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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
2020的春天，14亿中国人民的团

结抗疫，是一堂最生动、最深刻、最直观
的思政大课。应对危机是最鲜活的思政
教材，抗击疫情是最鲜明的思政主题。

通州实验小学充分利用抗疫过程
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感人故事、担当
精神，设计系列思政课程。学校把加
强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以美育德”工作
的新主题，把握抗击疫情带来的契机，
深入、持久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着力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疫情
期间，学校结合红领巾寻访抗疫英雄
的活动，将爱党、爱国的种子播进了少
先队员的心田，彰显了实践育人的新
理念。

巧抓契机，教育启蒙

少年儿童时期是进行政治启蒙的
最佳阶段。在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
时代，红领巾寻访活动要弘扬党的思想
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提高政治站位，
彰显少先队组织的政治属性。辅导员
整合资源，结合疫情防控下的特殊的队
前教育，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寻访之路。
少先队员们首先对一年级的小弟弟、小
妹妹进行了采访。通过随机采访，大家
发现小朋友们对“英雄”的解读各不相
同。李若瑜小朋友说：“能帮助别人的
人就是英雄”。顾睿萱小朋友说：“白衣
天使算得上英雄，因为他们对我们的生
活做出了最大的贡献。”马依诺小朋友
感觉英雄是勇敢的。吴可心小朋友觉
得英雄就是警察叔叔。

如何帮助一年级的预备队员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少先队员们决
定带着习爷爷“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
锋”的嘱托，踏上“寻访”之旅。他们了
解到，通州区人民医院有七名医护人员
相继于大年初一和二月初二奔赴疫情

最严重的一线，与湖北人民肩并肩战
斗、与新冠病毒面对面较量，出色地完
成了医疗援助任务。随着全国疫情好
转，七名医护人员已经平安回到了家
乡，战“疫”英雄凯旋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少年儿童要
“心有榜样”，如何用抗疫英雄的榜样力
量巧妙进行政治启蒙，引领队员努力前
行？辅导员和少先队员们自有主张，他
们决定成立红领巾寻访团，带领大家寻
访人民医院的七位援鄂医护人员，走近
英雄，了解英雄，学习先锋，致敬先锋。

自主实践，初步寻访

现代教育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坚持
人的主体性，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主观能
动性，使之获得全面发展。辅导员积极
启发队员，鼓励他们找点子，想思路，引
导队员独立设计、寻访、总结，以充分发
挥少先队员的主体作用，让红领巾寻访
活动充满活力与生机。

寻访员们召开寻访小分队会议，明
确寻访目的，讨论人员分工。刘天一、
瞿野还设计了寻访口号：寻访小分队，
从小学先锋。在个人寻访阶段，队员们
通过查资料、打电话等方式，多渠道、多
角度了解七位抗疫英雄的事迹。

寻访小分队队员范寅瑞甘当向导，
当晚就制作了一份手绘地图，设计了从
学校到人民医院的三条路线，并进行了
细致的分析。刘天一通过视频连线，采
访了周晓兰医师，并对采访资料进行了
整理，体会深刻。倪梦洁和曹群阿姨取
得了联系，曹群阿姨给她讲解了一些防
护服的细节，她感觉阿姨是个非常幽默
风趣的人，很喜欢。沈启迪和宣东亚阿
姨联络好，利用周五下午的寻访小分队
的会议时间，和其他的寻访员一起视频
连线宣东亚阿姨。张管书羽、邱子郡、
瞿野等从网络、报纸上了解“英雄”事

迹。范寅瑞、马周等通过父母的描述，
感受医护人员的光辉形象。

在第二次的寻访小分队会议上，大
队长和大队辅导员一起组织队员交流、
分享自己了解的医护人员的故事。大
家集思广益、智慧碰撞，内心深处萌发
出一种无以言状的激动。他们已经做
好个人防护，准备好寻访“宝典”，准备
第二天徒步前往区人民医院寻访。可
经与区疾病防控中心联系，在当时的情
况下，从安全的角度出发，不建议孩子
们前往人民医院。走出校园、深入社会
固然充满了吸引力，当前面临困难，寻
访员们立即调整方案，改为线上采访。

音频连线，二度寻访

视频连线，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从
整体上把握对采访对象的了解，让“英
雄情怀”润物无声地融入队员心里去
呢？辅导员鼓励队员们筛选最想了解
的问题。

4 月 24 日下午，大家带着“小问
号”，开始了线上采访。

问题1：阿姨，你们在武汉的工作
时间是怎么安排的？

问题2：阿姨，当您遇到确诊病人
时，您的心情是怎样的？

问题3：阿姨，您作为医护人员，您
应该知道，这次新冠病毒传播性极强。
您不害怕吗？

问题4：武汉那么危险，阿姨，是什
么让你有如此坚定的决心奔赴武汉？

通过线上采访，寻访员们知道了什
么叫责任，什么叫担当。这一次寻访，
他们强化了对英雄的认识，受到了精神
的洗礼。医护人员的事迹感动着大家，
队员们决定把心目中的英雄请到蕊春
园，对话他们“逆行故事”中的点点滴
滴。通过寻访，一步步接近“英雄”的核
心要义。

英雄到来，三度寻访

4月29日，通州区实验小学“寻访
抗疫英雄，致敬时代先锋”系列活动进
入校园现场寻访环节。通州区团委书
记钱亮、区人民医院护理部主任瞿邱
炜、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王笑梅
以及优秀少先队员代表一起参加了此
次活动。

活动开始，一部短片《谁是英雄》将
前期寻访活动的过程一一展现。

活动中，六位援鄂医护人员跟队
员们分享了抗疫期间的经历。朴素的
话语勾勒出光华灿灿的高贵心灵。队
员们眼噙热泪，仿佛和抗疫英雄们一
起经历紧张又充实，艰辛又温暖的战
疫。“尽职”“无私”“无畏”不再是空洞
的词语，变成温暖的故事，直击心灵的
话语和动人的细节。这些汇聚在一
起，让队员们领悟到中国脊梁的真正
含义。

实小老师将抗疫英雄的事迹写成
诗歌，师生代表将满腔的敬意化作深
情的朗诵，献给凯旋的抗疫英雄。随
后，队员们将对英雄的崇敬化作翰
墨，刻上板鹞，印进画册，装满蓝印小
包，送给天使，留作纪念。王笑梅校
长还为即将入学的医护人员子女精心
挑选了入学礼，并跟她聊起了蕊春园
的故事。

活动最后，校长姨妈深情寄语，勉
励队员把美好的种子埋在心里，成长为
心有大爱，肩担大任，向上向美的共产
主义接班人，每个人都努力成为自己的
英雄！

在王笑梅校长的带领下，援鄂英雄
以及参加活动的少先队员代表们一起
朗诵诗歌《英雄》，将英雄的精神牢记心
间，照亮未来的星空。

梳理成果，价值导向

红领巾寻访活动只有趋于情感
化、行动化，思想政治引导才能更贴近
少先队员。活动结束后，红领巾寻访
员们内心难以平静，感动于抗疫英雄
的无私无畏，感动于人间大爱的温暖
真诚！在英雄事迹与抗疫精神的勉励
下，孩子们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对英雄
的崇敬。

一次寻访，让队员们了解了英雄背
后的不易，了解了援鄂医护人员们的工
作常态，也了解了他们工作生活的细
节。我们也相信，在这个过程中，队员
们一定明白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坚定
了长大做先锋的决心，进一步明晰了什
么才是最值得崇拜的英雄，一定会努力
成长为有责任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他
们已经决定，要将寻访体验和收获进行
推广，帮助更多队员了解寻访对象和寻
访意义，他们以行动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

精心设计的红领巾寻访活动抓住
疫情中的教育契机，让孩子看到坚强有
力的领导核心、实实在在的中国力量、
果断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及彰显着人性
光辉的勇敢、坚韧、善良，升华爱国感
情，厚植爱国情怀。

通州区实验小学开展红领巾寻访活动

致敬时代先锋，厚植爱国情怀

【新时代思政课程建设的南通实践】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会成为一
种危机，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影响。
但危机并非一无是处，德国教育人类学
家博尔诺夫曾指出：“这些事件具有重
要的积极作用。它包括有威胁生命的
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
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
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
遭遇等。”对教育者而言，需要我们“危”
中见“机”，善于利用这些突发的、充满
不确定性、超越预设游离于规划之外的

“即时情境”，开掘其独特的教育价值，
开发相应的课程资源，创造性地加以实
施，以收到超乎寻常的教育效果，让教
育引领生活。

有效发挥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育价

值，需要以课程为载体，做好课程开发
与经验建构。

在课程开发上，要立足学段，注意
所处大中小幼的阶段特征，开发符合学
段水平的课程内容。在开发路径上，
可因地制宜，或学校开发校本课程，或
教师开发班本课程。无论哪种方式，
从价值取向和内容建设上，都要回到
核心价值，聚焦核心素养，突出教育重
点，至少应在以下几个领域着力确立
教育目标：一是人性教育，培植健康人
性，引导学生感受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追求高尚生存。二是公民教育，培植
公民责任意识，引导理性公共参与，共
助优质公共治理。三是科学教育，引
导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和技能，培植科

学精神，拥抱真理。
在课程开发时，要注意从多个维度

确定课程内容，以便发挥全员育人作
用，保障学生在与课程的相遇中建构丰
富的人生经验。在经验建构上，要坚持
五育并举、学科协同的课程实施原则。
本次是公共卫生事件，具有相当的专业
性，在教学时，涉及防控卫生知识与技
能的课程内容，可以邀请家长中的医务
工作者志愿进课堂，以专业部门发布的
防疫指南等为蓝本，增强科学性和宣传
效果。而其他内容，更要注重在综合实
践活动中建构经验。

用好“即时情境”，开发并实施课
程，是重视情境教育的具体化。关注

“即时情境”中的课程资源，加以开发

利用，沟通了学校教育教学和当下现
实社会生活的联系，使课程更具现场
化、更富针对性。当下的社会氛围、
学校师生的关注焦点和精神状态等，
带给课程实施鲜活的气息，师生置身
于这样真实的情境之中，教学的目
标、内容、心向、情绪等要素高度统
一，有机交融，教育的“时、效、度”更
易于达成。

“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
生”。学校和教师应当敏锐抓住“即时
情境”的教育契机，开发合宜课程，精心
实施，生成丰富的课程经验，为学生的
生命奠基。

·刘卫锋·

寻访员倪梦洁：六名我们身边的白

衣天使，是逆行的英雄，是凯旋的勇士。

聆听他们讲述的一个个故事、一个个细

节，我的眼角忍不住泛起泪花。一举一动

都是暖，一心一意为国安，他们在我小小

的心田播下了理想的种子、信念的种子。

我的爸爸和他们一样，也是一名基

层医务工作者。在疫情发展最严峻时，

他也选择了毫不犹豫主动报名。他们，

都是一群平凡的人，可他们都有家国情

怀，都有使命担当，他们都是夜空中闪耀

的星子。

从此，他们就是我的偶像，长大后，

我要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寻访员邱子珺：在这次寻访活动中，

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英雄们讲述自己在武

汉一线工作的那些场景和细节。

每天工作12小时，逢到夜班时整夜

都无法休息。戴着手套，穿着层层的防

护服，戴着厚厚的护目镜，还能将针尖准

确地扎入病人的静脉，这需要的不仅仅

是高明的技术，一定还有深深的责任感

和爱啊！一去就是一个半月，不能和家

人见面，脸上被口罩还有护目镜勒出了

深深的印痕，还要冒着被病毒感染的危

险，但是他们的回忆里没有孤独和抱怨，

满满的都是温暖和感动，就如同超级英

雄拯救人类那样，从不在乎自己的苦和

难，只要见到人间平安就是他们最幸福

的事情。

这次寻访活动让我深深地感受到英

雄也是平凡人，但是他们用不凡的气概

拯救了许多人；英雄也是父母、儿女，但

是他们舍小家为大家，这种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

此时此刻，我知道了什么是责任和

担当：那就是肩上扛着的希望，就是明知

前方有危险也要逆行去完成的使命，就

是成为国家的顶梁柱，用自己的身躯去

保卫比自己弱小的人们。

寻访员刘天一：红领巾寻访，寻的是

事迹，访的是英雄；寻的是答案，访的是

问题。通过这次寻访，我感受到他们传

达出的无畏、爱国、奉献、团结的美好品

质，我们要不断学习抗疫英雄们无私奉

献、吃苦耐劳、克服困难的精神。愿新型

冠状病毒带来的一切都成为一场考验、

见证、激励，让未来的我们反省不足、长

足经验、更加强大。愿这一遭劫难，再无

重演；愿祖国从此，再度昂扬，生生不

息。亲爱的祖国，等我们长大，请把火炬

交到我们手上！

寻访员杨钱璟：我第一次这样近距

离地和援鄂勇士们交流，感慨很多。在

学校的英雄主题学习中，援鄂天使在我

心中是一个伟岸的身影。他们穿着一样

的衣服在忙碌着，就像超人一样，有超常

的毅力和勇气。今天，我看见了，他们是

普通人，却可以做那么伟大的事。他们

也会累，却能够一直坚持着。他们也有

牵挂的家人，却可以为陌生的病人付出

所有心血。现在我明白了，只要有坚定

的信念，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超人。只

有无私的精神，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

雄。我会将今天的收获牢牢记在心底，

用自己的行动向英雄们致敬。

【少先队员寻访心得选摘】

【视点】

把握情境课程的“时、效、度”

援鄂天使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