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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在富阳开题
研讨新时期劳动教育发展

简讯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袁朝阳

全国教育工作大会提出，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

区教育局
举行中小学生“红船领航”演讲比赛

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
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
创造性劳动。
11 月 2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富阳区教育局主办的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开题暨新时期劳动教育研讨会在富
春七小举行。

富阳新劳动教育新起点
全国德育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
公民与道德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班建武申报的
《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新时期劳动教育理论
体系建构研究》课题，是经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学科规划组评审，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审批，已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
五”规划 2018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课题批准号

BEA180111）。
开题报告上，
班建武表示，
“本课题开展，
将有
利于劳动教育理论的建构更贴近现实，更贴近学
生成长和发展的实际，
为新时期劳动教育的有效
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理论解释力和学理支撑，
从而
能更有针对性促进学校劳动教育实践的发展。
”
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样的国家级
课题开题仪式放在富阳，将积极促进富阳区域

性劳动教育建设性发展，有利于提升富阳新时
代教育深入开展，有利于我区更好地开展具有
富阳特色的新劳动教育。开题报告对这个课题
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对于富阳而言，更是富
阳新劳动教育新的起点。
富阳一直致力于劳动教育的研究，尤其是
今年 6 月 5 日成立劳动教育联盟，33 家中小学、
幼儿园成为首批联盟成员。

践课程群架构。第三阶段是深化新劳动教育相
关课题研究，将新劳动教育课程纳入全校日课表
予以实施，完善和丰盈其教育内涵、价值与路径，
使其课程化并在富阳区推广应用。
基于“开心农场”平台和家校资源，富春七小
架构了农事劳作和劳动创意课程及家校联动与
融合美好生活课程。
“创新亲近自然的学习方式，
让儿童在真实情景中开展课题研究式、项目整合
式、主题探究式、综合展示式学习。”章振乐说。
接下来，富春七小将加强劳动教育的理论研

究，成立新劳动教育研究院，
“让学校成为科研转
化的平台，引领教师开展科研”；加强劳动教育的
实践创新，打造新劳动教育实践综合体，
“形成一
站式的劳动教育综合实践育人模式，促进课程深
化”；加强劳动教育的辐射引领，经营好全国劳动
教育实验学校联盟，
“让劳动教育不再是散点推
进，
而要形成星火燎原之势”
。
与会人员还参观富春七小校园和新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
并进行专题座谈。

梳理并展望新劳动教育发展
富春七小校长章振乐向与会的专家学者及
杭州市、各区（县、市）教育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
富春七小的新劳动教育以及今后的设想和发展
规划。
在章振乐看来，富春七小的新劳动教育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聚焦劳动教育内涵、
载体和措施创新以及内容拓展，开辟基于“开心
农场”的劳动教育基地。第二阶段是立足“开心
农场”实施新劳动教育，构建“农事大课堂”特色
课程，同时启动基于选择性思想的新劳动教育实

富春四幼：给我一颗种子 还你一棵小树
活动链接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张银芳

10 月 24 日，富春第四幼儿园迎
来了开园以来的第一次秋游，四幼宝
贝们在这个绚烂的金秋，亲近自然，
探索自然。
富春四幼于 2018 年 9 月新开园，
是一所全日制公办幼儿园，目前有富
春四幼总园和富春四幼百合园区两
个园区。开园以来，富春四幼努力践
行着“给我一颗种子，还你一棵小树”
的办园目标，让幼儿园成为孩子成长
的沃土，孩子们如种子萌芽，小苗初
发，
快乐茁壮地成长。

9 月 2 日，富春四幼举行了开园典礼，
正式开园。开学第一天，富春四幼敞开大
门，迎接第一批孩子和家长。开园短短两
个月来，富春四幼契合传统节日，开展丰
富多彩的教育活动，挖掘传统美德教育元
素，
促进孩子快乐健康成长。
9·10 教师节 尊师爱师
富春四幼开园后迎来的第一个节日
就是教师节。在第 34 个教师节期间，全园
老师和小朋友开展了“送上爱，说出爱”为
主题的教师节活动。
月半中秋 亲情体验
在桂花飘香的中秋佳节，富春四幼的
孩子们开展了热闹的“月饼分享会”，孩子
们齐聚一堂，听老师讲述中秋节的来历和
故事《月亮的味道》，欣赏《嫦娥奔月》的动
画片，
并分享各种香甜的月饼。

理念速递

家园联动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人如树木，孩子如
树，起于种子，长于幼苗。富春四幼把幼儿园当作
培育孩子成长的沃土。以“为每一个人创造适合
生长的土地”为办园宗旨；
“给我一颗种子，还你一
棵小树”办园目标。
本着“思无绊，行有羁；无拘无束，有礼有节”
的办园理念，富春四幼致力于培养“有优秀品质、
有强魄体质、有聪明才智、有健康心智”的质智双
发展的四有孩子，为此，富春四幼制定了一系列园
本成长课程，
“ 我们以中华传统美德‘忠、孝、仁、
义、礼、智、信、勇’为核心，以传统故事、经典儿歌、
古代诗词为教育载体，对幼儿进行美好品德的启
蒙，良好行为习惯的奠基。”园长刘燕介绍说。
富春四幼还把整个办学思路融入了幼儿园园
标——成长树之中。整个园标呈树状，寓意成长
中的小树。树干象形阿拉伯数字 4，直观代表富春
第四幼儿园。
“园标还诠释了幼儿、幼儿园、教师三
者之间的关系：幼儿就如一棵成长中的小树，幼儿
园就是培植小树成长的沃土，老师为小树健康成
长提供呵护。”

8 月 26 日，富春四幼召开了第一次家长会，
10 月 19 日，召开了第一届家委会，11 月 8 日开设
了第一次家长课堂。各项活动促进家园合作、
家园共育，充分发挥家长资源，推动家园和谐共
进。
“四幼是个充满仪式感的大家庭，独具创新
的园本文化，崭新舒适的校园环境，阳光快乐的
教 学 活动，老师悉心照顾，耐心引导每一位小朋
友。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游戏、学习、生活是幸运
的，现在每天上幼儿园是孩子最开心的事！”小（5）
班许烨茗妈妈感慨说。
“记得开学报到那天，我第一次走进富春四
幼，幼儿园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大气、干净、整洁、
漂亮、舒适。园长和蔼可亲，老师们个个年轻有活
力。我女儿一直黏我，之前一刻都不能分开，但很
神奇的是，我女儿上学的第二个星期就很快适应
了幼儿园的生活，每天送去学校都很开心地和我
挥手说再见，我觉得很放心。”小（6）班金陈筱妈妈
点赞说。

九九重阳 孝老敬老
重阳节前夕，富春四幼的小朋友们邀
请了祖辈老人们来到幼儿园，开展“童心
敬老，爱满重阳”的祖孙互动活动，为老人
们送去重阳节的祝福。各年龄段活动丰
富多彩，既有精彩的节目表演，又有做寿
桃、制贺卡、写寿字等手工制作，还有包水
饺、包汤圆、做重阳糕等美食制作，孩子们
用不同形式表达了对老人的爱。
十一国庆 爱国卫国
金色 10 月，富春四幼开展了“小芽儿
的中国梦，我为祖国而自豪”系列活动。
孩子们参与了知国庆、唱国歌、升国旗、和
国旗合影、画五星红旗、绘天安门等活动，
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深深的爱国情怀和
卫国壮志。
首次秋游，亲近自然
富春四幼总园小班的孩子们来到东
吴公园，把探索、学习和游戏搬到广阔的
大自然中。
总园中、
大班的孩子来到了富阳气象科
普主题公园，
在那里，
他们骑风力自行车，
学
习在遇到地震和火灾时如何保护自己。
百合园区的孩子们来到自己生活的
小区寻找秋天，
画出家园的美丽。

本报讯（通讯员 何一宁）10 月 30 日，富阳区中小
学生“红船领航”演讲比赛在东吴小学举行。本次演
讲比赛以传承和弘扬红船精神为主题，全区中小学
共 38 名选手参加。
当日上午，小选手们在认真阅读《红船领航》的
基础上，结合时代精神，声情并茂、掷地有声地表达
着自己的感怀和志向，为在场的评委和同学献上了
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经过激烈角逐，永兴小学余晓宁、银湖实验小学
赵奕萱、富春七小陈伊诺、富春四小高天瑜获得小学
组一等奖；富春中学楼语歌、杭州银湖实验中学赵小
强、永兴中学李政阳、场口镇中柴宇泽获得初中组一
等奖。

杭科院
将新西兰引进课程带进幼儿园
本报讯（通讯员 戴雯）近日，杭科院教育学院中
新合作 1704 班同学到富春一幼进行幼儿园科学领
域活动设计与指导课程实践，
与幼儿进行互动。
科学领域教法课是杭科院从新西兰理工学院的
引进课程，全程由新西兰学前教育外教 Vivienne 采
用新西兰教学模式全英文授课。本次的实践中，同
学们利用自己制作的科学领域的玩教具与幼儿互
动，在互动过程中体验科学，并鼓励幼儿自主探索的
教育理念。
“这次实践让我真正走进了中国的幼儿园，了解
了中国的学前教育，真的太棒了！”Vivienne 说，活动
中，她仔细观察杭科院同学们的表现，给予充分肯
定，并表示同学们能关注幼儿的发展，很好地鼓励了
孩子们。同时，Vivienne 也与小朋友们进行亲切互
动，并参观了富春一幼的教室、户外区角等环境创
设，对幼儿园以幼儿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科学”特色
以及丰富的环境创设，
给予高度赞扬。

新登镇中
开展结对学校第二次支教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范振文）10 月 26 日，新登镇中到
缙云县大洋学校开展第二轮结对学校支教活动。本
次活动是继上次骨干教研组长支教后的又一层面支
教活动。
活动中，新登镇中校长金勇臣作《年轻的成长
——默默浇灌，静待花开》的专题讲座。他激励年轻
教师要找准自身的工作定位、发展定位、人生定位，
坚持自我追求，坚持教育本源，坚持自身踏实肯干，
沉下心来，耐住寂寞，扛住压力，看淡名利做好教育
教学奉献。
随后，该校史海良老师结合生活实际案例，执教
了《体育运动中的安全防范》示范课。当天下午，新
登镇中向大洋学校捐赠了三百册图书。两校中层及
以上干部还进行了管理、教学等层面的话题交流。

富春五幼
开展为贵州山区孩子捐赠书籍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潘晓燕）近日，富春五幼肖邦园
区举行了为贵州山区孩子捐赠书籍活动。
本次活动的发起人是该园大一班的一位家长，
当时她正在贵州参加扶贫工作，看到那里幼儿园的
孩子们没有书可看，就在班级的微信群里发起了这
次活动。该园孩子积极响应，捐赠了各式各样的童
话绘本，还有水彩笔、蜡笔等文具。最终，一箱爱心
满满的包裹随着快递车行驶过贵州锦屏县蜿蜒曲折
的山路，
送到了敦寨镇龙池幼儿园小朋友的手里。

富春二幼
承办市幼儿园系列研修展评月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俞海滨）11 月 1 日，杭州市幼儿
园“夯实课程实施、支持深度学习”系列研修展评月
富阳分会场活动在富春二幼郦城分园报告厅举行。
活动分别从两个团队教研和两个观点报告展
开。
首先，富春一幼团队分享了《融合共生：儿童视
野下主题审议的新思考》，解析了“大玩家”主题实施
过程及主题审议。接着富春五幼孙群燕老师执教
《城市地下的洞洞》教学活动。活动后，富春五幼副
园长陈琳对《城市地下的洞洞》教学活动的设计研磨
作了分享，并提出“起承转合促儿童深度学习”的策
略支持。
之后，富春三幼孙蔷老师从“一间倒塌的空房
子”引发，对三次“空房子重建”行动进行解读和分
析。里山镇幼施燕飞老师，解读了儿童绳索游戏“我
好怕呀”到
“我成功了”谈话核心经验的学习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