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视野

2018 年 4 月 16 日
责任编辑/陈飞

星期一
NINGBO DAILY

江南三月莺飞草长，万物复苏生机勃发，正是外出踏
青游玩的好时节，春游成了甬城学子期待已久的美事。在
这江南仲春，带上美味的糕点，与同学一道坐车来到景点
一游，这样的春游模式已慢慢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花样繁
多的春季研学之旅。带着任务和项目在游中学，到高校、
景点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来一次长距离的拉练，去军营
体验一把、磨炼身心……学子们在感知自然的同时，也经
历了一次多维度的成长！

甬城春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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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研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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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学了些啥？
孩子们学了些啥
？
李惠利中学高一学生走进浙工大，体验高校里的不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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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传统文化之旅

孙文英小学二年级同学对照任务卡，寻找相应的药材。

带着项目游中学
怎样将课本上学到的知识灵活
应用？怎样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有更深入的了解？上月 31 日，春
晓中学的学生来了一场甬城地理研
学之旅。学校的初衷是通过这次地
理综合实践活动，让初中生走出课
堂，在与日常生活不同的环境中拓
宽视野，亲近和体验自然，提升实
践能力。
孩子们的第一站是宁波母亲河
的源头——余姚大岚镇的姚江源。
攀登上山头后，孩子们拿出了任务
单，第一项任务是结合手机地图或
奥维互动地图等，进行等高线地形
图的判读。这是初中地理部分的重
点知识，但是由于现实中地形复
杂，进行等高线判读没有那么简
单。同学们一次次地尝试，在互相
纠错中活学活用。
姚江源边上有一大片茶园，茶
树吐着嫩绿的芽尖。同学们顺带体
验了一番新茶采摘的乐趣。原来在
开水中上下翻滚的茶叶采摘起来也
有不少讲究，采摘的标准有单芽、
一芽一叶、一芽两叶等等。茶叶的
采摘还跟当地的小气候有关系，这
里的大规模采摘要等到清明节后。
高山茶由于雾气作用，较平原茶清
淡，回味更甘甜。同学们边听茶厂
师傅介绍，边认真做笔记。
第二站，孩子们来到了四明湖
水库开展植被辨识和标本制作，随
后又做了水体的简易抽样测试。用
一位同学的话说，他们是把课本上
学过的知识拿出来应用了一把。这
才发现原来从理论到实践还隔着不
少距离，现场应用得找出因地制宜
的办法来，这需要大家开动脑筋。
在最后一站河姆渡遗址博物馆
里，同学们跟随讲解员细细聆听先
人的起居生活介绍。这种干栏式的

特别支持

房屋结构反映了当时怎样的气候条
件？先人们的饮食起居又是怎样
的？讲解员不时抛出问题引发同学
们思考。一天的地理研学之旅让同
学们乐在其中。
带着项目游中学的还有小学生
们。本月初，鄞州江东中心小学就
让春天游进了课程里，也游进了孩
子们的心里。该校校办邬雪琴老师
说，从游览地点的敲定到主题选
择，学校都作了细致的顶层设计。
春季研学与课程开展有机整合，春
游不再是吃吃玩玩，而是一个年级
一个主题、一种课程。一年级结合
最美智乐娃主题课程，孩子们从早
期的观视频学习到育乐湾实地体验
消防员、医生、播音员等多种社会
角色，玩得不亦乐乎；三年级结合
《十岁，我的成长礼》 课程，在春
游中开展野外拓展训练，磨炼学生
意志，体验成长中的不同滋味；五
年级的孩子在春游中寻找通信已久
的笔友，互换礼物，分享宁波美
食；六年级的孩子在慈城烈士陵园
祭奠先烈，畅谈理想，郑重宣誓将
继承革命先烈自强不息的精神，发
奋读书，给自己的小学生涯画上一
个圆满的句号。
游学在结合课程之外，还“超
链接”上了职业规划。4 月 4 日，
李惠利中学高一年级 300 多名学生
来到浙江工业大学进行了一场走心
的 专 业 实 践 。 2007 班 谢 于 琪 同 学
说，浙工大提供了 7 个学院详细的
专业信息列表，大家自主选报参观
感兴趣的专业和学院，分组体验。
在同声传译室体会语言的多元，在
数字影视工作室近距离感受这份工
作的精彩与不易，在电动方程式赛
车制造间震撼于机械手臂组装速度
之快……与谢同学一样，孩子们在
大学校园里了解自己有意向的专
业，触摸心中的梦想。
这样的春季游学，李惠利中学
开展已有 2 年了。起因是学校发现
不少高中生并不清楚自己的兴趣爱
好及潜能，更谈不上科学的职业规
划。而在新高考背景下，学生都将
面临选科的困惑，尽早了解高校专
业设置并根据自己兴趣特长开始职
业规划显得特别重要。于是，学校
把走进高校纳入春游之列，通过具
体可感的接触，为学生高二选科做
好准备。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
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
雪雪冬小大寒。”节气是中华民
族应对自然的大智慧。而古人也
早就提出了四时节气用药远寒远
热的戒律，指出治疗用药必须按
四时节气寒热而制定。中医与节
气早有渊源，节气里藏着国粹！
3 月 28 日下午，孙文英小学
二年级的孩子们来到浙江医药高
等专科学校中药标本馆，通过节
气主题研学活动，感知四季轮回
中的中医智慧，揭开中药版二十
四节气养生的神秘面纱。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中药
标本馆占地面积 1000 平方米，以
传承和普及中医药传统文化为主
题，共分为中药标本展示馆、学
生自主学习馆、中药百草园和模
拟中药房等四大展区，犹如一个
中医药文化的大宝库。孩子们逐
个馆区参观体验。俗话说，立春
吃红枣，立夏尝莲子，立秋品燕
窝，立冬炖黄芪。不同节气，适
宜药材不尽相同。每位同学都领
到了一份“中药版二十四节气养
生寻宝活动”任务单，以小队为
单位寻找二十四节气对应养生中
药材，并读记它们的功效。在中
药房，孩子们还化身小小医药
师，用小秤来称一称药材的重
量，又制作了防蚊香包，一起动

手做起了腊叶标本。
宁波是座历史文化名城，一
个个颇有历史底蕴的景点散落其
间，还有千年文脉流淌出的各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着每一位宁
波人去触摸，内化为生命里的地
域基因。今年春游，范桂馥小学
的孩子们与传统文化亲密接触。
一二年级孩子徒步游了天一阁、
月湖。天一阁藏书楼静静地伫立
在春日的暖阳里，站在这个浙东
最大藏书楼前，往日闹腾的孩子
们安静下来，听着有关藏书楼兴
建及几代人护书的讲解。三四年
级的孩子们则来到梁祝公园，参
观了梁山伯墓地、祝府和蝴蝶博
物馆，还跟着面点师傅有模有样
地做起了“赵大有青团”。梁祝
故事不再是戏台上的化蝶传说 ；
青团里不仅有艾草的清香，还有
对逝去亲人的追思；在点滴间，
传统文化渗入孩子的成长里。我
们从何处来，又往何处去？这是
人类的终极追问，五六年级的孩
子们为此走进鄞州博物馆历史文
化展厅参观，从石器时代到当代
社会，仿佛穿越了整个宁波的发
展历史。驻足观看或古朴或精美
的文物、先民的生活场景复原、
城区面貌的变迁、港城的兴起
……孩子们由衷地为家乡发展点
赞！

段塘学校一年级的孩子们来
到天宫庄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
物馆，学习舞龙。虽然孩子们动
作有些笨拙，但在这一举一动间
感受到了地域文化的魅力。在南
宋石刻公园里，该校四年级师生
跟着导游，走进历史，在一座座
肃穆的雕像前，体会历史风云变
幻。六年级的孩子们来到半朴
园，换上传统汉服，跪坐在蒲团
上，聆听国学老师讲解，学习抱
拳礼、拱手礼、揖礼等传统礼
仪，还学习了瓷盘画。八年级的
孩子在慈城古镇体验打年糕，参
观了古时审判案件的大堂、二
堂，还到敬奉孔子的孔庙里，观
摩孔子指导弟子学习的场景。这
样的春季游学在不经意间，将传
统文化的种子播在孩子的心田
里。
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城市。雅戈尔小学的孩子们
循迹宁波“海丝之路”回首千年
一港的过往。宁波海上丝绸之路
始于东汉，兴于唐代，如今成为
我国四大深水枢纽港之一。听着
海上丝绸之路的精彩故事，认识
东方泱泱大港的发源地——句章
古港，对比现代化的宁波港口，
孩子们发出了一声声惊叹，这惊
叹中有着根植于内心的民族自
豪！

毅行远足磨炼身心
毅行远足，近年来也成为甬
城中小学生春季游学的热门选
项。这背后寄托着师者的良苦用
心。现在的孩子很多是独生子
女，家里通常是几个大人围着
转，吃苦耐劳精神有所缺失。
早在 4 年前，我市就有一所
小学让刚入学的一年级学生登山
来磨炼孩子的韧劲，以此作为孩
子入学的第一课。无独有偶，鄞
州区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也在
当年让 400 名初中生在山区徒步
15 公里，孩子们的这次小长征从
洞桥镇陈家村出发，沿荷梁线行
进，徒步 3 个多小时最终到达章
水镇四明山革命烈士陵园。徒步
让毅行和励志从课堂的单纯说教
中解脱出来，在真实场景中实实
在在地体验。
今年，不少中学段学校选择
了毅行作为学生春季游学项目。
采访中一位校长坦言，他时常在
学校里转悠，发现晨跑时到最后
的三四百米，不少孩子开始掉
队，有的干脆退出不跑了。毅商
是一项和智商、情商一样重要，
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重要因
素，应该给孩子们补上这一课！
3 月 23 日，宁波四中 400 多
名高一学子齐集于龙观乡，开展
了以“行大道，走吾乡”为主题
的野外徒步拓展拉练活动。从起
点厂根到终点大庄，这次徒步路
程 总 长 超 过 31 公 里 。 这 也 是 该
校徒步拉练活动中距离最长的一

次，极具挑战性。孩子们以班级
为单位，在专业教练和导师陪伴
下，开始徒步。走着走着，有的
同学步伐放慢了，同伴们就过去
递上拐杖，拉着他一起走；走着
走着，脚磨破了，同学从后面默
默地扶持；背包实在有点重，同
伴们抢着来背；走得累了，集体
休整一下，做几个闯关小游戏，
立刻精神焕发；虽然汗流浃背，
但拒绝照顾，继续扛着班级大旗
笑着前行……400 多名学生没有
一人掉队，全部走完全程，实现
了一次自我超越，在终点一起开
心地拍起大合照。该校校长钱洲
军说，这次徒步拉练给了高一同
学们一次难得的走出教室、离开
书桌，在自然中锻炼体魄、磨炼
意志的机会，相信这样非同寻常
的经历会成为同学们人生的一笔
宝贵财富。
上月中旬，邱隘实验中学八
年级师生踏上了环东钱湖远足征
程。为了使这次远足顺利进行，
学校做了周密安排，事先勘察路
线，制定应急预案，组织车辆调
度、医疗保障、补给等。活动由
交警、卫生部门全程护航，还有
部分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完成了 20
公里的环湖徒步。一位家长说，
真没想到自己儿子能走这么长的
一段路，以往儿子出门总是坐
车，懒得迈开步子。更让他欣喜
的是，儿子和同学之间互帮互
助，你拉我一把，我推你一下，

不让一个同伴掉队，维护着班级
的集体荣誉感。
采访中，一位校长说，以往
人们以为学习好的学生在运动方
面肯定不行。现在却是学习好
的，运动也好，样样在行。其
实，运动很能促进一些优秀品
质的培养，这些品质也是学业
优秀的保障。孩子们的潜能无
限，需要合适的教育载体去激
发。
上 月 27 日 ， 海 曙 的 一 所 教
育集团选择了军营训练。40 多
名来自宁波市实验小学、
石碶实验小学、洞桥
镇中心小学和中原
小学的五年级学
生，一起来到
海军某部体
验 军 事 课
程，畅游军
营。一个
小时的体
能锻炼让
孩子们体
会到军营
男子汉的坚
毅；看到整
齐划一的军
营内务整理，
大家在点赞之余
感叹唯有从小处做
起才能磨炼出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才能成长
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记者手记

春季游学
一次孩子成长的好机会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春季游学
以 往 并 非 每 位 学 生 能 有 的 一 项“ 福
利”。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我市就有相
当一部分学校未组织春季游学，究其
原因主要是安全、收费等敏感问题，甚
至还有老师提到了学习压力。
安全是条“高压线”。若是在春季
游学中发生安全事故，这会让其他学
校为之紧张，甚至取消集体春季游学。
老师们坦言，集体出游，前期准备工作
很多，活动当天老师们神经高度紧张，
时刻关注学生的举动。
收费也是个敏感事。对于孩子春
季游学，大多数家长支持，但也有个别
家长会有看法，众口难调。采访中一位
老师说，租车、保险、景点门票等都是
春季游学中的必备开销。她班里就有
一位家长公开对景点门票价格表示质
疑，后来在班级家委会的一再解释下
才消除疑惑，这也让老师心累，有时觉
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再组织春
季游学。
毕业班学生的学业压力比较大。
若此时出去游玩，无论老师还是家长、
学生，都会很纠结。
近年来，春季游学又在各所学校
热了起来。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一次春游、一次远行，对学生成长的益
处不言自明。为让学生有一个安全健
康的春游活动，我市许多中小学开展
了创新尝试。有的学校以班级为单位，
由家委会牵头组织春季游学活动，有
的学校每年分批组织学生到社会实践
基地参加活动。
整个社会大环境也给孩子们的春
季游学提供了便利。这些年，我市充分
利用各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科普教
育基地、文博基地等历史文化自然资
源，建成数百家市县两级中小学生社
会实践大课堂，这也成为学生春季游
学的好去处。
有专家建议，要抓紧建立学校安
全事故第三方协调机制。这一机制的
建立，将有望减轻学校在学生安全问
题上沉重的心理包袱。
希望在春光烂漫的季节里，有越
来越多的孩子走进自然，走进社会，体
会到除了学业之外，还有诗与远方的
美好。
（蒋炜宁）

范桂馥
小学一二年
级学生扮成小
书童在月湖畔
流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