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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桂香

印象里，小时候的中秋节总
是在农忙的秋收时节。大家在田
地里忙碌了一天，看橘红色的月
亮从东天升起，才开始踏上回家
的路。全家动手做一顿可口的饭
菜，然后围坐在一起吃月饼，月
饼吃完了，就一起吃母亲烙的糖
火烧。

第一次在外过中秋，是大
一。开学要军训一个月，三周雷
厉风行的军队生活，大家都对即即
将将集体度度过的中秋节充满期待。

下午的军训早早结束了，系
里通知，家近的同学可以回家，
留下的晚上和教官一起开中秋
晚会，还给每位同学发了一斤月
饼。一向注重军容军姿细节的教
官，破例允许大家穿便装到教
室。尽管都已经被晒得得黝黑，大
家还是兴致极高地跑回宿舍盛
装打扮。家在当地的曹洪更是兴

奋，回家拿来好几套衣服，“事事
四五通”，还把自己的口红给宿
舍里的八个姐妹涂了个遍。

当霓虹灯闪烁起来的时候，
街上响起了一串串鞭炮。习惯了
家乡宁谧的月下中秋，我心里满
是新奇。

期待已久的晚会终于在一
片此起彼伏的拉歌喊声里开始
了，教室里虽然没有张灯结彩，
但黑板上巨大的粉笔彩字“欢度
中秋”，和课桌上的月饼、大家凑
钱买的零食以及许久没有的喧
闹，已经令气氛足够隆重。

先是集体唱军歌，然后是文
艺骨干的表演，最后，密谋已久
的班委突然带领大家一起高喊

“教官来一个！教官来一个……”
平时严厉得难见笑脸的两位教
官走上了讲台。

那个年纪大的张连长很契
合气氛地唱了一首歌。然后，与
我们同龄的刘排长，在大家的哄
闹声里，唱起了《想家的时候》，
唱到“想家的时候——— 更想为家
做点事——— ”，他突然就哽咽了，
大家的哄哄笑笑声变成了起伏的掌
声……歌实在唱不下去了，连长
出来打圆场：“今晚，家在本地的
曹洪同学主动放弃了与家人团
聚的机会，留在这里和同学们一
起共度中秋佳节，感谢她！”得到
意外的惊喜，曹洪高兴得手舞足
蹈，舍友们也纷纷挥手向她表示
祝贺。

第二次在外过中秋节，是工
作的第一年。我被分配到了边远

的山区高中。那里离家可真远
啊！坐车也很不方便，中间需要
在另一个乡镇上换车，总要提前
半天去坐车，才不至于耽误第二
天的课。

中秋节，一夜一天的假。看
学生的自行车流水一样淌出了
学校大门，家近的老师都走了，
家属院里的老师也陆续走了，新
来 的 同 事 ，有 摩 托 车 的 也 走
了……最后，只剩下了我和家更
远的小谢。

我们相约一起去爬学校前
面的大山。爬山回来，小谢的准
男友来了，只剩下了我自己。

硕大的月亮，从东面的山头
爬了上来。我独自坐在村子东头
的小桥上，脚浸泡在略带寒意的
河水里，村子上空升起了袅袅的
炊烟，农家院里传出一阵阵欢声
笑语……

山村的街道上，没有路灯。
听自己的鞋跟儿扣在青石板的
路上，咔咔地响，声音传得很
远……天上的星星闪闪的，像朦
胧的泪眼。我突然想起排长没唱
完的那首歌，和他的哽咽，想起
母亲烙的糖火烧……第一次觉
得，中秋节，真得应该是个团圆
的日子。

又一个中秋节即将来临，该
放下笔，为家人做些节日的准备
了。准备一桌丰盛的饭菜，几种
口味的月饼、饮料，听老人家长
里短地絮叨，看孩子们吵吵闹
闹，挑三拣四地满足自己的口
味。团圆，就是在温情里放纵吧。

传承和发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让学生从书本中
走出来，真正走进中国的传统文化，让每
一位学生在陶艺实践中体味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在陶艺实践中学会感恩……
通过最接地气的泥土制作让学生们真正
接触自然、接触传统，切实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精神，促进素质
教育和创新教育的全面发展，青州市益
都街道东高小学与“忆艺坊”合作，共同
创建了益都街道东高小学素质拓展陶艺
手工教育基地。

传统文化的灌输、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认知要从娃娃抓起，因此学校选择
一年级的学生开始培养，用三年的时间
让学生们充分了解陶艺，从最初的了解
泥性为起点到逐渐接触拉胚、上釉等复
杂的陶艺学习。

2016 年 11 月，益都街道东高小学一
年级的学生开始了他们神奇的陶艺之
旅，同时也为学校挖掘了一片新天地。条
件的艰苦、场地的限制并未阻挡学生们
学习陶艺的热情。在学校老师的耐心指
导下，从基本功“擀泥皮”、“搓泥条”、“堆
泥块”开始学起，带着兴趣、带着童真、带
着感恩，一步一步走进神秘的陶艺世界。

陶艺课每周两节，开设在每周一下
午，每次活动在1小时以上。在专业老师
的指导下，学生们的灵感迸发，运用手中
的陶泥，通过捏、揉、拍、挤等技法，经过
切泥、捏泥到上色等制陶程序，一件件作
品栩栩如生。

为了让学生们更快体验到陶艺乐
趣，学校从简单、易操作的泥杯开始学
习，把擀好的长方形泥皮卷起，再用切好
的圆泥皮当杯子底，最后用搓的一根泥
条做杯子把。这样一个简单的泥杯就展
现在面前。学生们仔细端详着自己亲手
制作的第一件陶艺作品，爱不释手，脸上

绽放着自豪的笑容。
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夯实基本功，

学生们用“盘泥条”的方法制作了各具特
色的笔筒，用“擀泥皮”、“搓泥条”的方法
再加上自己独特的想象制作了别具匠心
的相框。此外还制作了钟表、花盆等简
单、易操作的陶艺作品。

经过半个学期努力，一年级的学生
已经有了扎实的基本功，在此基础上，开
设了陶艺专题课“神奇的海底世界”，学
生们用一双双巧手唤醒了沉睡的泥巴，
在老师的指导下，在近两个小时的专心
制作下，章鱼、水草、海星、海底石、海
马 . . . . . .跃然跳跃在我们面前，仿佛置身于
多姿多彩的海底世界。

在校长“爱”的教育理念的感染下，
“让爱浸润身边的每一个人”成为我们学
校的办学宗旨。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对
孩子的物质关爱不断增长，却忽视了对
孩子精神上的慰藉，为增进学生与家长
之间的感情，学校组织开展了一场大型

“亲子陶艺实践课”，一年级的学生与家
长一起制作陶艺———“家”。大手握着小
手一起制作，一起和泥、一起上色……在
制作“家”的过程中，孩子与父母交流着
感情，在场景的感染下，学生与家长相处
的其乐融融，幸福的泪水、愧疚的泪花或
含在眼中或串成两条线酣畅的留下……
陶艺课也是亲子教育课，可以提升孩子
的社会修养和情感性格，亲子教育让孩
子与家长共同成长。

2017年5月，为了宣传“非遗”东高小
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古街进行陶艺现场制
作，很好地宣传了非遗文化。

从 2017 年 3 月开始，陶艺课开始在
全校推开，每天一个年级，利用下午的
课外活动时间，各年级的学生在多功能
教室开始探索陶艺。可以自己自由想象
进行创作，没有条件的限制，学生们天
马行空，将潜意识里的想象力充分激
发。学校挑选部分优秀作品展示在全校
师生面前。

在今年毕业生典礼上，校长送给每
一位六年级的毕业生一个“金饭碗”，寓
意让学生们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都能拥
有属于自己的“金饭碗”。这65个“金饭
碗”是校长和老师们用了整整一个月的
时间“偷偷”做好的。这个创意来源于校
长吃饭时候的灵感：有了“饭碗”今后的
路才能走的更远。问题来了，用什么来做
碗才能更有意义呢？用泥！用最接地气的
泥土，用培育粮食的泥土，用六年级学生
刚刚接触的陶泥！通过此举，提醒学生们
无论在何时都要怀揣着一颗感恩的心。

感恩学校、感恩老师、感恩家长、感
恩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这样，在
毕业时每个学生都有了自己的“金饭
碗”。校长表示，他会将这个“礼物”继续
送下去，把这份心意继续传下去。

学校陶艺课的做法、想法被越来越
多的学校、老师、家长知晓，随着宣传力
度的加大，陶艺课引起了各界领导的重
视，青州市教育局领导来到学校进行观
摩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在今年5月青州市
的“创客”活动中，学校有了属于自己的
一席之地，展示的作品得到了各级领导
的充分肯定。

在今年9月的青州市图书馆创客展
示中，东高小学作为青州市唯一的一所
农村小学参与了此次活动，部分优秀学
生现场制作“农田卫生——— 猫头鹰”。各
级领导观看后对陶艺作品展示给予了高
度赞扬。

怀揣儿时的梦想，在把玩泥土中，获
得那份未曾遗失的童真，这是陶艺最吸
引人的地方。在实践中、快乐中认识。学
习，这符合陶行知先生“教学做”合一的
思想。

未来在路上。东高小学将继续探索
不曾停歇。学校会一如既往地努力，一如
既往地坚持。让传统文化在这里继续发
光发热。 牟恒水

又是中秋
┬张素臻

立秋过后，沉闷的空气陡
然清爽起来，天高了许多，蓝
了许多。秋风凉爽，送来一股
股果实的清香。秋天带着丰
收、带着喜悦来到了身边。

喜欢秋天，喜欢它的美丽
风姿，喜欢它的迷人神韵。喜
欢它碧蓝的天空，皎洁的圆
月；金黄的大豆，通红的高粱；
丰收的笑脸，收获的喜悦……
裹着一路菊香，踩着满径芬
芳，秋天来了。

鸿雁南归，在高远澄净的
天际，或勾股、或一字。湖面残
荷点点，成熟的莲蓬从夏日的
梦中醒来，高傲地挺立着。路
边的月季仍然吐着芳香，在
渐冷的秋风里延续着青春的
美丽。谁家的桂花开了？一阵
阵馨香浓烈馥郁，叫人挪不
动脚步。

寒露过后，秋意渐浓，阳
光照着枯黄的野草，倦倦的，
平添了几分寒意。秋风渐渐大
了，金色的凋叶，幻似飞舞的
蝴蝶，装点着清凉的早晨。菊
花迎着秋风恣意怒放，笑着、
闹着，舞动着绚丽的花瓣，有
的似玉指纤纤，有的像绿波荡
漾，仪态万方，各展风采，热热
闹闹打扮着秋天。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

染”，这是伟人眼里的秋天。红
叶是最浓最美的秋色。请看红
叶谷那一眼望不到边的红叶，
像从天而降的彩霞，红彤彤一
片，灼灼耀眼。秋风吹拂，片片
红叶摇曳枝头，恰似跳动的火
焰，映红了山，映红了天。难怪
唐朝诗人杜牧有“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千
古绝句了。

群山在春天里绿得娇羞，
在夏天里绿得酣畅，可在秋
天，柿子树悬挂万盏红灯笼，
山楂树捧出一簇簇红果实，枫
树擎起一枚枚火炬。火热的色
彩点燃了生命，点燃了秋天，
叠金流丹，神奇的美景是大自
然送给人类的礼物！

秋天是灿烂的、热烈的、
饱满的。离秋最远的季节是春
了，可也派来了使者。瞧，在春
天里播下的种子，秋天里已是
硕果累累。沉甸甸的金穗、黄
澄澄的玉米，神州大地五谷丰
登，都在向人们尽情炫耀着、
炫耀着……

秋天，是美丽可爱的季
节，兼容四季，又个性鲜明，深
沉中透露着成熟，清凉里洋溢
着热情。秋天是成熟收获的季
节，丰收是金色的，喜悦更是
金色的。每一个秋天，都为喜
欢它的人们奉献一份最美好、
最真实的礼物！秋天是美丽
的，是成熟的，最富有诗情画
意！我喜欢秋天，赞美秋天，祝
福秋天……

喜欢秋

小小学学生生展展示示各各自自手手工工创创作作完完成成的的陶陶艺艺作作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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