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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坚守农民画的取材，做好色

彩、材料和造型的综合游戏，在画中

创意呈现美丽乡村故事……”虽然

已是暑假，但义乌市后宅中学美术

组的教师仍然定期聚在一起，热火

朝天地谋划着下学期创意农民画的

研究方向。

后宅中学地处义乌农民画发源

地。自上世纪50年代起，义乌农民

便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农村生活，抒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农民画作品造

型古朴、简洁，用色艳丽、活泼，被义

乌市政府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2008年，后宅中学引农民画进校园，

2011年被评为全国首批中小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10年来，

学校用农民画记录了乡村的美丽蜕

变，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摸索

前行。

“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是后

宅中学历任校长的共识。吴中强曾

是该校校长，他把每节课从45分钟强

压缩为40分钟，每天挤出一节课保障

兴趣活动的开展，让学生有充足的时

间发展艺术特长；“农民画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是农民‘艺术地生活’的

充分体现”，陈云飞也曾是该校校长，

他大力支持“农民画进校园”。校长

陈庆则全力保障艺术教育的师资、经

费，把学校“善”文化中的“善美”贯彻

落实到体艺教育教学之中。农民画

在后宅中学遇到了“春天”。

学校在七、八年级中招募学员

组建农民画工作坊，聘请义乌农民

画家叶洪桐担任校外辅导员，日常

教学由美术组教师利用每周四节拓

展课开展。

农民画理论体系逐步建立。最

初，农民画没有成熟的理论体系，美

术组教师阚佳林等就边学习边总结

边教学。“农民画的题材”“农民画的

艺术特点”“农民画的发展历史”……

2012年，后宅中学终于有了第一本美

术校本教材——《走进义乌农民画》。

农民画创作活动如火如荼。

2012年，以“小商品海洋 创意者天

堂”为主题，教师沈赛飞等带领学生

创作了富含金乌、红金泥、月季等义

乌元素的农民画，作品富有浓郁的乡

土气息让人过目难忘。此后每年，工

作坊师生都会创作一批富有特色的

农民画作品。大幅画作要先在大画

布上分块打稿，调整至满意后，再进

行勾勒和上色，直到画面和谐。有时

候，一幅好作品需要整个工作坊学生

两三个月的努力，极大地考验了学生

的合作意识和耐性。为了增加趣味

性，保持学生对农民画的兴趣，教师

们也会在中间安插一些小幅农民画

作品的创作练习或组织学生走出校

门采风等活动。

“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掌

握了基本技法后，工作坊的师生走出

学校，用手中的画笔服务新农村建

设。在义乌市新火车站，他们画下了

《三千义乌兵》的巨幅画面；在义乌市

德胜岩风景区，义乌山川风光在师生

画笔下一一再现；在许多新农村的墙

壁上，师生用农民画这一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宣传孝道、张扬礼仪、歌颂

正义、鞭挞邪恶。

后宅中学“牵手”农民画一路前

行。然而，几年的“新鲜劲”过后，以

“土”见长的农民画在推广中遇到了

瓶颈。“平涂，不能炫技法；造型儿童

化，视觉幼稚；乡村生活，缺少新鲜

感……”美术组的教师一一记录下

大家对农民画的看法，苦苦思索着

传承农民画的新思路和对策。

2016年起，以世界艺术在不同时

期、不同地区的认可程度为例，后宅

中学师生对农民画的艺术价值进行

了再认识，美术组教师大胆尝试农民

画的创新发展。2016年，在教师张淑

娟的带领下，师

生尝试把农民画

与轮胎、管道结

合，创作了“圆

融”主题家居作品，迈出了“让农民画

回归农村生活”的步子。2017年，教

师方菁和学生结合七年级美术教材

中的“生活中的纹样”，用数万片马赛

克创作了鸡年主题大型屏风。时尚

的外观，华丽的光影效果，农民画实

现了“华丽丽”的转型。2018年，师生

以流体画为表现形式，采用农民画中

的大胆撞色，呈现了诸多抽象、炫丽

的作品。“好看”“好玩”“每次效果不

同，充满期待感”，学生的参与热情空

前高涨。2018年11月，在绍兴举行

的“浙江省中小学美术骨干教师培

训”活动中，教师陈凌佼作《“流”不住

的时光——色彩的乐章》讲座，介绍

后宅中学农民画拓展性课程的开发

经验。然而，不断自省的工作坊教师

们又在想：“我们的步子是不是太大

了？”流体画虽借取了农民画中的色

彩特点，但视觉效果偏离农民画太

远。如何在传承与创新中发展，成为

2019学年后宅中学农民画要探究和

突破的课题。

10年来，后宅中学的校长、美术

教师和学生都在更换，但学校对农民

画的传承和发展却始终持续着。

编者按：这几年，我省各中小学校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学校教育，引领青少年学生从中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

神、传播中国价值。从本期起，本报推出“走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学校”系列报道，遴选部分首批入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

地的学校，报道其在传承与创新中的坚守和成果。本期推出第一篇——

民间奇葩在校园绽放
——义乌市后宅中学传承农民画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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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龙游县北辰小学的35名教师走进当
地企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辅导作业、讲故事，和他
们一起做游戏。该校地处龙游经济开发区，外来人
口较多。

（本报通讯员 王开宇 摄）

教师情系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

□本报记者 林静远

最近，地处农村的温岭市石桥头

镇中心小学校内素质教育基地“石桥

小镇”对外开放了，沙画、魔术跳豆等

项目吸引了周边200多名学生参与。

就读城区学校的学生杨易宁也闻讯赶

来，在“小镇”里饶有兴趣地做起了当

地的省非遗文化项目王氏大花灯，这

是她平时在校园里从未体验过的。一

个上午，一盏彩色的六边形花灯便在

她手中制作成功了。

“石桥小镇”于去年10月建成，拥

有室内和室外两大基地，总面积约

7700平方米，设有“创客村”“角色屋”

“石巧中心”“科学岛”和“悠然园”校园

农场等场地，每周 4天向学生开放。

谈及打造“石桥小镇”的初衷，校长杨

文军说：“农村学生视野不够开阔，见

识较少，也不够自信，‘小镇’里丰富的

活动可以带领他们走进大千世界，了

解社会，为他们体验生活，展示自我提

供活动场所。”

为了建好用好这一素质教育基

地，这两年学校在充分挖掘身边资源

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壮大实力。“小

镇”在建设中投入了500多万元，其中

既有石桥头镇政府的拨款，也有乡贤

的助力。为了壮大师资，学校派出相

关骨干教师外出学习的同时，也大力

邀请各类非遗文化顾问和家长等校外

人士担任基地的辅导员。

“石桥小镇”目前已有40多门课

程，这些都是根据小学生特点围绕当

地特色或当下热点开设的。石桥头

镇蕴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

除王氏大花灯外，还有米塑等民间工

艺。借助“非遗馆”，学校把民俗文化

引入校园，在校本教材《石桥寻韵》中

设计了“遇见石桥”“游历民俗”“经典

传承”等5个篇章。教师为这些章节

配上了微视频，上课前学生可以先通

过微课自学预热。沿着灯笼骨架，镶

上金边，挂上流苏……每周学生会在

省非遗传承人王安平的指导下学习

制作王氏大花灯技艺。为让学生了

解更多的非遗历史故事，“小镇”里还

开设了“非遗阅读吧”，学生戴上耳机

就能聆听石桥头的乡间哩语，也能打

着快板，唱着儿歌，用石桥头方言吟

唱歌谣。

在“石桥小镇”，最有意思的当数

学生职业体验了，他们在这里开启模

拟社会工作模式。有的学生在这里过

了一把小警察瘾，还有的过了把环保

小卫士瘾。

温岭一村小建起素质教育基地

□余力伟

据宁波媒体报道，今年暑假，

由宁波华茂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华

茂·彩虹计划”开展了各类小候鸟

公益夏令营活动。这已是该集团

举 办 公 益 夏 令 营 的 第 七 个 年 头

了。据了解，“彩虹计划”七年来一

直聚焦留守儿童，致力于为城乡学

子搭建平等交流、牵手成长的爱心

桥梁。更弥足珍贵的是，通过“彩

虹夏令营”“彩虹之家”“彩虹助学”

等公益平台，以其润物无声的熏陶

给参与活动的数千名学生心灵中

播下了公益的种子。

给孩子的心灵播下公益种子，

亟需家长育人理念的全新变革。

从某种意义上说，公益服务的参与

度往往折射着一个国家的国民修

养和文明素质，热心公益、扶危济

困更是一名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

思想意识和一种广受推崇的生活

方式。青少年正处于身心成长的

关键时期，具有较强的可塑性，注

重培养他们的公益服务意识显得

尤为必要。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

内容，从小参与爱心奉献为主题的

公益志愿服务，既顺应了公众期盼

道德回归的民意诉求，又能让学生

在帮助别人、服务社会中感受爱的

熏陶和善的洗礼，培养责任担当，

还能在实践体验中增强他们的沟

通与协调能力，其教化作用显然是

任何空洞说教都难以比拟的。

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仍

有相当数量的家长对此缺乏应有

的认识，热衷于培养“分数机器”。在“不让孩子

输在起跑线上”的群体焦虑裹挟下，他们用名目

繁多的学科作业和五花八门的校外培训填满孩

子的课余生活，却以没时间、没意义、没实用性为

由对公益活动婉言谢绝，拒之门外。殊不知，培

养公益意识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也唯有让孩

子学会爱与善，懂得责任和担当，才能为他们提

供人生之路上持续助跑的不竭动力。

给孩子的心灵播下公益种子，应搭建更多吸

引他们参与公益活动的平台。一方面，要拓展公

益活动的宣传渠道，创新宣传载体，积极引导青

少年参与到公益活动中来，使公益志愿服务精神

从小就深深扎根于心中。另一方面，社会公益组

织要结合自身优势开发一批符合青少年身心特

点、适合他们积极参与的特色公益服务项目，并

在突出趣味性、参与性和时尚性上下足功夫，从

而增强青少年参与公益活动的吸引力和向心力。

给孩子的心灵播下公益种子，更需要政府、

学校和社会各界形成合力。相关部门应将青少

年公益意识的培养工作纳入立德树人的系统工

程，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以落实，并加大财政投

入力度，安排专项建设和活动经费，提高青少年

学生的公益活动参与率和覆盖面。

播下种子，静待花开。公益意识的培养不妨

也从娃娃抓起，总有一天我们播下的公益种子将

会在孩子的心田萌芽，并成为陪伴他们成长的不

可或缺的精神财富。

给
孩
子
的
心
灵
播
下
公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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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妈妈”和留守儿童
共度暑假

本报讯（通讯员 叶艳景）日前，遂昌县西畈乡中心

小学家长廖文玖作为学校特聘的“德育妈妈”，再次来到

结对的留守学生家里，和孩子一起包饺子、阅读。

西畈乡位于遂昌县西部，距离县城有100多公里山

路，有遂昌的“西藏”之称。西畈小学留守儿童占比较

高，为了让他们假期生活不孤单，学校从家长中邀请了8

位“德育妈妈”和学生共度假期。安全教育、阅读陪伴、

生活体验……“德育妈妈”们在假期为孩子们组织了丰

富的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章 萍 薛丛川）
这两天，宁波市鄞州区塘溪镇中心小

学三年级学生小帆每天都要去一个公

益暑假班里学习，这一特殊的爱心辅

导班是由该校党支部书记周妙亚开设

的，每年暑假都面向学生开放，至今已

5年。

该校位于山区，学生均来自农

村。为了让孩子们拥有快乐而充实的

暑假，周妙亚从2016年暑假开始开设

了这一爱心辅导班，地点设在她家中。

爱心辅导班虽然没有课表，但课

程却丰富多彩，除每天40分钟的暑假

作业时间，还有美术课、朗读课、电影

课等。此外，周妙亚还带领学生参加

社会实践，走进宁波博物馆了解家乡

历史。周妙亚的公益行动得到了塘溪

镇政府的支持。今年随着人数的增

多，该镇为她无偿提供场地，也有大学

生志愿者加入其中，奉献爱心。

鄞州一教师暑假开设爱心班

本报讯（通讯员 杨红卫）暑假

期间，松阳县民族中学学生在当地

红军曾安营扎寨的李坑村当起了讲

解员，为游客介绍红军当年在浙西

南的战斗故事。这些故事来自于当

地一退休校长杨金宝编写的革命文

学作品《难忘的人》。

杨金宝现已90岁高龄，曾是现

已撤并的交塘乡中心学校校长。

他从 30 岁开始创作革命文学作

品，退休后出版了《难忘的人》《红

旗插上安岱后》《战斗的一生》，发表

革命传统教育故事 30 余篇，共 40

万字。其中，《难忘的人》成了松阳

各学校的校本教材。为了获得史实

资料，他利用空余时间在全省各地

搜集。

此外，杨金宝还为该县中小学

生宣讲革命故事近200次，接受教育

的学生近6万人次。

90岁退休教师热衷革命文学创作

日前，长兴县李家巷镇陈家浜村开展“低碳环保
伴我行”夏令营。20多名学生在志愿者指导下，用
废旧物品制作成新颖别致的工艺品。

（本报通讯员 吴 拯 许斌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