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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潇

这几天，“小学生把‘栓Q’

写进作文”这一话题引发热

议。9月19日，一名小学教师

批改作业时发现学生在作文

中写了“栓Q”，并有一段看不

懂的歌词。该教师表示，这篇

作文越看越不对劲，但他没有

批评，也没有鼓励，只打算慢

慢引导。

随着互联网对学生影响

越来越广泛，一些网络用语在

现实交流中也出现得越来越

频繁，流传度非常广。例如该

学生使用的“栓Q”，出自某短

视 频 ，其 本 意 是 谐 音 英 文

“Thank you”，但在使用和流

行过程中，逐渐衍生出表示比

较无奈、无语甚至是讨厌的意

思，与其本意背道而驰。

很显然，“小学生把‘栓Q’

写进作文”这一事件，不能仅

仅把它当作一则笑话或者趣

闻，它背后折射出来的是一个

很严肃且亟待重视的语言文

化走偏问题。一方面，类似现

象凸显出短视频对未成年人

的影响日渐加深，有些不合规

范的网络用语，常常被他们当

作一种时下流行的语言使用，

但是其真实含义，很多学生并

不清楚；另一方面，一些网络

语言用在日常口头表达或许

没有太大危害，但如果变成书

面用语，看起来是标新立异，

其实是在异化正常的语言体

系，导致一些无意义的网络语

言被滥用，不利于语言文化的

发展。

这当然不是危言耸听。

有较多的实例证明，当前，一

些无聊、低俗的网络语言正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

精神世界。很多教师和家长

反映，现在好多孩子说的、写

的东西越来越让人不懂，而这

些“不懂”，正是网络语言被滥

用的后果。

但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栓Q”等网络用

语被写进作文的现象，过于死板看待或者视

而不见似乎都不可取。因为网络语言的出现

是互联网时代的必然现象，它同样可以丰富

现代汉语的词汇，不能一棍子打死。

因此，相比于争论在作文中使用“栓Q”

到底合不合适，还不如聚焦如何引导学生正

确用语。既然互联网对生活的影响已经无

法避免，那么作为家长和教师，倒不如理性

引导学生。让青少年在适应网络时代的同

时，不断加强对经典的阅读，学习和掌握准

确、优美的书面表达方式，培养“雅言”的语

感，而不是将网络流行语当成时髦在作文中

“炫技”。

□本报记者 杨 倩

9月12日，趁着中秋假期，衢州市

实验幼儿园荷花园区大班幼儿陈俊亦

在妈妈的陪伴下，走进了创建于1978

年的“德门龙”手工面工坊。和面、醒

面、摇面、自然晾晒、切面、包面，陈俊

亦终于了解自己最爱吃的手工面是怎

样制成的。

“看完以后，我又有了两个疑问：

面粉是从哪儿来的？下雨天能制作面

条吗？妈妈告诉我，面粉是小麦磨制

而成的，下雨天、阴冷天都不能做面

条，因为要确保每一根面都晒足阳

光。”回家后，在父母的帮助下，陈俊亦

认真地记下了此次寻访的过程以及自

己的思考。之后，父母还将带他体验

烧制陶瓷。

这一切，都是为幼儿园下个月将

要举办的衢州传统技艺项目推介会做

的准备。随着新学期的到来，实验幼

儿园荷花园区的新一轮“匠人匠心”工

作室组建工作开始了。本月，中、大班

的幼儿们要完成寻访家乡的任务，在

家长、教师的带领下，探寻衢州的传统

文化、传统手工技艺，了解家乡文化。

下个月，通过班、园两级的项目推介

会，幼儿们将对自己寻访到的家乡传

统文化技艺进行展示和演讲。最后，

幼儿们将票选出自己最喜爱的传统文

化技艺项目，由幼儿园成立相关工作

室。11月，各工作室将举办招聘会，招

兵买马，组建团队，开展项目化学习以

及全园互通游戏。

园长徐丽娟介绍，2016年，幼儿

园创设了20多个互通游戏区，让幼儿

们在角色扮演的游戏中学习、成长。

“没想到，孩子们的游戏能力很强，自

我管理水平提升得也很快，把游戏区

的日常管理工作交给他们，他们都做

得很好。当时正好有个家长开了一间

美发工作室，这给了我们灵感，为什么

不让孩子自己做主成立工作室呢？”

2017年，运营一年后的游戏区升

级成为幼儿游戏工作室。“第一个工作

室就是美发工作室，是效仿那个家长

的工作室创设的。”徐丽娟说，以往都

是教师设计主题、准备玩具、布置场

地，让孩子们来玩；现在则是中、大班

混龄开展，提出主题方案、组建团队、

设计和装修工作室、举办活动等都由

幼儿主导，志同道合的伙伴可以一起

打造工作室。

去年9月，立足衢州作为南孔圣

地的文化渊源和“国学立品行”的办园

理念，幼儿园将游戏工作室升级至2.0

版——专注于传统手工艺和民间艺术

探索的“匠人匠心”工作室。

幼儿们在家长的带领下，穿梭于衢

州的大街小巷、城市乡村，感受东南阙

里的文风雅韵，发现感兴趣的传统项

目。经过讨论、选择和评议，最终幼儿

园成立了涵盖传统手艺类、工艺类、艺

术类的13个工作室，既满足了幼儿们

对传统文化技艺的好奇心和探知欲，也

给予了他们各种亲自实践的机会。

今年初春，“匠人匠心”工作室的

首场招聘会举行，现场人头攒动。衔

泥小筑、鲁班木艺、豆腐坊、纸澜轩、

千机阁、水墨轩、梦回梨园……13个

工作室一字排开。“想不想穿戏服？

来梦回梨园吧！”“想用自己的小手来

编织、创造吗？来我这儿吧！”……每个

工作室的负责教师都在卖力地吆喝

推荐着，期待着幼儿们的毛遂自荐。

幼儿们则手拿“简历”，一番浏览后，

个个都心有所属：“我今年7岁了，我

很会做手工，我想来学编织。”“这些

积木我都会搭，我很适合来千机阁参

与建造活动。”……

如今已是一年级小学生的颜子

奥，在大班时是豆腐坊工作室的发起

者。去年9月的一天，看到外公用石

磨磨豆子准备做豆腐，他的好奇心被

点燃了：为什么豆子放到石磨里面就

有白色的水流出来？流出来的水怎么

变成我们吃的豆腐？为什么不用绿豆

做豆腐？……和外公一起做了豆腐以

后，颜子奥用图文结合的方式将整个

过程记录了下来，并向幼儿园的伙伴

们介绍了豆腐制作工艺。“我们可以开

一家豆腐坊”，他的提议得到了认可，

豆腐坊成为13个工作室之一。

招聘会上，颜子奥和其他18名幼

儿成为豆腐坊的首批成员。“招牌上可

以画一个个格子，像豆腐一样。”“做豆

腐的店应该是非常香的，可以有虚线

的装饰，表示香味。”“我们做的豆腐像

水花一样嫩，可以叫水花豆腐。”“我们

用石磨做豆腐，就叫石磨豆腐坊

吧。”……幼儿们你一言我一语，纷纷

出谋划策，给工作室设计招牌，装饰场

地，起个响亮的名字。

最后，经过举手表决，豆腐坊正式

命名为“石磨豆腐坊”。“开业”后，从认

识石磨的构造，到用石磨磨豆浆，再到

点卤做豆腐，一场

场研究性学习活

动更加充分地激

发了他们的热情

和创造力。

吴启慧是豆

腐坊的负责教师，

但她说自己只起

一些辅助作用，因

为豆腐坊的活动

内容并没有经过

提前设计，每次做

些什么都由幼儿

主导。“豆腐坊开

张肯定要有名字，

叫什么好呢？”“石磨是怎样把豆子磨

碎的，里面有刀吗？我们拆开看看

吧！”……吴启慧说，幼儿们会积极地

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然后想办法解

决问题。

比如颜子奥，因为外公会做豆腐，

一旦发现问题，他就去找外公。豆子

必须充分浸泡，吸饱水分，才能磨出豆

浆；豆浆里加醋不会变成豆腐，需要点

卤；想要豆腐变得硬一点，得用重物压

一压……外公几乎成了工作室的技术

顾问，有问必答。

就这样，吴启慧大部分时候“只要

站在孩子们的身后就可以了”，甚至还

跟着一起学到了不少知识——“以往

我只知道做豆腐需要石膏，是孩子们

告诉我，可以用卤水点豆腐。”

提起孩子在幼儿园时“经营”的豆

腐坊，颜子奥的妈妈说：“孩子住在城市

里，虽然知道外公是做豆腐的，但没有

具体感受。现在，他知道一块小小的豆

腐也是要经过很多道工序才能做出来，

明白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更

令她高兴的是，孩子在探寻、学习的过

程中变得自信了，“过去他常说‘我不

会’，现在他遇到新鲜事愿意积极尝

试，不怕失败”。

徐丽娟介绍，开展工作室活动，是

为了让幼儿们体验“有梦想一定会实

现”，鼓励他们敢想、敢说、敢做，这对

幼儿们的探究欲望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非常有意义。自从本月初下发了寻访

任务单，近来她陆续收到了不少寻访

成果，除了手工面工坊，还有针灸技

艺、九华竹编、水晶糕制作、画糖画、捏

泥人、邵永丰麻饼……每一张寻访单

都流露出幼儿们对传统文化技艺的热

情和对成立工作室的期待。

□本报记者 朱诗琪

“上完今天的课，我知道了原来车前

草可以治痛风和肚子疼。”“我回去也要

跟爸爸妈妈介绍这些中草药。”……9月

20日，绍兴市秀水小学五（1）班全体学生

在学校妙手堂拓展教室上了本学期第一

节“越医文化”拓展课。一节课下来，他

们不仅了解了车前草的药用价值、食用

方法，还在学校专门种植中草药的本草

园进行实地观察，并动手采摘了车前草。

每班教室设一个越医文化角，每一

级楼梯都粘贴着关于瓜果蔬菜及中草

药的佳句，每个学生书里都夹着“越医

名方”书签，还有特设的中医药展厅和

主题长廊……走进秀水小学，到处都有

越医文化的影子。“绍兴是越医文化的

发源地，秀水小学地处越州大地若耶溪

畔、会稽山脚，我们就想着能不能将越

医文化与劳动教育相结合，开发中医药

项目化课程。”校长徐光根向记者介绍，

自2018年起，学校就已着手设计中医

药文化校本课程，2020年增建越医文化

中心，逐步通过环境搭建、资源引入等，

引导学生了解越医文化。

“书本里就有我画的石榴画，我可

骄傲了！”学生钟雨晨指着中医药文化

校本课程学材里的一幅插画，她创作的

绘画作品《一枝独秀》被当作作业范例

放进了《石榴篇》这一课。从低年段的

《水果与儿童生活》到中年段的《蔬菜与

儿童生活》，再到高年段的《中草药与儿

童生活》，3本中医药文化校本课程学材

均由学校全体教师和部分学生共同编

纂，专业的中医知识加上体验如制作艾

饺等趣味性十足的生活应用类作业，激

发了学生对越医文化的学习兴趣。

刚进入校园时，钟雨晨曾收到一份

特殊的礼物——由学长亲手制作的中

医药香囊，而这批香囊的制作者之一就

是六（1）班学生范雅琪。作为高年段学

生，她不仅体验了拓展课，还在今年暑

假与同学们赴小越医校外研学基地之

一的浙江景岳堂药业公司参观，药企工

厂里的自动化拣药机器人和大型中药

切片机让她印象深刻，“参观完中药工

厂我才知道，原来那么大一株中草药居

然能变成可被冲泡的颗粒，还能治好那

么多病”。

除了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观，秀水

小学还积极引入校外中医药资源：在越

医文化中心摆放着来自药企的近50种

中药材标本供学生研究学习；邀请越医

世家传人给学生讲解中草药；引进中医

技师向学生、家长展示刮痧等中医技

法；与浙江中医药大学药学院、绍兴市

中医院展开教师中医药知识培训和课

程指导等合作……一系列专业资源的

引入，让学校的越医文化更加深厚，课

程内容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

“我被蚊子咬了，就会想去沃园找

找有没有可以止痒的中草药涂上。”在

参观学校的沃园时，一名学生向记者说

道。浸润在全方位的越医文化氛围中，

学生已充分了解了越医文化的博大精

深，感受到它与生活息息相关，并学以

致用，将健康生活的理念植入自己的日

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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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近日，，绍兴市第一中学学生来到国家黄酒工绍兴市第一中学学生来到国家黄酒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古越龙山酿酒一厂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古越龙山酿酒一厂，，了解黄酒了解黄酒
产业产业，，感知现代化智能酿酒的变革感知现代化智能酿酒的变革。。据悉据悉，，该校该校
推行大德育推行大德育，，运用生涯管理平台整合生涯教育运用生涯管理平台整合生涯教育、、
劳动教育劳动教育、、思政教育思政教育，，学生积极参与暑期劳动实学生积极参与暑期劳动实
践和职业体验活动践和职业体验活动，，在逐步明晰职业选择的同在逐步明晰职业选择的同
时时，，全面提升劳动素养全面提升劳动素养。。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佩金王佩金 摄摄））

绍兴市秀水小学：越医文化入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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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大班幼儿在衢州水亭门寻访传统技艺，学习糖画。

荷塘莲蓬香
学生丰收忙

9月19日下午，遂昌县云峰中心学校第三届采摘节开
幕，学生们进入校园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收获劳动成果。图
为学生们在荷塘采摘莲蓬。

（本报通讯员 雷 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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