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 9月，我与 29个可爱的娃
娃相遇了。开学第一天，我给孩子们
讲绘本故事《一片幸运的叶子》，小家
伙们都能领会：善良的心可以带来幸
运和朋友。于是，“四叶草”便成了我
们的班名。

四叶草班的 29个孩子，一个个
聪明活泼，让人心生欢喜。这群可
爱的天使，奶声奶气的真能把人给
萌化了。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要永
葆童心，要站在儿童的立场上，做一
个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于是，我
和四叶草班的孩子们开启了一段幸
福的旅程——

幸福，在阅读中萌芽

清晨，当阳光照进教室的时候，
孩子们已经在老师的带领下用晨诵
开启一天的学习了。“小老鼠，上灯
台，偷油吃，下不来……”朗朗上口的
儿歌，我们打着节拍读；“两只小象河
边走，跷起鼻子勾一勾……”充满画
面的童谣，我们加上动作读；“鸟儿爱
蓝天，鱼儿爱江河……我们小朋友，
从小爱祖国。”抒情优美的诗歌，我们
配上音乐读。每日晨诵，既培养了孩
子们与黎明共舞的生活方式，又能让
我们习诵诗文，领略母语的优美。

一天中，孩子们最期待的是午
间，那是可以听老师讲故事的时间。
我是个喜欢读故事的老师，于是每个
中午都成了我们的故事会。起先，我
挑选适合他们的绘本、童话声情并茂
地读给他们听，《小猪变形记》《小老
鼠亚历山大》《亨利爷爷找幸运》《小
人鱼》……每听完一个故事，小朋友
不等我提问，就按捺不住地想总结几
句，虽然语言稚嫩，可道理都能说得
一套一套的。后来，我让孩子们推荐
好书。《七号梦工厂》是小许推荐的，
厚厚的绘本，没有一个字，孩子们看
着图，七嘴八舌，把这本无字书读成
了“千字文”。《二十四节气》是悦柔喜
欢的，一起读完后，我们还选了其中
的一个节气——立春，排成戏剧，登
上了学校戏剧节的舞台，人人参与，
一个不落。《十万个为什么》是优燃推
荐的，“年俗故事”是恬恬推荐的……
孩子们幸福地徜徉在书海中，尽情呼
吸书籍的芳香。

我们学校有夜课，我们把它用来
暮吟，以吟唱古诗词为主。“解——落

三 秋 叶 ，能 开 二 —— 月 花 ，过 江
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敕勒——川，阴山——下，天——
似——穹庐，笼盖四——野啊！”教室
里吟唱声声，唱着唱着，这些诗词都
会背了。半年来，我们用吟唱的方式
背了几十首古诗词。孩子们在吟唱
中享受“江南”的美好，“春雨”的抚
摸；体验“登高”的快乐，“离别”的忧
愁；感受“山水之乐”“游子乡愁”。每
晚 7点，如果你来我们校园，会发现有
一个“唱诗班”正用动听的吟唱结束
一天的功课。

幸福，在故事中开花

跟孩子们相处的每一天都充满
了快乐，但与一年级孩子在一起也会
有相应的琐碎和辛苦。如何转化这
种烦琐，需要巧妙与智慧的引导，所
幸，我找到了这把开启学生心灵的
钥匙。

开学第三天，小艺开始不习惯
每天那么长时间在学校的生活，总
是想妈妈。一天讲故事时间，我拿
起绘本《小阿力的大学校》，忽然有
了主意。我清清嗓子，郑重其事地
说：“今天这个故事，我要送给小艺
同学。”话音刚落，29双小眼睛齐刷
刷地看着我，小艺的脸上露出疑惑，
同学们的脸上带着羡慕。当我绘声
绘色地讲完故事，微笑着看着小艺
时，孩子明白了。她抿着嘴巴羞涩
地笑了，看得出她很激动，那么多的
小朋友，老师唯独把故事送给了她。
真不知是什么神奇的魔力，第二天
她就跟其他小朋友一起正常上学，
不再想妈妈了。

小许不好好吃饭，每次别的同学
都吃完了，他盘里还是满满的，最后
扭捏着要把整盘饭菜都倒掉。我送
给他一个故事:《我好想吃一个小孩》。
读完故事，大家哈哈大笑，包括小许
自己，因为故事中的小鳄鱼奇奇不好
好吃饭长得又瘦又小，正如小许。当
天晚餐，小许就把饭菜吃得干干净
净。现在的小许吃饭可好了，基本上
每次都能光盘，还送到我跟前让我检
查呢！

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很多孩子身
上。小陈天天迟到，我送给他《迟到
的理由》，小倪座位上总是乱糟糟的，
我就把《大卫，不可以》送给他……一

个故事能抵千言万语，我们的幸福在
故事中开出了绚丽的花儿。

幸福，在智慧中绽放

如果把可爱的孩子称为天使的
话，那班级中也存在几个“小恶魔”作
乱。小浩是其中最难缠的一个，上课
不仅不听，还大声吵闹，课间爱追逐
打闹，提醒他没用，批评不爱听，那桀
骜不驯的样子，就像个小“油子”。

大课间，小浩又和小朋友争抢一
个垃圾袋了。我抓住这个机会，当着
全班孩子的面说:“小浩真是爱劳动，
我想请他当我的小班主任。”话音刚
落，小浩一下停止了。我看他眼睛发
亮，问:“愿意当我的小助手吗？”他很
认真地点点头。

当上了“小班主任”的小浩果真
安分了不少。每次喝牛奶，他总是拎
起袋子“挨家挨户”回收牛奶盒，也没
有人跟他抢了，因为他是老师的助
手。我也总有意无意地表扬小浩这
个小班主任当得好。看得出，小浩在
克制自己，努力表现得像我所说的样
子。跟刚开学相比，他的进步是巨
大的。

低年级孩子爱追闹，该怎么释放
他们多余的精力呢？我想，得让他们
有事做。我让他们每人带一盆绿植
来，在班级中开展养护绿植比赛。一
时间，孩子们的心思都放在自己的绿

植上了，一下课就搬出去晒太阳，一
有空就浇水。照这么浇下去，那几盆
植物肯定过不了秋。于是我适时告
诉他们哪些植物喜阳，哪些植物喜
阴，哪些植物不能多浇水，该在什么
时候浇水。他们听得比上课还认真。

当养护绿植的兴致有些消退时，
我又买来 8只小乌龟，嘱托他们要把
这几位“客人”照顾好。这下孩子们
的兴致更高了，他们既要照顾绿植，
又要去看看小乌龟是否该喂食了，是
否该换水了，忙得不亦乐乎。而这些

“客人”也经常成为孩子们“日记”中
的主角。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责任心和集
体荣誉感，我让他们人人都当“官”，
个个都为班级作贡献。除班长、组
长、课代表这些“官”之外，我还设置
了节能员、清洁员、安全员等。一个
学期下来，我们班月月被评为“文明
班级”，学期结束还被评为了“卓越班
级”，这一切都跟班级里的“官员”们
分不开。

一学年很短，但我们经历了很
多，青西河畔我们寻秋作画，月牙亭
里我们对月吟诗，香柚树下我们美
丽约定，蔷薇架旁荡漾着我们的歌
声……校园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我
们的欢声笑语。

我和四叶草班孩子们的幸福生
活还在继续……

教室是什么？
对于建筑工人来说，教室是一间

60平方米左右的房间；对于教师来
说，教室是自己经营守护的麦田；对
于学生来说，教室是一段独一无二的
时光；而对于银河小学的老师们来
说，教室是一段师生共同书写的生命
传奇。

命名，把教室唤醒

“开学快一个月啦，我们的家委
会行动迅速，不仅统一配置了整理
箱、整理柜，还收集了 46份班级文化
建设意见征集表。我们的每一位家
长都用心设计了最能体现我们 104班
班级文化的班徽、班名、口号和班
歌。”这是 2019年 9月 30日 104班发
布在学校微信公众号上的推文《“七
星乐园”诞生记》的开头，字里行间，
满是自豪。

教室是老师和孩子们朝夕相处
的地方，也是我们的第二个家。孩子
的习惯养成、学识修炼、品位形成都
受到教室环境的影响。建设一间独
属于老师和孩子们的、与众不同的教
室，是首要大事。所以，每年 9月开学
季，班主任老师都会带领孩子们一起

打造自己的教室。擦窗拖地、排布桌
椅，整洁明亮的“硬装”完工之后，“软
装”就开始了——用心构建班级文
化。老师们会向孩子们发布“创意征
集令”，引导全班孩子和父母一起为
班级命名。经大家讨论和甄选之后，
确定班名、班级愿景、班旗、班徽、班
歌、班级吉祥物等文化元素。

给班级命名，可以很简单，也可
以很复杂。像上文提到的“七星乐
园”的命名，就用了整整一个月。为
什么会这样？借用《小王子》中狐狸
的话意，命名的过程，就是开启一种
驯养关系的过程：从此，这个教室就
有了独立的生命、独特的文化；从此，
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要对这个教室
负责。所以，命名的过程，就是把教
室唤醒的过程，是教师、学生、家长朝
着共同愿景集结出发的过程。

阅读，让教室无限宽广

“书是甜的！”
“我们是吃饭长大的，更是读书

长大的。”
“各种各样的书，就像鱼，像苹果，

像牛奶，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营养，让
我们变得更健康，更聪明，更能干。”

这样的话语，银河小学的孩子们
耳熟能详。

每年 9月是学校一年一度的读书
节，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学科教师共同
体便开始为孩子们打造班级品质书
柜。什么年龄段的孩子看什么书，是
儿童阅读的“黄金定律”。每个班级
都会遵循这个定律，为孩子们量身定
制最契合他们年龄特点的书，并根据
孩子的阅读量、知识面、接受程度等
进行调整、完善。

孩子们还会精心布置自己班的
书柜，取个性化的馆名，制订规范的
借书制度，设置好书推荐栏，制作阅
读存折等。班级书柜的书有的是学
生认购，有的是家长捐赠，一般人均
不少于 10册，最多的班级达到人均
30册，且处于不断更新之中。学校
德育处会组织老师、家长、学生代表
开展班级书柜的评比，根据书目质
量、类别、数量、制度、布置和创意等
评比细则，评出最佳书柜和优秀
书柜。

阅读，就是从浩瀚书海中寻找榜
样，寻找最好的自己。阅读让每一间
教室变得无限宽广。书柜评比仅仅
是读书节的一项活动。集体晨诵、读
书分享、好书互换、童话剧演出、亲子
共读互动、电影欣赏等，使每一届读
书节都缤纷多姿。

课程，让教室有力生长

小金，一个轻度自闭症孩子，每
天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无法与同伴
正常交往，四年级之前语文成绩均不
及格。四年级第二学期，他第一次拿
到阅读优秀。之后，不断进步。毕业
考语文 4项全优，综合得分 91分。孩
子能取得这么大的进步，与班级的新
闻采编课程有着密切的关系。

新闻采编课程是“海豚之家”学
校陈溢华老师研发的。3年一届，陈
老师用 6 年的时间完成了两轮研
究，而今，已开启第三轮。陈老师带
领孩子们徜徉在精彩纷呈的新闻世

界里，孩子们听新闻、看新闻、说新
闻、采新闻，可以说，他们每天眼观
六路，耳听八方。他们去《萧山日
报》社看报纸怎么诞生，去电视台看
节目怎么录制，他们还去寻访行业
领军人物，并把这些都做进简报里。
孩子们说：世界很大很大，当我们用
小小的眼睛来凝视它时，每天、每
时、每刻，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在上演
着不同的故事，让我们应接不暇。
然而，世界又很小很小，因为有了

“新闻课程”这双大眼睛，我们足不
出户便“尽知天下事”——身在教
室，胸怀世界！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奇迹就这样诞生了——两届学
生，都从后进状态，进入先进行列。
特别是两届学生到了初中后，家长
们纷纷报喜：孩子阳光自信，品学兼
优。陈老师也获得了额外的奖赏：
获评浙江省教育学会论文比赛一等
奖，萧山区十佳卓越课程评比第一
名 ，并在全国教师成长力论坛上作
分享。

在银河，像这样的班本课程层出
不穷，旅行课程、萨哈拉课程、夏洛课
程……全校 40个教室，40个班级课
程静静生长，恣意开花。缔造完美教
室，就是要让教室里的每个孩子穿越
课程与岁月，朝向有德性、有情感、有
知识、有个性、能审美、在各方面训练
有素又和谐发展的生命，而一天天地
丰盈着、成长着。

什么是完美教室？其实，世间本
无“完美”，但是，一间间平凡的教室，
因了文化而变得凝心聚力，因了阅读
而变得温暖滋润，因了课程而变得生
机勃发，这，便是师生携手奔向“完
美”的最美样子。

办学至今，银河实小已有 6个教
室被评为新教育“全国十佳完美教
室”。周彩萍、韩一娣等班主任登上
全国年会的领奖台，接过朱永新教授
颁发的奖牌的那一刻，就是对一间间
师生共建、散发着生命之光的教室的
褒奖。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邵燕飞

完美教室：散发生命的盈润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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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新教育 刊
完美教室叙事

教育的理想、金色的童年、闪
亮的日子，能在一间教室被点燃、
被保卫、被擦亮吗？班主任是一
间教室的掌舵人，领衔班级全体
学科教师形成“完美教室共同
体”，一起缔造班级文化，真正实
现全科育人、全员育人，共同书写
生命的传奇。

共读共写 指引完美

我们的“缔造完美教室”项目
组成立于2019年9月，由学校政教
处行政人员担任组长，来自不同年
级的班主任和学科教师为成员。
大家共同制作组徽，形成共同愿
景：让阅读托起一间教室的成长，
激发老师和学生用爱心一起编织
美好生活并携手成长的动力。

我们达成了以下共识：缔造
完美教室的意义——在新教育生
命叙事和道德人格发展理论的指
导下，汲取新教育儿童课程的丰
富营养，开展晨诵、午读、暮省，师
生共建，形成有自己个性特质的
教室文化；缔造完美教室的准
备——理念先行，形成共同愿景；
阅读相伴，形成共同密码；榜样引
领，形成鲜明主张；缔造完美教室
的核心要素——教师真诚且深刻
的爱，晨诵、午读、暮省的日常生
活方式，立足课堂生活的改善，教
师与学生共同的课程生活。

文化构建 推动完美

学校文化铸魂，教室文化育
人。一间教室应该有自己的环境
文化、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三
化”是班级建设的灵魂，是对孩子

“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是引领孩
子成长的方向标，是孩子从成长
到成才的发力点。

经项目组讨论最终形成的
“定南县第六小学班级符号标识
登记表”，设置了“六个一”：一个
富有寓意的个性班名，一个简约
美丽的班徽，一首催人奋进的班
歌或班诗，一句振奋人心的班级
口号，一份师生共同约定的班级
公约，一个积极向上的班级愿景。
各班充分征询孩子们的意见，形
成个性的班级符号。随着年级的
提升，班级符号可以优化，从而更
符合孩子们的成长需求。

我们还把这些内容制作成班级文化铭牌挂在每间
教室的门口，让它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坚持把
教室布置成一间阅览室和展览室，用文化的构建推动
我们的教室走向完美。

卓越课程 擦亮完美

朱永新教授说：“教室是一根扁担，一头挑着课程，
一头挑着生命。卓越的生命是由卓越的课程润泽起来
的。”项目组融合部门工作设计了四大节日课程，校园
读书节、科创节、体育节和艺术节；仪式课程，一年级新
生的入队仪式；庆典课程，即期末庆典、生日庆典和毕
业庆典；每月一事课程，主要有主题阅读、主题实践、主
题展示和主题反思。

根据老师们的优势特长，我校开设了 17个校级社
团和 39个课程项目，现已涌现出一批优秀课程，比如黄
钰老师的“传统节日课程”、郭慧晶老师的“古诗配画课
程”、胡玉芳老师的“创意美术课程”、钟日娟老师的“创
意手工课程”和叶丽婷老师的“成语读写绘说演”。每
个星期五下午，社团活动以“长课”形式开展，有目标、
有计划、有时间、有评价。

细化评价 培育完美

为了更好推进缔造完美教室行动，项目组听取各
方建议，反复讨论，最终形成了《定南县第六小学完美
教室评选细则（试行稿）》。此细则共有三大块内容，即
常规、活动、争优，三块内容设定等级，并赋相应分值。

常规板块设计分为班级文化标识要有“六个一”、
公开集会或活动师生能用好“六个一”、教室里有一月
一主题的师生阅读和活动成果作品展览等九项，活动
板块为月底的班级现场汇报、班本课程两项。

我们将每月一事与少先队主题活动相融合，师生
阅读、活动、展示、反思丰盈了每一个日子。师生在班
本活动中收获喜悦，建立和谐与亲密关系。

争优板块更多体现在班主任领衔学科教师“自主
而又创造性”地开展班级活动。其中“常规”“活动”部
分班班必做，是每间教室的工作底线，“争优”是加
分项。

我们每学期进行一次评选，分值达到 200分为“合
格教室”，255分以上为“完美教室”。“下要保底，上不
封顶”的弹性设计，体现了新教育倡导的“底线+榜样”
的思维。

相互融合 创造完美

缔造完美教室是所有人共同的工作。我们将新教
育工作与政教处、教务处、教科处和党办等部门的工作
相融合，如此就不会出现二者相冲突的情况。打破项目
组之间各自为政的壁垒，加强沟通协调、共同谋划，让工
作有布置、有落实、有评价，合力建设完美教室，让教室
真正成为师生共同编织幸福完整教育生活的重要阵地。
同时，将新教育工作与教师常态的教育教学工作相融
合，让班主任领衔学科教师共同推进、落实，方向更明
确、内容更具体、体系更完备。此外，我们以“构筑理想
课堂——研课磨课”为主线，一人承担“研课磨课”，团队
集体“打磨”，真正让学科组成了“成长共同体”。

经过两年的实践，全体教师心中都有了“完美教
室”的样式，师生和家长在“完美教室”里有了共同的语
言密码，师生关系、亲子关系和家校关系都有了改善。
今后，我们将以缔造完美教室项目组为“1”，继续落实
新教育实验“以时间为轴，深耕‘1+N’，分阶段突破”策
略，以“1”撬动全体师生的阅读、活动和课程，让教室真
正成为师生、家长的好书阅读室、作品展览室和心灵花
语哺新苗的驿站。

四叶草班的幸福生活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中南国际小学 张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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