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恩德育的诗性表达
□ 曾永强

“学会知恩、感恩，用行动践行感恩，对于学
生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身为四川省泸州市合
江县人民小学大队辅导员的王小玲，对德育工作
有自己独到的认识。

近年来，合江县人民小学将“感恩教育”视为
学校德育的重要主题，学校围绕“感恩”主题，开
发了系列德育校本课程，组织了丰富多彩的德育
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知恩、学会感恩，在学校外
学会报恩。 德育教育进入课表，成为校本课程的
重要内容。

常规活动知晓“感恩”

一、二年级让学生在活动中知恩，三至六年
级让学生以实际行动感恩， 合江县人民小学的
“感恩教育”目标泾渭分明。 王小玲介绍，学校希
望每一个孩子都积极参与到“感恩教育”实践活
动中来，力求每个孩子都有一颗感恩的心。

每周一的晨会课，是开展感恩教育的有利时
机。 全校所有学生集中在操场上，举行庄严的升
旗仪式，让学生心中燃烧起爱国热情；升旗班级
的所有同学在舞台上深情诵读一篇美文，而美文
的主题大多与德育相关；由一个年级的学生齐诵
一篇古文，最后全校学生齐声背诵古训。

主题班会也是各班开展感恩教育的重要形
式。 每个教师根据本班学生的特点，结合少先队
工作计划安排的每月目标，设计丰富多彩的班队
主题活动。

孩子们在活动中成长，在成长中深知“恩”之
义，明白自己应该干什么，应该怎样干。

重大活动践行“感恩”

每逢重大节日，人民小学必定精心设计系列
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体验、实践，从
而激发孩子们的感恩之情。

比如，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之际，学校紧紧抓
住这一契机，在学校开展了以“我爱奥运，我爱北
京”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参加活动后，我为我们
国家的繁荣富强而骄傲！ ”很多同学回忆起当时
参加活动的情景，还念念不忘。

建国 60 周年之际，学校精心组织了“庆祝建
国 60 周年”活动。 学校高、中、低年级组，分别通
过演讲、诗朗诵、拉歌的形式，回顾祖国建设不平
凡的历程，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而在国家经历几大地震灾难时，学校每次都
集中组织师生收看抗灾救灾新闻报道，组织同学
们讨论“我能为灾区人民做点什么”，号召学生积
极参与抗震救灾。 同学们慷慨地捐钱捐物，为抗
震救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学校还动员学生把自
己的抗震救灾行动用作文、 绘画等方式表现出
来，作为自己成长的见证。

另外，每逢母亲节、教师节、儿童节、清明节
等重要节日 ， 学校都会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 ，
让孩子们认识到自己的成长离不开父母 、老
师 、革命前辈的无私付出 ，从而懂得感恩社会 ，
珍惜生活。

主题活动深化“感恩”

为人的成功比学历更重要，“感恩” 是学会
为人的关键内容。 人民小学立足“感恩”教育，形
成了自己的招牌活动：“三生”教育体验活动、争
当 “四好少年 ”活动 、经典诵读活动 、学雷锋活
动 ，还编辑出版了 “三生 ”教育体验和争当 “四
好”少年校本教材，教材作文校本课程的重要内
容在全校推广使用。

生命、生存、生活，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
人生课题，缺一不可。 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合江
人民小学都会举办“欢庆六一，感谢党恩”三生教
育体验活动。

一边，同学们拿出带来的书画作品、蔬菜粮
食、自制美食、书籍玩具等各种“商品”，摆起“智
慧书屋”、“开心画吧”、“食全食美”、“微型超市”
等各种摊点，一时间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欢笑声
不绝于耳。 一边，艺术特长生在舞台上尽情展现
自己的才艺，声乐、舞蹈、器乐演奏、川剧变脸等
绝活精彩纷呈，让孩子们充分感受到了生活的美
好和生命的精彩。

学校以“感恩 责任”为主题开展“争当四好
少年”系列活动。 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和
实际，在各中队开展“我与‘四好少年’找距离”主
题讨论活动、“争当四好少年”征文活动、“争做四
好少年，励志促成长”主题队会活动等，学生在活
动中找到了和同学之间的差距，明确了人生的奋
斗目标，找到了自己的航向。

学校还以“感恩 奋进”为主题开展了“学雷
锋”系列活动：“我们都是活雷锋”活动中，孩子们
用快板、舞蹈、诗朗诵、大合唱等各种方式，表达
对雷锋的敬意，对雷锋精神的理解以及争做雷锋
式好少年的决心；“我们这样学雷锋”汇报展演活
动中，全体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来，以“像雷锋
一样热爱祖国”、“像雷锋一样热爱生活”、“像雷
锋一样快乐他人”为内容，再现了师生员工在平
凡的岗位上、在平常的生活中，学习雷锋、践行雷
锋精神的点点滴滴！

合江县人民小学充分让德育“接地气”，寓德
育于一切教育活动中， 让学生在德育中唤醒、体
验、行动，这样的德育，自然是行之有效的。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泸州市教育局）

课改茶座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已经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教育
真正走上了改革之路， 那么多教育
现象层出不穷， 读经、 在家上学联
盟 、华德福 、新教育 ，都是 “民间起
义”。我们有理由把 2014 定义为：中

国教育改革元年！ @ 教育家杂志

中国教育的问题再大，也有家长、老师、孩子个人
努力做好自己的事的空间。 @ 关颖 v

与其抱怨教育的这也不是那也不好， 与其不断
批评应试教育给我们戴上镣铐， 与其让我们的生命

在抱怨、 批评中度过， 我们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能
量， 行使自己的权利， 去跳出一场精彩的镣铐舞呢？

@ 朱永新

回顾自己精神成长的历程，我深知在儿童和少年
时期养成读好书习惯的重要。 每一个孩子心中都有一
种渴望，对知识和光明的渴望，对真善美的渴望，这种
渴望有待点燃，而书籍是最好的火种。 世上有一些穷
孩子，因为及早发现了书籍的世界，日后不但改变了
自己的命运，而且成了改变世界的人。 @ 周国平

有人说，学校的一廊一壁都是课程，一草一木都

是教材，寝室食堂都是课堂，时时处处都是教育，我觉
得这话很有道理。 我们应该做教育的有心人，充分发
挥校园内一廊一壁、一草一木、一寝室一食堂的作用，
让它们都能成为生动的课程，鲜活的教材，灵动的课
堂，让它们都能说话，都能起到育人、化人的效应。

@ 阆中汤勇

艺术可以陶冶人的情操和性情。 艺术教育对促进
智商教育和情商教育的统一， 培养人的创造思维、丰
富情感、广泛兴趣、良好品格和坚强意志有十分重要
的作用。 我们应重视艺术教育，而非把艺术教育边缘
化， 应把它贯穿于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全过程，进

而增强全民的艺术意识，提高艺术修养，促进全民自由
发展。 @ 罗崇敏

人们害怕孩子逆反， 其实逆反并不是坏事。 如果
孩子逆反，首先应该欣慰，说明孩子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和选择，这总比事事听命于家长、没主见好得多。其次，
当家长意见和孩子想法冲突时， 在道德和安全的底线
上， 一切听孩子的。 教育的最高原则不是要求孩子事
事做得“正确”，而是让他时时有机会练习选择。

@ 尹建莉

（黄浩 夏祥程 辑）

微语录

学校产品再认识

媒体看点
� � � �教育（学校）的产品是什么？早些年曾多有争论，有人说是学生，有人说是课堂，有人说是服务，还有人说
是分数（升学率），在热议过后，一个基本的认识是：学校的产品是课程。学校的产品为什么是课程？从不同角
度出发，专家学者早有论述，近日，来自浙江省温州市教育局的吴建军从《易经》蒙卦的卦辞生发，阐述教育
产品的实质，其中，一些论述不乏新意，本刊特摘录部分，以飨读者。

从《易经》看教育的产品
《易经》是群经之首，这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

一，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民俗产生
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蒙卦是《易经》中专门讲教育的一个卦。 蒙卦，坎
下艮上。坎代表流动的水，艮代表静止的山，故又称山
水蒙。文王为蒙卦写的卦辞，就像今天的微博，言简意
赅。只有四句：“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
再三渎，渎则不告。 利贞。 ”讲了三层意思：“一是简易
的教育原则：蒙亨与利贞。二是不易的教育本质：匪我
求童蒙，童蒙求我。 三是变易的教育现象：初筮告，再
三渎，渎则不告。 ”

文王认为，教育原则有两条：一是蒙亨。 蒙就是启
蒙，亨就是通达。 蒙亨的意思是说，教育要通人情，达
事理。 二是利贞。 利就是端方，贞就是正直。 利贞的意
思是说，教师要言端方，行正直。

为什么蒙卦要提出蒙亨、利贞两条教育原则？ 这
是因为，教育的核心是师生关系，这是教育问题的主
要矛盾。 在文王看来，教育是由学生、教师、课程三个
要素构成的，而这三个要素可以形成八种关系。

以学生为基点，有四种关系：一是学生与课程的关
系，二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三是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四
是学生与自己的关系。处理好以学生为基点的这四种关
系，文王的建议就两字：蒙亨。另外四种关系主要与教师
有关：一是教师与课程的关系，二是教师与教师的关系，

三是教师与自己的关系，四是课程与课程的关系。 对教
师的要求，文王的告诫也很简洁，也是两字：利贞。

蒙卦认为，学生是教育的服务对象，课程是教育
的产品，教师则是课程生产者。 正因为教师通过生产
课程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所以处理好师生关系是教
育的核心问题，而课程则是师生关系的主要载体。 可
见，提出蒙亨、利贞两条教育原则，正是蒙卦对教育核
心问题的深刻认识和概括总结。

春秋时期，孔子在鲁国兴办私学，遵循践行了蒙卦
蒙亨、利贞两条教育原则。他采用了当时的国家课程即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更对国家课程进行了
校本化处理，编制了自己的学校课程即“六经”———《易
经》、《诗经》、《尚书》、《仪礼》、《春秋》、《乐经》。 孔子作
为教师，致力于学校课程建设，孔子的弟子也参与了课
程编写，这就是后来的“四书”———《论语》、《大学》、《中
庸》、《孟子》。 其中，《论语》就是孔子弟子们编写的师生
对话语录，也可以看成是学生们整理的课堂笔记。 《大
学》则是孔子学生曾参写的。 《中庸》是曾参学生、孔子
孙子子思写的。 可见，自古以来，文王、孔子等人都认为
教育的产品不是学生，而是课程。我们之所以称孔子为
万世师表，不仅仅是因为他培养了颜回、子路、子贡等
优秀弟子，更是因为他是最优秀的课程生产者，为后世
留下了《易经》、《春秋》等经典的课程著作，给后人留下
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遗产。

后观今天教育， 我们有意无意把学生视为产品，
显然违背了蒙亨、利贞两条教育原则，更把教育带进
了万劫不复的痛苦深渊。 这里，至少违背了两个常识：

一、学生不是东西，而是活的生命体，学生成长的最终
内因是自我教育。 二、学校不是万能的，影响学生成长
的原因很复杂，涉及遗传、家庭、社会环境等因素，而
不仅仅是学校。

有怎样的认识，就有怎样的行为。 今天诸多教育
怪象，也许就是“学生是教育产品”这一认识的必然结
果。 学生是教育的产品，学校就成了生产学生的工厂。
争夺生源，就成了学校的首要任务和永恒主题。 学生
是学校的产品， 学校就成了承担产品无限责任的单
位，教师就成了无限责任教师。

事实上，教育过程是学生生长的过程，学生不是加
工的对象，更不是物品。 承认学生的生长性，承认他们生
长过程中的自我选择性和自我教育能力，就不能把学生
当成学校的产品。 同样道理，以学生的成绩、升学率来评
价学校并不可靠， 升学率高的学校委实不能沾沾自喜，
因为考上好大学的学生不一定全是你的“产品”。

其实，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
可以用蒙卦的教育原则来分析。 学校教育之道在于师
生关系，家庭教育之道在于夫妻关系。 后来孟子的学
生乐正克在《学记》里进一步解释了蒙亨、利贞的要
义，叫做“亲其师，信其道”。 所谓教育要通人情、达事
理，教师要言端方、行正直，其实都是针对这些核心关
系来说的。 而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师生关系是教育的
核心，课程作为教育产品则是师生关系的载体。 是故，
道之体即师生关系，道之用即学校课程。 这就是蒙亨、
利贞所揭示的教育原则。

（吴建军）

教育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一种重要方式和手段，
教育的目的在于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学校是承担教
育责任和使命，组织和实施教育活动的专门组织。 在
人类再生产的社会实践中，学校的作用是什么？ 学校
的产品又是什么呢？

（一）不能把学生看成学校的产品
从学校走出来的是学生，所以最容易想到的学校

产品就是学生。 但学生不是学校的产品，也不能把学
生当成产品。

教育学告诉我们： 学生的发展首先会受到遗传
基础的影响和制约 。 杜威就说 ：“遗传是教育的极
限。 ”从遗传学角度看，父母为孩子提供的生物学基
础是孩子一生成长变化的前提。 另外， 孩子出生以
后，还有相当长的时间生活在父母身边，父母是孩子
的第一任老师， 家庭环境和家庭教育对学生的影响
也不能低估。

不能把学生看成产品，意味着也不能把学生的素
质、学生的成绩看成学校的产品。 不能把学生和学生
的成绩看成产品，还因为我们不能无视生命的生长性
和人在生长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一方面，人的成长
是生长中实现的，而不是从外部塑造的。另一方面，人
具有主观能动性，学生不仅有生命，还有情感、能选
择、能创造。 所以，尽管会不同程度地接受社会环境、

学校教育的影响，但走出学校的他们终究是自我选择
和自我塑造的结果。可以说，是教育帮助了他们，而不
是教育塑造了他们；教育不是提供了人才，而是为人
才的生长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支持，教育的生产性体
现在创造了这样的生长环境和条件。

（二） 实践中的教育把学生和学生的成绩当成了
产品

尽管在理论上“学生是学校的产品”没有公开的
市场，但在现实实践中，教育却在循着“学生是学校的
产品”“学生的成绩是学校和老师的功劳” 这样的规
则：比如“生源大战”，抢好的生源就是为了获得更好
的加工“原料”，以便“加工”出更优质的“产品”。 比如
应试教育，就是以社会期望的“型号”对学生进行“塑
造”，学校成了工厂，学生成了被加工的物件。 再比如
升学率炒作，升学状元的炒作，成名学生的炒作，学生
实际上成了代表办学水平和质量的产品。

（三）学校的产品也不是服务
教育要为人的发展服务， 因此另一种说法就是

“教育的产品是服务”。 但服务本身不是产品，马克思
在谈到某些文化艺术产品与一般物质产品的不同特
点时曾经说过：“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
我的审美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
分不开的活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

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动本身，是它引起我的听觉
的反应。 ”歌唱家实现了对听众的服务，但我们不能说
服务是他的产品，他的产品应该是他发出的声音。 也
就是说，服务只是功能，服务还需要一种中介产品来
实现。 同样，“促进人的发展的服务”只是教育的一种
功能，实现这种功能也需要一种“中介物”，这种“中介
物”才是真正的产品。

（四）学校的产品是课程
产品总是基于人的某种需要而生产的。 教育是为

学生的。什么是学生？狭义的学生就是在学校里，在学
习成员的影响和帮助下，学习生存本领，获得生活智
慧，体验生命意义的人。 学校的产品在于促进学生学
习生存本领，获得生活智慧，体验生命意义。

学习环境和学习活动， 这是影响和促进学生发
展直接而现实的因素。 教育的任务在于提供有助于
学生成长和发展的环境， 在于组织学生参与能够实
现成长和发展的教育活动。 我们可以把对学生产生
影响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活动称为课程。 利用和开发
对学生产生影响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活动就是教师的
使命和责任，教师的劳动是建设和开发课程，学校的
产品就是课程。 （陈大伟）

据《浙江教育报》、《福建论坛》综合整理

□ 本期主持：褚清源

■链接

学校产品的认识误区

校本课程：由“鸡肋”变“鸡腿”
□ 黄文涛

作为我校第一批校本课程开发的参与者，在校本
课程开发和实施的过程中，我的内心经历了前期的兴
奋、中期的忐忑和后期的失落。 兴奋的是通过开发校
本课程终于可以根据学生成长的需要，结合自己的所
学专长而“大展拳脚”了；忐忑的是对校本课程的开发
因为经验不足担心得不到学生的认可；失落的是面对
学生们对校本课程的消极反应。 在很多人眼中，校本
课程就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 一方面，学校
开设校本课程更多地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 另一方
面，由于校本课程不作为考试科目，学生对此重视度
不高，经常出现有学生利用上校本课的时间，完成考
试科目的作业的情况。 面对处于窘境的校本课程，教
师和学生的积极性都不高。

仔细分析导致我校开设的校本课程沦落为 “鸡
肋”境地的原因，我们找到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学校和教师的理念偏差和能力欠缺制约课
程开发。 通过与其他教师交流，我了解到不少教师依
然对校本课程的看法存在误区，认为开发校本课程是
“浮云工程”、“作秀工程”。 这些认识偏差直接制约着
课程开发的主动性、有效性和持续性。 此外，很多教师
整合课程资源的能力有限， 在整合开发课程过程中，
更多的是“依葫芦画瓢”，甚至是简单地下载复制。

二是学生选课的自主性丧失制约课程实施的

实效性。 就现实情况来看，学校为了降低管理难度，
对学生的选课有包办现象，经常是某几个行政班统
一上某一校本选修课。 这种“被选课”的做法值得商
榷。 此外，巨大的应试压力使得学生选课的自主性
存在严重异化现象。 当学生面对堆积如山的作业尚
未处理时，很难从自身发展的高度正确面对校本选
修课程。

三是课时的有限性制约校本课程实施的有效性。
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这三类课程在学校层
面始终是以加法方式共存，在校本课程不断膨胀的过
程中，师生负担也在不知不觉中加重。其结果，学校层
面，课程门类繁多，课时总量不变，导致师生难以承
受，很多课程实施只能应付了事，其效果大打折扣。

纵观导致校本课程沦为鸡肋的境地的这一系
列主客观因素 ，我们发现并不是不可改变 ，只要对
症下药 ，因势利导 ，校本课程完全可以由 “鸡肋 ”变
为“鸡腿”。

首先，更新课程理念，提升课程开发能力。 针对整
合课程过程中存在思想困惑和认识误区，学校要积极
引导教师树立崭新的校本课程观：树立“发展性的功
能观”，认清课程开发的价值意义；树立“综合性的结
构观”，构建大课程观；树立“生活化的内容观”，解决
校本课程开发资源匮乏症；树立“多元化的评价观”，

确保校本课程实效、长效实施。
其次，完善新课程背景下的学习模式。 为了保障

校本课程实施的效果， 必须改革完善相应的学习模
式：完善选课制，开设“课程超市”；推行走班制，根据
学生选课情况，打乱原有的行政班级，实行走班教学；
落实学分制，全体学生必须修完一定课程，获得相应
学分。

此外，构建转化生成性课程体系，处理好三级课
程的关系。 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同等重要，
均指向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 三级课程之间相互联
系、彼此促进。 为了有效解决课程资源的无限性与课
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必须走转化生成之路，构建
转化生成性课程体系。 学校应大力推进三类课程的整
合，通过国家课程校本化、地方课程乡土化和校本课
程生活化三个途径，对国家课程精神予以创造性地落
实，最终整体生成学校课程。

总之，课程的开发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是一
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需要我们不断去探索、 实践、反
思、完善和提高。 只有以丰富的课程资源为原料，运用
精湛的“厨艺”技巧，才能将校本课程由“鸡肋”变为
“鸡腿”， 进而烹饪出符合不同学生口味的美味大餐，
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成长需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滨海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