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难忘的雨林探险

2015年11月初，挚慈学校首次尝
试推广国际上流行的营地教育模式，启
动了第一届两天一夜呀诺达雨林露营活
动。来自全校二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共
58人集结成多个小队，穿上迷彩服，带
上干粮向呀诺达雨林进发。

“这是吊竹梅，那是小叶榕，绿色的
小圆粒是山胡椒，大而椭圆的叫青果
……”一路上，老师带学生们认识神奇
的大自然。童子军们绕过嶙峋的怪石、
踏瀑戏水、穿越火线、学习野外生存技
巧……在完成了雨林徒步和登山挑战
后，还分队合作，将帐篷搭建起来。队
伍中最小的学生6岁，也跟着大家完成
了所有的挑战。

雨林露营计划还安排了一项颇有
挑战的项目：爬上山顶看日出！

第二天早晨4时过一点，童子军们
就收好帐篷开始登山了。他们大手牵
小手，经过1个小时的跋涉，所有人登
上山顶，气喘吁吁的，但看到大地在眼
前展开，房子缩成了蚂蚁大小，河流变
成透明的带子，从未见过的景象让学生
们新奇不已。

六年级学生蒋家洛说，他感受到了
大自然的美和神奇，至今难忘。

一个12岁女孩的自信蜕变

12岁的黎族女孩薛里香，是五年级
转入挚慈学校的插班生。

今年3月18日，2016“Topper青少
年公开赛”在三亚半山半岛帆船港举行。
薛里香被推选为三亚市小学生的唯一代
表，参加了少年组的比赛，与来自全国的
40余名少年帆船选手站在了同一起跑线
上。薛里香走到这一步，与她在此前“航

海少年训练营”中的卓越表现密不可分。
挚慈学校对营地教育的实践，吸引

了三亚一帆艇航海培训基地的关注。
2015年12月下旬，从挚慈学校200多名
学生中选拔而出的12名学生，成为该基
地举办的首期“航海少年培养计划”种子
选手。不会游泳，也从未见过帆船的薛里
香，凭借选拔游戏中机智的反应和良好的
团队协作能力，成为12人之一。

12名学生在各自教练的带领下，在
大海里你追我赶，忘了疲累的身体、忘
了对水的惧怕，付出十倍努力完成了比
赛。

“这次航海训练，我学会了驾驶帆
船，而且领悟到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
心人，只要付出努力，就会收获成功。”
六年级上学期的期末考试，薛里香每门
功课都拿到了90分以上的好成绩。

这一切，父亲薛为雄看在眼里，喜在
心头，他说，“我以前觉得小孩只要读书
好，考个好大学就可以了。现在想想，孩
子的综合能力很重要，多参加社会实践，
多和人交往，扩展视野，比天天埋头苦读
宅在家里好多了，孩子也开心！”

营地教育提升孩子能力

挚慈学校是一个创办于2011年的
小学校。校园只有10亩大小。全校学
生加起来也不到300人。

校长陈毓俊是土生土长的三亚崖
城保港人，他本科上的是江西财经大
学，凭借自己的努力，后考入了香港理
工大学取得管理学硕士学位，曾在杭州
从事国际贸易工作20余年，拥有属于
自己的儿童益智玩具生产加工厂。

但多年艰辛的求学经历，让陈毓俊
刻骨铭心。

也让陈毓俊反思，我们的孩子们在

接受基础教育的过程中，过于注重知识
的传授，却忽视了能力的培养。这成了
陈毓俊决心投身基础教育的重要动力。

“既然决定办学，就要做好它。”陈毓
俊关掉了在杭州的工厂，带着半生打拼的
资本回到三亚。他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满
世界取经，想着如何办好一所学校。

陈毓俊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
清楚自己到底想办一所怎样的学校，以
为盖好学校后，请一批优秀的管理者和
老师过来就可以了。他很快发现，办学
没有那么简单。

2015年4月，陈毓俊在北京参加了
“中国首届营地教育大会”，与来自世界
各地的营地教育专家学者交流，并参加
为期一周的首届中国营地导师培训班，
成为了国内第一批正式营地导师。

这段经历让陈毓俊全面认识了营地
教育模式的的卓越之处，“营地教育在欧
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了一百多年，就是通
过各种体验式学习，培养孩子各方面的能
力，反观我们的孩子，更多是封闭在学校
里，是家庭、学校和社会没有给孩子接受
能力培训和教育的机会。”

陈毓俊决定将营地教育的体验式
教学模式，应用到学校。

陈毓俊说，开展营地教育，最重要
的是学生的安全问题。初次尝试的呀
诺达雨林露营活动，在一开始的报名阶
段也并不顺畅，家长们担心的是：把孩
子给你们带去山上两天，安全怎么保
障？陈毓俊用详细的考察评估报告、精
确到半小时的日程安排、以及全程户外
拓展教练跟随保障的方案，打消了家长
们的疑虑。

一名家长后来对陈毓俊说，孩子回
家后从中午一直到睡觉前还说个不停，

“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兴奋，每一个细节
都记得很清楚，比给他买礼物还开心！”

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

初战告捷，挚慈学校的营地教育还
会继续。陈毓俊说，今年学校计划将营
地教育课列为每个学生的必修课程，每
隔4周开展一次。其中，一年级的孩子，
主要认识三亚的山和海，就近了解海南
的本土风情；二三年级的孩子，开始通过
皮筏艇接触海上运动；四五年级的孩子
则体验帆船运动，而给六年级及以上的
孩子，则是长途环岛游学。

此外，陈毓俊还设计了一些学生可
以自愿报名的出岛游学项目，前往澳大
利亚、新加坡、香港等地，让孩子们感受
更多元的文化。

经过 5年努力，挚慈学校的教学
质量已进入三亚市前列。很多人不
理解，只是带孩子出去玩，课堂学习
强度甚至都没有公立学校的大，为何
挚慈学校连教学都能取得如此成绩？

对此，三亚市教育局副局长陈鹏程
认为，“这种教育模式，帮助孩子们建立
自信、培养好的学习和处事习惯，还能
普及很多跨学科知识，激发出学生主动
学习的兴趣。”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中等身材，眼光有神，语调有力，充
满使不完的劲头。这是记者见到老胡
的第一印象。

被学生称为“老胡”的胡忠礼，现为
儋州市新州中学语文教师。

2015年9月，来自新疆一所中学、
具有副高职称的胡忠礼，作为学科骨干
教师被海南省教育厅引进到儋州。

“我和胡老师是同一天来新州中学
报到上班的。”新州中学校长严振军告
诉记者，“胡老师就像一粒种子，把先进
的理念、严谨的作风、扎实的教学功底、
担当的责任意识，根植于此，带出了一
支团结务实、充满活力的高三备考教学
团队。”

“翻转课堂”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在胡老师的课堂上，有专门“玩”手
机的时间，同学们点着手机屏幕，时而
会意微笑，时而拖腮思考，时而发出一
条条信息。胡老师让学生在一定时段
内，用手机查阅资料，在班上微信群里
提问，由老师予以解答。

这是胡忠礼引导学生实行自主管理
的镜头。他说：“我是受‘翻转课堂’理念
的启发，尽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
动性和创造性。”他深有体会地说，这种教
学方式，不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
提高了教学效率，很多知识不用板书，直

接发到群里，尤其是省内外大量的教学信
息，都可以在群里共享。

这种自主的理念，还被胡忠礼运用
于多个方面。

在班级管理上，充分发动学生主动
参与。通过向同学们征集，最终形成了

“我坚持，我突破，我成功”的班级口号，
并征集选定《阳光总在风雨后》等作为

“班歌”。每次上课前，全班都要意气风
发地齐唱“班歌”。歌毕，随着班长一声

“起立”，全体同学高喊班级口号。朝气
蓬勃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活跃而不
失严肃的课堂气氛，也迅速调动起来。

在日常生活中，让学生自主选定感
兴趣的文体项目。胡忠礼也被拉进这
个“圈子”，与学生一起打篮球。

而在周末，如果能挤出时间，胡忠
礼会上街买来食材，邀请学生到他的住
处包饺子。“味道真不错！”郭忠山同学
对前段时间在老胡家里吃过的饺子回
味无穷。

像膏药一样贴住
“后进学生”

提起“老胡”，新州中学文科184班
班主任万勤文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遇到后进学生，他就像一剂膏药一样
‘贴’着，如果学生学习习惯不改进、成
绩不提高，他就一直‘贴’着。”

据了解，这种“贴”很有特点，不是声
色俱厉地批评，而是和颜悦色地反复做
思想工作，不厌其烦地反复讲解重难点，
紧抓不放地反复检查督促学习效果。

对此，胡忠礼也调侃地自称像一剂
“膏药”，但主要是要起到“治病”的作
用，即坚持不懈地因材施教。

遇到较为懒散的学生，胡忠礼多次
检查其作业完成情况，多次在课堂上提
问，使之由被动到主动，由不习惯到习
惯学习；对于比较粗心的学生，他多次
提醒其在哪些细节上注意，认真审题答
题，并找来一些易于疏忽的题目加以训

练，使之变得严谨细致；对于基础薄弱
的学生，他鼓励其从基本的知识点开
始，每天掌握一部分，每天进步一点点，
经过一段时间，连学生自己都惊奇地发
现，居然会做一些较高难度的题目了。

当问到老胡这剂“膏药”老是贴着
人，是否让人很烦时，符步怜、郭忠达、
郭忠山、黎美美等同学几乎异口同声地
说：“老胡都是为了学生好，我们应该理
解和感谢老胡才对啊！”

带头“坐班”形成长效机制
课余时间，如果有事找老胡，直接

去高三年级办公室，总是能看到他那熟
悉的身影在伏案工作。这是新州中学
很多师生的印象。

新州镇，曾经是儋县县城所在地，
但随着县城迁到那大镇，这里没了往昔
的繁华，学校也不复有当年的盛名。

“早上我一般到办公室比较早，但
胡老师来得更早。”与胡忠礼一个办公
室的林海燕老师说。

每天早上 5时多，胡忠礼就已起
床。赶到办公室打扫卫生后，他要么在
办公室批阅学生作业或试卷，要么精心
地备课，要么去教室解答学生疑难问题。

行动就是最好的示范。高三年级
办公室有14位老师，在胡忠礼带动下，
逐步形成了坐班制度。

从遥远的新疆来到海南这完全陌
生的环境，怎样才能迅速打开工作局
面？胡忠礼微笑着说：“第一件事，就是
主动融合到集体中去，互相交流学习。
而作为年级负责人，要在教育教学和管
理上带头，团结和依靠集体的力量，齐
心协力，教书育人。”

老胡，让学生“敬而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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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风采采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在黄丽老师的招呼下，大
（一）班的每个孩子各自“驾驶着
一辆小轿车”，沿着学校划定的交
通标示线，正在“平稳地行驶”。

这是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中
心幼儿园的一节“交通安全体验
课”。“小轿车”实际上是塑料玩具
车，围着幼儿园的活动室，该幼儿
园专门划定了交通安全体验区，
划出了交通标示线，还标出了“人
行道”的字样，竖起了交通标示
牌。

每次上“交通安全体验课”，
大（一）班5岁的周安怡都要沿着
交通标示线，驾驶着黄色的“小轿
车”跑上好几圈，一会儿就是满头
大汗。“我知道，我的车不能压着
黄线。快到人行道、转弯的时候，
要慢一点。”周安怡已经对交通规
则非常熟悉。

不仅有交通安全体验区，在
幼儿园活动室的一楼走廊两侧墙
壁，园方专门布置了琳琅满目的

“安全教育主题画”。记者注意
到，这些主题画包括了交通安全、
防火安全、玩具安全、用电安全、
卫生安全、防雷安全等系列内
容。主题画均采用图文并茂的形
式，其中的人物、建筑等内容，全
部是儿童画作的风格。

园长胡馨雨介绍，幼儿园
2014年3月正式开园，一直比较
注重对幼儿的安全教育。在逐渐
完善了园舍条件之后，今年春季
学期，幼儿园决定进一步突出安
全教育。这些主题画就是老师们
带着孩子们一起做出来的，“制作
的过程，就可以让孩子们接受安
全教育。”

安全教育主题画的形式，非
常切合幼儿的接受条件。记者发
现，在“小玩具的大危险”画中，10
张照片格式下面配上了文字说
明。比如在其中的一张彩色气球
照片下，文字说的是，气球存在多
种隐患，碎片一旦进入呼吸道，很
难取出。

“当然很多文字孩子们并不
认知，幼儿园要求每个班级的老
师给孩子们指着图画进行讲解。”
胡馨雨说。

一个乡镇幼儿园
的交通安全课

■ 本报记者 计思佳 实习生 吕舒帆

“读书让人终身受益。就算学生们面对应
试作文，多读课外书也能让作文更有生活气息，
从而在考试中脱颖而出。”4月28日晚，南京大
学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图书馆学
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副主任徐雁走进海南中学

“衍林讲堂”，带来了一场《最是书香能致远》的
讲座。

挑书最懒的办法是读经典

“人生惟有读书好。”讲座一开始，徐雁就和大
家分享了两位名人关于读书的两个故事。

成龙61岁时出版自传，新闻发布会上他对记
者说，人生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好好读书。“成名
后接受采访，我的回答经常有漏洞和歧义。给粉
丝签名我也经常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怎么写。很想
回到童年，把书读好。”再则是莫言，莫言和成龙一
样，也是小学就辍学。但上学时，语文老师发现了
莫言在文学上的天分，除了主动把自己的书借给
莫言看，还让莫言担任班级图书角的管理员。从
此，读书的种子在莫言心里生根发芽，让他最终走
向世界文坛。

“好的家庭氛围对于孩子阅读习惯的养成也
至关重要。”徐雁笑称：“俗话说，‘妈笨，笨一窝’。
如果家长再是手机控、淘宝控、韩剧控，那么孩子
也很难爱上读书。身教大于言传，家长们一定要
重视‘亲子阅读’，打造书香家庭，成为家庭阅读的
引领者。”

如果每个班图书角只能放30本书，应该怎样
选择？徐雁的回答是：中外名著和人物传记、游
记。

“挑书最懒的方法就是读经典，因为经典经受
了时间的考验。好的人物传记有励志作用，游记
能让人开阔视野。类似《富兰克林自传》、《从文自
传》、《鲁滨逊漂流记》都是很好的选择。”徐雁同时
认为，心灵鸡汤类的书放一本就够了，因为讲的都
是相同的内容，不要让孩子读太多。

读书和体验让作文有生活气息

面对讲座现场的中学老师，徐雁并不回避课
外阅读和应试考试之间的冲突。但在他看来，只
要明白怎么读、读什么，课外阅读和应试考试是相
互促进的关系。

“我在南京的玄武湖边看到一个女生一脸痛
苦地对着月亮看了一晚上，问了才知道是老师布
置写作文。”徐雁认为，因为有了功利目标，学生们
很难在语文学习中获得乐趣，语文老师们一定要
想办法让学生爱上阅读。

对此，徐雁现场推荐了两本书——台湾女孩
成寒写的《推开文学家的门》和浙江大学蔡天新教
授的《小回忆》。

在徐雁眼中，《推开文学家的门》是一本培养
文学情商的好书。热爱文学的成寒从小就有走访
文学家故居的梦想，大学毕业后，她追寻文学家的
脚步，走访了数十栋伟大作家的故居，并记录下感
受。15岁就考上大学的蔡天新，是一位同时是数
学家和诗人的教授。徐雁认为，语文老师可以把
《小回忆》推荐给那些一心想学理科，对语文有抵
触情绪的学生看。

“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经常参加高考语文阅
卷，他们说每次阅卷都感到单调、乏味。中学生的
生活阅历都很相似，加上语文老师讲了很多条条
框框应试作文的技巧，难免会出现这种情况。”徐
雁认为，要想让学生的作文在考试中脱颖而出，一
定要让文章多一些真情实感的元素。“最直接的方
法就是阅读加生活实践。”

徐雁推荐中学生可以多看赵丽宏、余光中、沈
从文、汪曾祺、孙犁这几位作家的作品。学生们喜
欢上一、两个作家后，将自己阅读的思考写进应试
作文，肯定会有闪光点。

徐雁同时认为，传统的纸质阅读可以养成一
个人宁静致远、融会贯通的阅读素养，不至于一开
始就被浮躁、碎片化的网络阅读所影响。所以要
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还是建议从纸质图书
开始。

阅读专家徐雁海南讲座

家有书童好儿女

打开学校围墙
孩子看得更远

■ 本报记者 孙婧

从杭州游学归来，近半个月了，
孩子们那股兴奋劲儿还没消停。六
年级的学生薛里香，在最近一次语文
考试的作文题中，记录了这次5天4
晚游学的所见所闻，洋洋洒洒写满了
作文纸：第一次坐飞机、被南宋古城
门所震惊……“我学到了很多课本上
学不到的知识”，薛里香说。

薛里香所在的三亚市挚慈学校，
是一所民办学校，他们在教学方法上
另辟蹊径，开展特别的“第二课
堂”——营地教育课程，引起了三亚
市教育局的关注。

营地
教育

徐雁推荐的课外书单

《城南旧事》 林海音著
《一粒珍珠的故事》 刘德伟著
《一日西风吹雨点——陈衡哲传》王玉琴著
《湘行散记》《边城》《从文自传》 沈从文著
《童年河》、《渔童》 赵丽宏著
《飘零一家》［《坏孩子》］ 克亮著
《亲爱的甜橙树》
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巴西）著
《时代广场的蟋蟀》 乔治·赛尔登（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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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龙镇中心幼儿园在园区内
划定的交通标志线。

本报记者 郭景水 摄

营地教育让孩子们有更多机会感
受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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