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畅销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曾
给《第 56号教室的奇迹》一书撰写推荐语：“一间教
室能给孩子带来什么，取决于桌椅之外的空白处流
动着什么。相同的教室，有的显得很小，让人感到
局促和狭隘；有的显得很大，让人觉得有无限生长
的可能。”在我眼中，我的教室同样很小也很大。说
它小，是因为空间真的不大；说它大，是因为它承载
着我和孩子们一同走过的旅程，记录着我们的喜怒
哀乐。

“彩虹之上”的由来

我的教室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彩虹之上”。
它源自一部经典电影《绿野仙踪》，电影原著故事也
是孩子们进入中年级要共读的图书。我和孩子们
都相信，彩虹，是世间最美的景象，彩虹之上，是梦
想抵达的所在。

我们打造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班级形象符号系
统。我们将“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很棒”定为班级愿
景，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在自己擅长的领域成为最好
的自己。班徽由孩子们自主设计，在“彩虹之上”的
班名下方有一道美丽的彩虹，寓意着所有美好的事
物都将汇聚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寓意着班级的精彩
来自每一个孩子；星星和云朵谐音“幸运”，也寓意
着孩子们各有不同，各美其美；两个孩子手牵手，象
征着我们是一个团结有爱的班级；一本打开的书寓
意孩子们将乘书本抵达彩虹之上；两旁金黄色的麦
穗代表着美好的未来。彩虹之上是理想之境，它将
用彩虹的光芒召唤孩子们不断前行，从优秀抵达
卓越。

我们的班诗也改编自《绿野仙踪》的主题曲：
“在彩虹之上，有个很高的地方，有一块乐土，叫三
（1）彩虹班；在彩虹之上的某个地方，天空是蔚蓝
的，只要你敢做的梦，都会实现……”

对于一间教室来说，无论构思多么巧妙，如果
师生无法传递出独特的班级精神，它还不能称为完
美教室。如何通过班级课程和共读共写生活，将班
级文化一点点激发出来，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晨诵课程，唤醒每一个黎明

“早安，亲爱的孩子们！”“早安，亲爱的陈老
师！”每天清晨，我们都会用这样的方式开启一天

的生活。晨诵是新教育学校三时课程“晨诵、午读、
暮省”的重要组成部分。从 2021年 9月开学以来，
我们坚持每天晨诵，日不间断。从金子美玲到谢尔
大叔，从中国传统节日到二十四节气，我们共读了
百余首诗歌，留下了一本又一本晨诵写绘，开启了
诗意栖居的生活。

2021年9月21日，我们迎来开学后的第一个传
统节日——中秋节。为此，我们进行为期一周的中
秋主题晨诵，先后共读《月亮》《白月亮》《古朗月行》
等诗歌。同时，通过观察中秋前后的月亮变化、和
月亮做游戏等丰富多彩的课程体验，让中秋和月亮
在孩子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在以“桂花”为主
题的课程之旅中，孩子们穿越在一首首关于桂花的
童谣和古诗中，感受着诗人眼中、心中的桂花，体验
美好的情感。

生日课程，为每一个生命喝彩

生命是需要仪式的，恰到好处的仪式感能够激
发生命内在的成长力量。对于孩子们来说，生日无
疑是最具仪式感的时刻。于是我借助生日课程，通
过一首诗、一份祝福、一段成长旅程和礼物，让生日
成为每个孩子最期待的时刻。

每一个孩子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个独一无二
的生命都值得为之喝彩。然而因为疫情，孩子们
期待已久的生日会只能遗憾落空了。2022年 3月
28日晚上，我们接到线上教学的通知。得知这个
消息，我的脑海中第一个想到的是，明天王思慧的
生日怎么办？王思慧的生日是 3月 29日，学生和
老师都已经准备好了生日礼物和祝福。疫情来
袭，让我们措手不及，这期间有好几个孩子过生
日，我承诺复学后给他们补一次生日祝福。居家
隔离期间，我用心学习针法，为孩子们精心缝制了
粽子香囊。终于，在复学第一天，我们如期举办生
日诗会，我把粽子香囊作为礼物送给他们。虽然
针法还不够专业，但是我相信他们能从中感受到
老师满满的爱意。

生日诗会上，我们一起诵读改编后的生日
诗：“亲爱的王思慧啊，在彩虹之上，有个很高
的地方……青鸟悠然飞翔，青鸟飞跃了彩虹，那
么，亲爱的王思慧也可以。如果快乐的小青鸟儿
飞过了彩虹，那么，我们相信，三（1）彩虹班的王

思慧也可以！”思慧平时是一个默默无闻、不太自
信的女孩。我想通过这首生日诗让她知道，只要
敢于尝试，定能像小青鸟一般，飞越彩虹，抵达梦
想之境！

对于思慧来说，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生日。虽
然没有蛋糕，也没有贵重精致的礼物，但来自老师
和同学的祝福却让她感动不已。其实，有没有生日
蛋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感受到生命被平
等地尊重和接纳。看着他们那害羞的笑容，感受着
学生之间团结真挚的友谊，我觉得自己的付出都是
有价值的。

养蚕课程，感受生命的力量

春天，万物生长，是充满希望与生命力的季节。
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观察力，让他们体会生
命的意义，2022年春天，我向学生发出养蚕倡议书，
正式开启我们的养蚕课程。

活动中，科学老师也积极参与进来，带着孩
子们通过课程、书籍、网络等方式认识蚕，了解养
蚕的方法和过程。因为疫情，孩子们每天在班级
群中分享自己与蚕宝宝的故事：“外婆天天把蚕
宝宝放在口袋里，它怎么还不出来呢？”“我的蚕
宝宝一天能吃掉好多好多的桑叶，桑叶都快没
了。”“我的桑叶卡在路上，快递到不了了……”张
艺腾同学伤心地说，因为买不到桑叶，蚕宝宝都
死了，有的孩子说蚕宝宝因为吃到喷了消毒水
的桑叶也死了。我本想通过课程让孩子们感受
生命的神奇，没想到养蚕的经历一波三折，他们
却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不易。复课后，我邀
请孩子们画下蚕宝宝的一生，讲述他们的故事。
这些故事中有欢笑、有泪水，更有对生命的
敬畏。

小小的蚕茧给孩子们带来了无限的想象。孩
子们通过蚕茧创作，展示了一幅幅栩栩如生、充满
奇思妙想的作品，也给我们的养蚕课程带来圆满的
结局。

若干年后，回忆起自己的学习生涯，孩子们
一定会想起他们曾经共同生活在一间叫做“彩虹
之上”的教室。在这间教室里，他们不断遇见更
好的自己。这，也是我和孩子们在“彩虹之上”的
约定。

“彩虹之上”的约定
■江苏省徐州市新教育学校 陈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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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我的小“四叶草”们升入二年级了。小家
伙们没有按照我们规定的时间报到，开学前一天就
早早来了。我将新课本用红丝带系好放在他们的
座位上，黑板上写着“我们二年级啦”，迎接他们回
到四叶草之家。四叶草班的幸福之旅又要开启了。

缘起节日祝福

一年级的学习生活结束后，小“四叶草”们都很
喜欢上学，孩子们获得了快乐和进步，作为班主任
我也感到非常幸福。二年级，我将带给孩子们什么
样的体验呢？我还在心里默默思考着，孩子们却首
先带给了我内心的触动。

教师节那天早晨，我刚进班，就听见孩子们齐
唱：“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随
后他们又送上亲手准备的贺卡、彩纸花、自己编的
小诗。我的眼眶有些湿润，可爱的孩子们给了我最
朴素真挚的祝福，让这个普通的日子变得不平凡，
我也应该努力让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美好而有
温度。

蓝天下的大教室

夏天吃过晚饭，太阳还没落山，云霞映着落日，
微红如醉，晚风吹在身上甚是舒爽。这天赐的自然
之美怎能辜负？我校是寄宿学校，正好可以带孩子
们去溜达一圈。于是，我带着他们向操场走去。

我们绕着塑胶跑道边走边聊天，有孩子看着天
空和晚霞脱口而出：“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
空。”后面的学生马上接道：“朝霞对晚露，彩云对长
虹……”孩子们想起了《对韵歌》。几个眼尖的孩子
看见月亮出来了，而此时西边的太阳尚未落山，这
情景让他们激动不已。“西边一个太阳，东边一个月
亮，他们一起照亮，大地更加明亮”“太阳公公没下
山，月亮姐姐已上班”“月亮是不是被我们的声音吵
出来了”……他们叽叽喳喳地说着，又不知是谁起
的头：“暖阳下的桥头旁，有这样一姑娘……”唱完
再来一曲：“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我教他
们玩“摇摇船”、推“小车”、坐“花轿”，玩累了就在草
地上打几个滚，躺下看着天空，好不惬意。蓝天下
的这片乐土，不就是孩子们的大教室吗？

回到教室里，我把孩子们刚才创作的口头诗录
在电子大屏上，还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散步哲
诗”。看着自己即兴创作的小诗被保存下来，孩子
们高兴极了，每天的“饭后散步”也成了孩子们的每
日期待。

我们的“探秘基地”

校外的清溪湖边有一条长约 200米的林荫小
道，湖边一年四季树木常青，各种花朵轮番绽放。
我常带孩子们去那里走走，它也成为了我们的“探
秘基地”。

一月一花开，花开应时节。八月桂花迟迟未
开，孩子们等得心急。终于到了桂花怒放时，校园
里满溢着甜蜜芬芳的气息，连呼吸都变得轻快起
来。午后阳光正好，我们迫不及待地向清溪湖走
去。孩子们来到桂花树下，尽情欣赏，恣意呼吸。
在湖边，孩子们也收获了不少宝贝：三叶草、大蘑
菇、蚂蚁家、蜘蛛网、叫不出名字的果子……最引人
注目的是湖边一排开得异常灿烂的花，从根部到花

朵间只有一根一尺来长的细茎，没有一片叶子。孩
子们产生了好奇：这是什么花？我也是第一次见，
连忙手机搜索了一下，原来这是彼岸花，又名石蒜。

“哦，怪不得长在岸边。”“前几天还看到绿绿的叶子
呢！”“好漂亮呀，像焰火。”“像卷卷毛。”孩子们七嘴
八舌地议论着，每到一处，他们都像发现新大陆一
样，互相交流探到的“秘密”。

清溪湖边每走一趟，都会有新发现，我们也留
下了很多精彩瞬间。孩子们写的《看桂花》《清溪湖
畔》《那条路》等习作，语句稚嫩却灵动，这是他们写
给大自然的诗啊！我将这一篇篇活泼有趣的小作
文集成册子，与此同时也趁热打铁开启了自然书目
的共读，《虫子旁》《带刺的朋友》《森林报》等故事深
受孩子们的喜爱。

春天里的惊喜

冬去春又回，我产生了带他们去校外“找春天”
的想法。天气暖和一些，我们去月牙湖边踏春，猛
然发现，春天已经扑面而来：草已经长得寸把高，杨
柳舒展着枝叶，桃花也满树地盛开，已不见课文中
写的“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树木吐出点点嫩芽”的
样子。我有点后悔没有早点带他们出来。

所幸，春天里有很多节日，我们也多了很多期
待。植树节前夕我发出倡议，让家长带孩子们去
乡下、郊外，或在自家小院里植下一株小树，给树
苗挂个名片，和小树同成长，体会植树的乐趣和意
义。同时，我们的教室前也增添了不少“新生命”。
那段时间，孩子们课后便去观察植物的生长变化。
风信子刚买回来还是一个“洋葱头”，没过几天就
开始生根、发芽了，花开得最艳的时候，散发出浓
郁的香气。小朋友将带来的花籽埋进装了泥土的
小瓶盖里，已经长出了芽儿。被小朋友不小心碰
掉的多肉植物叶片放在花盆角落里，没过几天也

落地生根了。有心的孩子对这一切好奇不已，写
成了观察日记。他们学会留心生活，就会发现生
活处处有惊喜。

云端分享大自然

可惜，春天还没有结束，学校就因为疫情转为
线上教学，孩子们也都居家学习。

风有约，花不误。四月，校园里各色各样的花
都开了，花坛里月季正鲜艳，围栏上蔷薇爬满架，夹
杂其间的牡丹高洁又优雅。清溪河两岸嫩绿的刺
槐叶面对面相望，水杉树生出的细针像一排排梳
子，桃花一树红一树粉，垂丝海棠花似锦。水面上
不时飞来一只白鹭，洁白的身子尖尖的嘴，细细的
脖子长长的腿，多么优雅！为了不让孩子们错过这
春日的美好，我将这些画面一一拍下来，制作成小
视频，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我们在“云端”一起分享
大自然的杰作。孩子们欣赏着，简直不敢相信这是
校园里的景色。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我让孩子们在家进行种
植，观察植物的生长。种下的葱蒜、豆芽都长得很
快，孩子们见证着生命的变化，每天都在线上分享
各自的收获。

五月小长假后，网课终于结束了。那天我们聊
起“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孩子们口中的梦想不再是
当科学家、工程师了。小潘的梦想是做个饲养员，
万腾的梦想是当一名足球运动员，陶宝和俊宇都想
当侦探，小王想当珠宝设计师……我听到了孩子们
内心真实的声音。我想：尊重每个孩子的特性，让
他们自然、真实地成为自己所希望的样子，这就是
教育的最高境界。

跟小“四叶草”们相处的日子里，每天有许多令
人高兴、惊喜、感动、难忘的瞬间，我们在琐碎的日
常中，守着平淡，守着简单，偶尔忧愁，时常幸福！

在自然的天空下幸福成长在自然的天空下幸福成长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中南新世纪学校 张丽华

自 2015年与新教育结缘，草桥镇
周嘴中心小学就展示出了一所农村小
学在营造书香校园、研发卓越课程、缔
造完美教室、引领教师专业成长等方
面取得的突出成绩，曾先后承办 4次
县级以上的新教育现场活动。当我第
一次跨入这所学校时，就被浓厚的新
教育氛围震撼：“为孩子的未来搭桥”
不就是我所追寻的教育目标吗？“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不就是我所
期盼的教育梦想吗？两年间，我全身
心地投入到学校的新教育行动中，一
路聆听成长，一路感受花香。

星桥文化聚人心

朱永新教授说：“教室，一个书写
传奇、创造奇迹、演绎故事的地方。
如果说文化为学校立魂，那么教室之
魂就是教室文化。”

犹记得与孩子们第一次邂逅的
场景：一双双明亮的眼睛，如星星一
般耀眼夺目，汇聚成一个美好的“生
命场”。以学校“桥文化”体系为背
景的“星桥班”就此诞生。我们集思
广益设计了班徽：一只手代表家长，
一只手代表学校，共同架起了一座
彩虹桥；如幼苗一般的孩子汲取着
书中的知识茁壮成长。学生们争先
恐后地手绘吉祥物，并投票选定了
一个充满希望的名字——“启明
星”。星桥班交流会上，大家讨论得
热火朝天，最终确立“齐聚星桥，团
结成长”的班级愿景，制定了班级公
约。班上的小诗人梦涵还在父母指
导下创作了一首班诗：“春气发萌
芽，孩童乐如花。同窗齐携手，星桥
是吾家。”琅琅上口的小诗谱成曲
子，成为了我们的班歌。

为了将班级精神文化通过环境
充分外显，我鼓励学生们发挥创造
力，一起布置班级：他们张贴自主编
辑的新闻小报，陈列栩栩如生的手工
作品，评选积极向上的班级榜样……
小星星们在这片自由浩瀚的天空中，
闪闪发亮、熠熠生辉。

星桥课程助成长

新教育认为，课程即生活。有怎样的课程，就有怎
样的生活。生活的丰富性，决定了学生生活的丰富性；
课程的卓越性，决定了学生生命的卓越性。春去秋来，
岁月流转，星桥班的孩子们在愉快的课程穿越中丰盈
了童年的生命，绽放了幸福的生命之花。

阅读课程，浸润童年光彩。“晨诵、午读、暮省”是星
桥班孩子的生活方式。每个清晨，我们以经典为伴，擦
亮新的一天；午后时间，共读童话畅谈，编织文学梦想；
暮色时分，执笔弄墨，记录心中所得。

初始阶段，我们以识字绘本为主，并成立“手拉手”
互读小组，开启共读模式。积累了一定的识字量后，我
们进行多彩的主题阅读。在学校阅读的带动下，亲子
共读也开展得有声有色。我们在线上开展主题交流
会，坚持每天阅读；线下进行分类摘抄，共写读书笔记。
期末庆典上，孩子们自编自演的话剧让场下的家长们
惊喜不已。我将一年多的共读成果集结成册，作为奖
品送给“书香家庭”。

每月一事课程，培养良好习惯。我们分主题阅读、
主题实践、主题展示、主题反思4个板块推进每月一事，
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养成良好的习惯，如10月主
题是“爱国”，悼念抗美援朝英雄；11月主题为“劳动”，
到社区宣传垃圾分类；12月是“节俭”，开展“光盘”行
动；1月是“感恩”，用“一封家书”传递亲情。

旅游课程，换种方式游山河。为了弥补地域局限，
带着农村孩子“走出去”，教师联合研发班本课程《足不
出户游中国》，师生们以“世界名桥”“自然景观”“风土
人情”“城市风光”等为主题进行阅读，并定期创作、欣
赏“我心中的祖国”书画作品。在读、看、写、画、做中，
孩子们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丽，激发了他们对精彩世
界的向往。

自然课程，见证生命的奇迹。一年级时，我与科学
教师共同研发自然课程《与小萌芽一起成长》。孩子们
仔细观察植物，以周为单位，用绘本形式记录小萌芽的
生长过程，每周选出的“观察小明星”还会普及种植
知识。

以此为基础，《小菜园》课程开启了。家长辅导，孩
子们耕耘，小菜园迎来了大丰收。主题交流会上，学生
拿着自己收获的“战利品”共做一道菜，共同品尝；小组
交换《观察日记》，分享种植小技巧；各组讲述种植趣
事，引得哄堂大笑。大家忆着种的辛勤，说着种的乐
趣，吃着种的成果，品着种的滋味。

星桥之爱润生命

在这充满信任、愉悦、和谐的氛围中，星桥班的师
生们一起学习、游戏、创造，书写了属于我们独一无二
的故事。

那年冬天，正值期末复习关键时期，我因为急性喉
炎失声了，只能用板书教学。可孩子们却像突然长大
了，课堂上，他们仰起花一样的面庞，目不转睛地盯着
黑板；下课后，又变魔术似地掏出一个个小礼物。学生
们的照顾和爱护，抚慰了我的病痛与不安。

一天输液后，我急匆匆地返校，一下车便见孩子们
蜂拥而来：“老师，你回来啦！”“老师，你能说话了吗？”
小越患有认知障碍，却用力挤到我面前，慢慢地掏出两
个金桔给我，含混不清地说：“老师，给你……”那是相
处一年多来，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
被柔软击中，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学生们把我们围在中间，大家都抱在了一起。此时此
刻，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教育的幸福！

“只要行动，就有收获。”2020年，星桥班被评为“新
沂市完美教室”，我们的“为和平而战”少先队主题活动
荣获徐州市少先队活动案例一等奖，孩子们多次在征
文、朗诵、课本剧等活动中表现优异，我个人也荣获新
沂市生命叙事比赛特等奖。

在缔造完美教室的过程中，我真正懂得了“新教
育”不仅是“心灵的教育”“行动的教育”，更是“幸福的
教育”。多年后，若孩子们忆及这间教室里发生的故
事，能够懂得努力的价值，并因此拥有克服一切困难的
勇气，那么，这就是我们最幸福、完整的童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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