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想课程”激励学子追逐梦想
如何为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如何将德育工作落实落地落细？巴
南区恒大城小学校以“小学梦想课程”为
载体，启迪学生有与“中国梦”相适应的

“小梦想”，并有持之以恒的品质去追逐
“小梦想”，通过课程育人、活动育人、实践
育人等途径，将课程落到实处，为学生终
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育人 启迪学生梦想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的今天，孩
子们需要什么样的课程及文化，为他们一
生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是每一位校长
都在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巴南恒大城小学本着“童年
有梦，人生有恒”的办学理念，立足本校实
际，构建梦想课程和意志力修炼课程，把

“坚持品质”作为恒文化的核心品质，全面
实施素质教育，开发了富有特色的“梦想
课程”体系，让学生们站在课堂的最中央，
满足了学生们自主化、个性化发展的需
求。

“6年后，我长大了，我的知识会越来
越多。”“为了当科学家努力学习，努力奋
斗。”开学典礼上，学生将写好梦想的小纸
条，装到班级的梦想盒子中保存，待到学

期结束再来对照自己的小梦想是否实
现。班级梦想墙上一个个梦想在更多的
孩子心中播下种子，定期开展的“梦想朗
读者”，激情澎湃的诵读感染着每位同学，
启迪他们用一个一个的童年梦去追逐中
国梦。

此外，梦想课程还从引导学生认识自
我，了解身边的职业开始，家长们纷纷发
挥自己的优势与特长，对学生进行“职业
崇拜与向往”的职业教育。例如，请学科
教师来讲他们是如何走上岗位，如何一步
步成长为“孙悟空”式全能教师；请医生家
长来讲医生的职责如何争分夺秒，和死神
展开时间的赛跑；请警察家长来讲他们经

历的故事，扬善除恶、惩奸除害。一步步
地开阔学生的视野、认识职业，展开想象，
从而有兴趣去学习创造，有勇气有能力追
逐梦想。

每日“持恒”锻炼学生意志

“坚持是儿童时期最为优秀的意志品
质，儿童期是培养儿童坚持品质的重要时
期。””巴南恒大城小学校长冯春表示，学
校将“坚持品质”作为校本德育课程的原
点，努力打造具有“恒文化”特质的品牌学
校，为满足孩子个性化的学习需求设置了

不同层级、不同种类的意志力修炼课堂，
孩子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段完成自己的学
段指标。将恒大孩子培养成为有理想，有
智慧、能坚持，具备现代人核心素养的新
时代儿童。

多年来，恒大城小学开展每日持恒
课，通过“一笔一画写字”、“认认真真做
操”“安安静静吃饭”等每天都开展的小课
堂，树立纪律意识、时间意识和规则意识
不断完善自己的常规习惯。通过每日晨
间诵读时间组织学生看视频、听故事、背
诵适合本年段的格言警句。每月开展一
次以上的恒品故事分享会，每学期开展

“恒品故事大王”等评比活动，让学生进行
思想教育。同时，利用开展全校性的社会
实践活动，低段的进行远足课堂和迷你马
拉松，锻炼坚强勇敢的品质。中段的通过
登山比赛，锻炼身体素质和意志品质。高
段的定向越野活动，挖掘潜能，磨炼战胜
困难的毅力的同时，增强团队协作中的参
与意识与责任心。

在学生意志力修炼每周评价表上，写
明了关于行动力、自控力和远见力的目标
说明，结合自己的梦想，每天坚持一件
事。通过完善的评价系统，督促学生持之
以恒，克服困难，从而实现意志力的修炼，
并以此激励自己不断进步，到达理想的彼
岸。

巴南区恒大城小学

恒 大 城 小 学 校 建 校 于
2010年，成立伊始学校根据办
学理念、学校条件、区域文化
特色等确立“校园足球课程”
为学校体育发展方向。

课程以“立德强身，育人
育才”为培养目标，以足球大
课间、足球教学课、足球俱乐
部、足球嘉年华等为载体，培
育学校足球文化，培养学生足
球兴趣，打造足球氛围，提炼
学校体育精神。

近三年来，学校荣获巴南
区校园足球联赛第一名两次，
全市校园足球总决赛前八名
两次，校队队员参加国家级少
年足球选拔赛2人次，为高水
平学校输送运动员达30人以
上。提高了学生们的身体素
质，为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时代接班人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链接

教育 8CHONGQING DAILY

2019年5月28日 星期二
责编 屈茸 王萃 美编 夏隆杰

梦想最终都需要通过劳动来实
现，巴南恒大城小学德育课程处处都
有劳动教育的影子。在每学期常设的
生活技能课上，从低年级的叠衣物、做
家务，到高年级的炒菜，包饺子，每个
班每周都有一节课，开展实践活动，学

习生产生活技巧。
烹饪课上，学

生要学会如何切
菜，工具如何成列，
案板、食材等要清

洁干净，每一道菜品都要讲究制作顺
序，烹饪完成后还要把台面清洁干净、
工具摆放整齐。切菜、和面、拌作料、
包饺子……学生团队协作，自己动手，
从最基本的生存本领开始练习。采
茶、打糍粑，在劳动中感受乐趣，手工
扎染、陶艺、拓印提高学生的审美品
位。不仅是要教会学生劳动的技能，
还要培养劳动素养，增强劳动观念，达
到以劳育人的效果。

劳动教育在恒大小学的教育体系

中有着广义的延伸，不仅要教会学生
劳动的技能，更要培养学生健康生活、
文明礼仪、自觉学习的三大习惯。学
校开设恒大有“礼”十礼课堂，不仅教
会孩子传统礼仪，更教会孩子待人接
物的基本礼节。通过劳动教育，使学
生不仅要有独立的生存能力，而且还
要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发挥个人潜能，
以达到最佳的发展和良好的社会适应
状态，为学生的美好未来打下坚实的
基础。

劳动教育从最基本的生存技能开始

孩子们在实践课堂上体验采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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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特色校园
硕果累累

学生展示自制扎染作品

关注重庆德育一体化建设·走进巴南

道角中学 用劳动教育为孩子插上飞翔的翅膀

在道角中学农业实践基地的田间地
头，孩子们拿起镰刀锄头，进行着一场与
农作物的甜蜜邂逅；手工课上，孩子们以
精致用心做起精美的叶脉书签、纸版画等
小制作，作品展现出他们的巧妙构思……
走进道角中学，劳动的芬芳随处散发，让
这一方充满活力的育人场所，更添独特魅
力。

劳动是人类创造社会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的根源，劳动教育对于每一个孩子
的成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道
角中学如何将劳动教育落地落实、开花结
果？

自大力践行劳动教育以来，道角中学
结合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为学
生美好未来奠基”的办学理念，以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为中心，以学校规划为指引，
对劳动教育的价值与内涵逐渐深化拓展，

厚植了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
劳育美、以劳创新的劳动教育氛围，勾画
了一幅劳动教育发展欣欣向荣的美丽风
景图。

课程引领
有效开发学生的创新潜质

“原来，西红柿适应较温的天气，适合
在春天和夏天播种，4月到 7月之间最
佳。”“黄瓜虽然喜湿，但是却不耐涝，选择
种植它的土壤可以选用有富含量的有机
质肥沃的土壤。”……道角中学初一年级
的学生，正在你一言我一语地对如何种植
常见蔬菜进行经验互动汇报。这是发生
在该校主题为“我与蔬菜交朋友”综合性
实践活动课程上的一幕。

活动过程中，廖兴远老师引导学生，

通过“确定主题，拟定方式”“分组活动，整
理资料”“汇报交流，总结评价”的方式，了
解了西红柿、黄瓜等蔬菜的生长习性、生
长过程，培养了种植蔬菜方面的劳动技
能，还让他们体验到了与人合作、交流的
乐趣。

开展“我与蔬菜交朋友”综合性实践
活动课程，只是道角中学构建特色劳动课
程，激发学生创新思维，开发学生创新潜
质的一个典型案例。

据了解，道角中学组成劳动课程研发
小组，制定劳动课程的教育目标、实施原
则、课程标准、课程形式、考核评价等课程
设置要求，构建“接地气、接生活”的劳动
教育实践课程体系。

截至目前，道角中学开设了农业实
践、电子技术、手工工艺、礼仪教育、生活
技能、运动技能、艺术欣赏、民防环保等8
大类30余门实践课程，并根据课程特点
进行分层教学：初一年级侧重农业、生活、
手工、礼仪方面，初二年级侧重电子、家用
电器方面，初三年级侧重航模、舰模、小木
工、小金工等方面。

与此同时，该校结合学生的发展需
要，组建了多个科技实践兴趣小组和活动
社团，积极开展亮点纷呈的“2+2”活动，以
进一步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培养和发展
他们的兴趣和特长。

“学校将在德育、语文、历史等学科教
学中加大劳动观念和态度的培养，在物
理、化学、生物等学科教学中加大动手操
作和劳动技能、职业技能的培养，以不断
完善劳动教育课程体系。”道角中学校长
曹洪说。

注重实践
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制作丝网花之前，我们要检查细铁
丝、彩色丝网、套圈、绿色纸胶、花茎、钳子
等原材料和工具是否配齐。接下来，我们

要利用套圈，剪下大小不一的细铁丝圈，
作为花瓣的骨架。将铁丝圈捏出需要的
花瓣形，并套上彩色丝网，绷紧成独立花
瓣……”在初一·三班的“创意丝网花”课
上，邓超老师为学生讲解到丝网花的制作
流程，并以分步演示，引领学生进行丝网
花的手工制作。

“除了教学生制作丝网花，我也教他
们制作手工编织、小物件、装饰品等制作，
可以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生的审
美意识、高雅情趣，以及创新精神和团队
协作意识。”邓超老师说。

张浩聆老师开展家庭日常简单的烹
饪技术教学，让学生学会做饭，学会切菜、
炒菜，学会摆盘、装盘等日常生活技能，既
锻炼了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又培养了学
生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情感。

在道角中学，不同劳动实践课的教师
能够以劳动场景为主线，创设一种劳动氛
围，用不同的劳动场面引导学生参与劳动
当中，学习劳动技能，领会劳动的意义，是
道角中学推进持续劳动教学的目的。

事实上，该校在构建劳动课程体系的
背景下，自编了10余种劳动教育校本教
材，教材包括活动介绍、操作步骤、实践体
验等内容，校本教材的使用避免了劳动教
育课堂和教学的随意性。同时要求教师
必须按规定学时、规定时间完成课程任
务。

以开展“植物科技”劳动教学为例。
教师在校内的植物园内对学生开展花草
树木的种植与管理等实践劳动教学，带领
学生认识植物、观察植物、了解植物、管理
植物，激发学习探究性学习的兴趣，让他
们更能体验劳动的辛苦与快乐，最终养成
做事细心和持之以恒的好习惯。

道角中学在推进劳动教学的历程中，
将劳动实践作为落实劳动教育的基础，寓
思想教育于劳动实践中，努力做到了实践
性与教育性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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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特色课程 实施特色教学 打造特色环境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创造环境，同样，环
境也创造人。”有规划、有目标的建设科学合理
的带有劳动教育特色的校园环境，其润物无
声、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在
道角中学有着生动而具体的实践。

比如，在综合实践楼过道、走廊张贴宣传
画、标语，三楼以“生活”为主题，四楼以“环境”
为主题，五楼以“信息”为主题，六楼以“音乐美
术”为主题，七楼以“科技劳技”为主题；在农业
实践基地打造农耕文化，以水稻为主线，按犁
地耕田——播种插秧——用镰收割——石磨
加工的顺序设计，学生身处其中便可以认识从
农作物变为食物的过程，加深对农耕文化的认
识与了解；植物园设立绿色课堂，有移动书吧、
绿植标识、相关植物的名言警句以及动植物仿
真标本……

道角中学营造良好的校园环境，可以让学
生在社会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的校园环境中潜
移默化地受到劳动教育。因此，该校以建设特
色劳动环境和特色劳动设施，不断加强校园劳
动教育的渗透性，让学生一走进实践场所就感
受到一股浓浓的劳动实践文化的气息，以此唤
醒学生的实践热情，产生浓厚的劳动实践兴
趣。也让学生于无声处明白“科技在身边，实
践不懈怠”的道理。

值得一提的是，道角中学重点建设的植物
园占地3000多平方米，分为桃李、棕榈、桂花、
黄桷、翠竹等9个主题小园区；开办的农业园
占地约240平方米，开辟了7块实验地、1块试
验田和1个微型蔬菜大棚，配备了滴灌、喷灌、
太阳能灭蚊灯等，集社会化、人性化和科学化
为一体的劳动环境已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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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
创造更多劳动实践环境

孩子们在田间地头采摘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