题，他们才知道应该怎么办。

研学进程的促进者。在研学旅行的学

程设计中，如何将大任务切分为几个逻辑

清晰的阶段？如何保障小组研学进程？在

什么时候放手让学生自主研究，在什么时

机给予学生帮助和指点？如何推进学生的

学习进程？哪些阶段需要为学生准备学习

支架？如何促进学生在研学过程中的合作

和参与？这些都是研学中的“每日功课”，

需要每一位导师注意观察和分析学情，不

断评估并调整研学指导方略。

研学导师的六种角色不是孤立的，不

是此消彼长的，而是彼此融合的。唯有这

样，研学旅行之路才能让最美的风景入眼、

最美的教育入心。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兰州市第六十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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