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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快乐童年

———传承儿童文化初探

娄底市第二完全小学 童小燕

童年是什么？您会给我一个怎样的答案

呢？ 会不会和我一样，觉得它是一次次快乐

无限的游戏， 是一场场百看不厌的电影，一

首首漫天飞扬的童谣，是一个个荒诞奇异的

童话故事， 是一本本爱不释手的儿童文学

……它是一首格调清新而又纯洁的诗，是一

曲节奏简单而又欢快的歌，是一张充满稚气

如天使般的笑脸！然而，咱们目睹的童年，却

是一本本厚厚的作业，是一场场艰难的技能

训练，是那一个个形形色色的培训班。纯真、

无忧、甜美、梦幻，这些本该属于童年的绚丽

多彩成了一种奢侈，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疲

惫的眼神、沉重的步履。 这样没有快乐的童

年，可不可以说是孩子的悲哀，是时代的悲

哀，更是咱们这些教育工作者的悲哀。 联合

国《儿童权利公约》早就规定：“儿童有权享

有休息和闲暇，从事与儿童年龄相宜的游戏

和娱乐活动，以及自由参加文化生活和艺术

生活。”因此，为了能让今天的孩子更加快乐

与活泼，更为了传承儿童文化，我们踏上了

“寻找快乐童年”之路，我们渴望通过引领孩

子们寻找正在消逝的快乐并加以传承，还他

们一个“天大地大任我跑，万物生长唯我欢”

的美好童年。

一、制定实施计划，寻找童年的甜蜜

为了能推进活动的有效实施，四年级各

班根据学校的这一大主题，组织本班学生开

展讨论，交流、归纳，确定了班级主题。 四一

班的童年纸乐，四二班的快乐童谣、四三班

的童年游戏，四四班的我爱卡通，而“快乐手

工”则是四五班的班级主题。 班级主题确定

后，再由班主任组织本班学生分小组确定小

组主题，然后制定小组活动计划，就这样，从

学校到年级，从年级到小组，分层制定。透过

一份份切实可行的实施计划，我们能感受到

的不仅仅是孩子们学会了制定方案，更重要

的是他们有了行动的指南，纷纷按计划开展

着实践活动，感受着童年的快乐。

二、开展实践活动，感受童年的快乐

童年纸乐的孩子们上网查找着折纸、剪

纸艺术的起源，发觉原来折纸、剪纸有着源

远流长的历史； 他们拜访着身边的折纸、剪

纸艺人，才明白原来这一件件复杂而又栩栩

如生的折纸作品，居然是来自于一张张完全

不经剪接的正方形纸， 而这一幅幅精致漂

亮、生动逼真的剪纸作品，出自于这一位位

的平凡人之手；他们观看着第一部折纸动画

片，才发现折纸、剪纸艺术竟如此广泛地应

用于包装设计、服装设计、商标广告、剪纸邮

票、美术动画等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们收集

到的色彩鲜明、活泼有趣的纸浆画，剪剪拼

拼、奇思妙想的剪贴画，栩栩如生、精致艳丽

的纸制花朵，威武壮观、足以乱真的纸工模

型……让他们明白原来纸工艺不是一项不

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而是一朵闪耀着

奇光异彩的现代艺术奇葩。 于是，他们开始

记录着，模仿着，学习着，兴奋着，创造着。

童年游戏组的孩子们纷纷向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请教， 学习各种传统游戏的玩法，

并把游戏带入课间十分钟， 大家一起玩，乐

开天。“我爱卡通”组的孩子设计了“学习与

卡通”问卷，并在街头进行问卷调查呢。从设

计问卷到发放问卷，从收集问卷再到统计分

析，孩子们渐渐明白了只有合理的安排学习

与看动画卡通的时间，把握一个度，才能很

好的做到学习玩耍两不误。

三、汇报成果展示，传递童年的温暖

当活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我们给学生搭

建了一个展示交流的平台，让我们把镜头拉

向学生的成果汇报：四一班童年纸乐的孩子

们用他们的折纸作品绘声绘色地表演着童

话剧，纸在他们手中，被赋予了生命，赋予了

形象，化作了芸芸众生。 童年游戏组的孩子

们展示自己所搜集到的各种游戏，并向大家

示范着游戏的玩法……孩子们在展示交流

的过程中相互学习，彼此欣赏，共同提高。而

那一份份手抄报，一张张绘画作品，一篇篇

调查报告， 无不见证着孩子们探索的历程；

一本本《童谣选集》、《游戏集锦》汇集了我国

从古到今的多数童谣和童年游戏；精美如画

的水果拼盘，栩栩如生的剪纸作品，无不闪

现着孩子们创新的火花；声情并茂的卡通表

演，奇思妙想的手工造型，让我们惊叹孩子

天马行空的想象，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有了调

查采访、有了亲身体验、有了合作交流、有了

自由驰骋。

四、开发校本课程，传承童年文化

此主题活动收到了如此好的效果，因此

学校在反思、归纳、总结、提升的基础上把它

开发成为二小的校本课程，并将此课程设置

的总体目标定为：找回童年快乐，传承童年

文化，形成健康人格；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发

现，善于社交与应变，善于合作交流，善于总

结的能力；培养学生学会查找、收集、整理资

料并进行科学统计分析的能力以及团队合

作，开拓创新的能力。把其课型归纳五类：方

案设计型、知识普及型、实践操作型、专题研

讨型、成果交流型。其操作流程总结为五步：

确定活动主题———制定活动方案———开展

活动实施———成果汇报展示———总结评价

激励。 如今，在我们学校，儿歌，童谣与孩子

每天相见，游戏，卡通常伴孩子左右，快乐手

工成了他们课后的最爱，而儿童文学成了他

们每日的必读。

“寻找快乐童年，传承儿童文化”它始终

都在提醒着我们， 应当真正的静下心来，去

关注那些与儿童有关的细节，去思考我们的

每一个做法是否偏离了儿童的天性。 然后，

让我们顺承这根细线， 从一个简单的小游

戏、一首童谣、一次手工开始，一直触摸到价

值的高度。只有当我们迎来价值的重大转身

的时候，才能真正用心行走在“传承儿童文

化”之路上，还他们一个“天大地大任我跑，

万物生长唯我欢”的美好童年。

定位教师角色 传递和谐与爱

汉寿县龙阳镇中心学校西竺山中学 管子娟

从两千多年前孔子开办私塾以来，“教师”，

似乎就被定位在了一个高高在上、 顶礼膜拜的

位置。正所谓“君、亲、师、长”那可是用来贡着的。

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老师被打入了“臭老

九”的冷宫，才正式宣告走入了低谷。 今日，教师

究竟该如何定位，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不管

政府、人民如何给教师定位，但作为教师，我们

自己可不能含糊，需给自己定好位，方可有序而

出色地完成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以我从教十几年的教学经历来看，教师这

个角色是多元的： 有时他是传授知识的老师；

有时他是学生敬畏的父亲；有时他是学生依偎

的母亲； 有时他是学生可以信赖并与之同欢

乐、共呼吸、同命运的朋友。 作为老师你只有把

这几种角色扮演得恰到好处，才能赢得学生的

心，与之心心相印、和谐相处。

首先，教师是传道、授业、解惑之人。

韩愈早就说过：“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 ”老师的社会作用也就在于此。 教师的职

责，首先是教书育人。 只有教好书，才能育好

人。 试想，一个连书都教不好的教师，学生不认

可你，师生之间无法交流情感，对学生还谈什

么“育人”呢？ 看来，对于一个教者，你得有过硬

的专业基础知识，你得与时俱进，不断给自己

充电、加油，要保证自己的时代感。 这样不管你

的年龄有多大，你的课堂永远都是鲜活的。

除了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外，你在课堂上还

要不断探索教书育人的新方式、新方法，引导

学生高效学习，快乐学习。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

一篇《让学生“动”起来》的文章，在文章中我就

倡导课堂上学生的主体地位，现在我仍然要重

申这一点。 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地位，就是要

把课堂还给学生，课堂要开放。 我把这个“放”，

看成是“放生”。 真正的放生，是鱼游大海，鸟归

山林。 比如说语文课堂就可以融入朗诵、写作、

演讲、辩论、表演等综合元素，让学生在这个平

台上充分展现自我，找到自我，放飞自我。

其次，教师除了是个教者外，还应该是听孩子

说话、用自身形象影响孩子、真心关爱孩子的父母。

如果你在学生面前老是摆出一副义正词

严的样子，那么学生就会对你敬而远之。 对于

教师来说，面对的是一群“小大人”，他们时而

不可一世，时而又自惭形秽；时而热情万丈，时

而冷若冰霜；时而激进；时而颓废……如何贴

近他们，走进他们的心灵，就特别重要。 要想让

学生从心底里认可你，还真的下一番苦功夫不

可，这个时候你就得去当好他们的父母。

要当好父母，除了倾听之外，树立良好的

自我形象和关爱学生也不容忽视。

我们都知道以身作则的作用，喊破嗓子不

如做出样子。 比如你要求学生不迟到，首先你

自己要过得硬，你从不迟到，学生哪敢迟到？ 你

要求学生不在校园内骑车， 你对全班同学宣

布，若有谁抓住你在校园内骑车了，甘愿接受

全班学生惩罚， 你看还有谁敢在校园内骑车？

这正印证了卢勤“变控制为影响”这一说法。 换

句话说让学生怕你，不如让学生敬你，更能让

学生心服口服。

作为一名成功的教师，对学生的关爱是必

不可少的，不论学生家境的好坏、不论学生成绩

的优劣，每一个学生都渴望老师的关爱，所以教

师就得全身心、全方位的去关爱每一位学生。 你

的爱若是锦上添花那算不了什么， 只有雪中送

炭的关爱才弥足珍贵， 只要在爱的前提下去管

束学生，不管这学生是哪种类型的，他迟早都会

接受，明白你的良苦用心，因为你是用心、用爱说

话的，让他们没办法拒绝。

最后， 教师还应该是散布阳光到学生心里

的朋友。

你是学生的老师，理应比学生年长，随着

教龄的增加，你与任教的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

会越来越大，你若能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忘

却自己的年龄，跟学生们一起喜、怒、哀、乐，这

样学生便能和你成为忘年交。

罗曼·罗兰说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

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我一直认为，教师和学生

是朋友，就应该是一名散布阳光的使者，驱走黑

暗和丑陋，让阳光遍及学生的每一个角落。 比如

在田径场上， 你和拉拉队员一起大声为本班队

员加油；在篮球场上惊呼、跳跃，与同学热情拥

抱；当班上获得荣誉时，你和学生一起鼓掌；当学

生出现青春期的心理、生活问题时，站在学生同

龄人的立场上帮其指点迷津，走出困惑，并帮其

保守秘密，教育人于无形，完事之后再加以假装

糊涂，学生会对你感激不尽的。

让学生知道你的缺点、 弱点并非是件坏

事。 这样的老师，学生更易接受，因为这样的老

师，不是一副圣人面孔，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反

而更有亲和力； 因为你真实的站在了学生面

前，向学生敞开了心扉，相应的，学生也会把真

实的自我展现给你， 这样师生间的理想境

界———“朋友”出现了。

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 惟有从心里发出

来的，才能抵达心的深处，才能到达师生情感

交流的最高境界。 总之，一个教师要想在教育

教学这块园地里游刃有余就得拿捏好老师、父

母、朋友这三重身份，并且这三重身份不是绝

然分开的，而是交错缠绕在一起的，当然是要

花心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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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会出现

一小部分在学习、生活、纪律等方面产

生一定困难的学生。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

今天，面向全体学生，让学生全面发展、

全体发展，转化后进生是我们每一个教

育者面临的挑战，更是我们需要深入研

究的课题。

一、后进生形成的原因

1、社会上的不良现象。 随着我国改

革开放的发展， 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

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一些不

健康文艺作品的毒害，也随之而来。 如

各种电子游戏厅的开放，各种文化垃圾

的存在，毒害着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心

灵；再加上人与人之间不正常的交往关

系等， 都对学生的心灵产生着消极影

响，埋下了不爱学习的祸根。

2、家庭教育的失误。 一般来说后进

生的家长是教不得法，娇严失当。 有的

家长过分溺爱自己的子女，捧他（她）们

为掌上明珠，把他（她）们当作“小皇帝”、

“小公主”，娇生惯养，包庇纵容，放任不

管；有的家长粗暴无知，对子女抱有 "恨

铁不成钢的心态， 动不动就施加打骂，

家庭缺乏温暖，或家庭成员之间要求不

一致，使子女无所适从；有的家长本身

道德败坏，自私自利，甚至纵容子女贪

图享受安乐，给子女灌输一些“学习无

用”的思想等。 这就使本来好学的孩子

失去了学习的兴趣。

3、学生自身的原因。 学生自身没有

端正好学习态度， 没有吃苦的精神，不

知道“瓜儿为什么苦后方甜”， 不了解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不懂得“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更不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再加

上，学生思想上理解的偏差和误区，对学校的教育和家

长的循循善诱产生逆反心理，甚至对立情绪，不愿接受

教师和家长的正面引导，没有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习

惯，而沉醉于低级趣味的游戏里，甚至接受完全错误的

东西，知错不改，胡作非为，破罐子破摔，甚至自甘堕落，

成了名副其实的后进生。

二、后进生的转化措施

后进生的形成，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既有

后进身心因素，又有环境因素，既有知识断层，又有智商

欠缺，转化后进生，关键在摸准情况，对“症”下“药”，在

教育教学实践中我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真心爱学生。 只有爱才能打开学生的心灵之门，

只有爱才是转化后进生的灵丹妙药。只有真心实意地尊

重,关心和爱护这些学生,在思想、生活、学习上关心和帮

助他们,多接近和观察他们,多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多

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才能针对他们的心理特点在发展

上狠下功夫,使他们在实际感受中领略教师的诚意,在情

感上产生共鸣.他们才会聆听老师的教导,才会努力按照

老师提出的要求去做。

2、处事讲方法。俗话说：“甜言一句三冬暖。”学生是

受教育者,他们最需要教育者赐予热情的激励和体贴关

心的语言。 教师的每一句话,对学生来说,或起积极作用,

或起消极作用。 往往同样是一件事,由于教师说话的口

气及用词不同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对后进生的批评

教育,要看场合,要讲究艺术,要因人而异,要有的放矢。

3、善抓闪光点。 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要让他们觉

得老师是一位可以信赖的师长，可交心的好朋友。 首先

要找出他们的长处，注意从他们的言行中找出他们的闪

光点，充分予以肯定，有意引导他们做一些好事后给予

表扬。根据他们的特点，大胆让他们担任班干部、小组长

等，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对不善言语的学生，可让他们用

书面形式表达他们的心里话。只有尊重，相互理解，才有

转化的机遇条件。找出突破口，转化后进生就容易多了。

4、加强教师的自身修养。后进生的转化工作是教师

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老师要加强自身修养，教给他们科学用脑，结合个体特

征，采用适当的学习方法。这里就要求教师教学时，应遵

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的思维规律，同时还要

注意新旧知识的转化。

5、建立后进生跟踪档案。“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每

一个后进生的实际情况是不同的。 必须要求老师深入

了解，弄清学生的行为习惯、爱好及其后进的原因，从

而建立行之有效的后进生跟踪辅导档案， 制定计划全

程、系列帮扶后进生，能更好地使后进生早日脱困，并

促其成才。 学生之间结对帮扶， 让好的榜样带动后进

生，发挥榜样作用、监督作用、同化作用。 促进共同进

步，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