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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华区首发研学旅行版图
7大博物馆课程即将上线

一年多，2800个学生娃回收垃圾46吨！
这个学校开信息化垃圾回收先河

纪录片中，二年级四班的课堂上，
“今天又是我们相约星期二的日子，我
们要——（奶声奶气的答）：回收垃
圾！”对于大多数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来
说，整理垃圾，都是大人的事，跟自己
无关，但在川师附小则不一样，每个孩
子都知道这是自己的事。

嘀嘀嘀……在送走数个鼓鼓囊囊
的垃圾分类袋之后，班主任肖鲜的手机
上收到了一条小程序推送：2013届五班
本周收益3.32元（其中书报2.04kg，1.55
元，PET瓶0.21kg，0.57元，综合纸2.04kg，
1.18元……）。这是自2017年9月开始，每
周二都会在川师附小出现的一幕。学校
63个班，都有各自的“环保账户”，既有
垃圾回收的现金价值，也有环保价值。

奥北环保的网页上，川师附小一
直排在第一位。一年零四个月，学校共
投递可回收垃圾46吨，现金收益约4万
7千元，相当于减少砍伐大树700余棵，
节省石油约60吨，减少碳排放约75吨，
节约土地约165m3，这样的回收量相当
于5.6万家庭9年的回收量。学校2800
个孩子都功不可没。

“卫生纸不能回收，因为它是
水溶性的，瓦楞纸是可以回收的，
饮料瓶要清洗，去掉残渣，晾干。瓶
盖和瓶身要分开来，瓶身的标签最
好撕下来，因为它里面有一些油墨
是有害物质……”从济南转学到川
师附小的五年级五班敬臣珂在一
年前完全没有垃圾分类常识，现在
已经从环保“小白”升级为“环保达
人”，敬臣珂的热情也影响了妈妈：
拆完快递盒子、饮用水喝完后会自
觉把塑料瓶踩扁，装进一个预先准
备好的袋子里，方便女儿每周二早

上拎去学校，有时垃圾储备得多
了，她还会用超市买菜的滚轮车帮
忙送去学校。

敬臣珂所在的班级，是影响学校
开启这个项目的重要因素，这其中有
个有趣的故事：2016年6·1节前夕的
班会课上，当时还是三年级五班的孩
子们想出了一个点子——买东西不
要钱，要垃圾！三年级五班也因此被
戏称为“最土豪的班”：一台秤垃圾，
一斤换橡皮擦，两斤换玩具，三斤换
课外书……仅仅一天孩子们收集了
400公斤可回收垃圾。然而这400公斤

处理起来却是个难题，彼时，学校还
没有“星期二行动”，吴济嫒和几个同
学一起，把这些垃圾分批，搬运到小
区进行回收。孩子们繁琐又耐心地处
理，让学校也开始关注这件事情！

现在附小有了很多像敬臣珂一
样的孩子。每周二他们总是提着垃
圾坐地铁、挤公交，更有家长“要求
把车开到学校里面”，问什么原因，
打开后备箱，满满一车的可回收垃
圾。环保行动已从学校辐射到家庭、
再辐射到社区，甚至辐射到了学生
家长的单位。

2017年8月，该校校长邱华和副校
长高涛开始主动与垃圾分类公司进行
接触，在确定跟奥北的合作以后，学校
成立了由科学老师汪慧容、语文老师
肖鲜和另5名语文老师组成的环境教
育项目组，开始研发环保教育课程，并
在开学典礼上对全校师生进行动员。

为什么要进行垃圾分类？垃圾最
终都去了哪里？台风褪去海面上的垃
圾、太平洋上的“第八大陆”是怎么来
的……肖老师会结合一些热点时事，
优秀案例，组织校园采访，再剪接成视

频节目，每周四下午以微视频课程的
形式在校园电视台播放，全校学生从
中学到不少环保知识。

与此同时，孩子们的目光锁定了
中午的果皮果核上，2018年初，学校购
置了有机堆肥装置，在校园内开始尝
试有机堆肥和有机种植。一学期之后，
原本贫瘠的土地上硕果累累：番茄、辣
椒挂满枝头、扁豆爬满墙头……

学校还连续举办两届“巧手巧思
环保创意大赛”，2018年主题是“纸的
潜能”，孩子们用废纸做材料，交出

1000多份精美作品。川师附小的环保
行动还走出学校，乃至走出国门：
2018年世界清洁日，五年级六班的家
庭环保志愿者走进成都市青龙湖湿
地公园，冒雨开展活动，以实际行动
号召广大市民参与环境保护；污水处
理厂、奥北分拣厂、再生能源有限公
司都成了孩子们的课堂；甚至组织孩
子们到法国学习垃圾回收的经验。
2019年2月，学校将派出项目组的老
师，去日本学习环境教育，这必将会
给附小的学生们带来更大的收获。

“环境教育作为我校的一个课
程项目，与我们的育人目标‘培养
小学大才’相契合。”校长邱华表
示，希望通过环境教育，教会孩子
与自然友好相处，养成绿色的生活
习惯和关心身边世界的价值观，更
希望孩子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未来我们还希望建立一所‘零废
弃’的学校。”

从2016年投放分类垃圾桶，
却没有回收渠道支撑的困惑，到
与奥北达成合作，每个班级开设

环保账户。学校经过三年的探索，
把“垃圾回收分类”从一项环保公
益活动成为环境教育课程，孩子
们不仅掌握了垃圾分类知识，学
习物有定位和分类管理，更是养
成了绿色生活的习惯，不管在校
园、家里或社会，通过一言一行，
去践行对环境的爱护。副校长高
涛表示，“我们正在绘制垃圾分类
DIY流程图，让孩子们将环保教育
辐射到社区、社会，为青山绿水做
出自己的贡献。”

川师附小的孩子们在日记里写
着，“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我把
爸爸喝啤酒的6个盖子投进了金属
回收箱，我觉得好开心”。

奥北环保的汪剑超说，从事环
保事业多年，川师附小是他遇见第
一个主动花钱做垃圾分类的小学。
袋子10块钱一个可循环用，垃圾投
递没有按规则要扣钱，分类培训、课
程这些都是收费的。“这是一所非常
开放的学校。”学校的成功做法，很
快传播到了更多的学校，甚至还吸
引了大学参观团，到2018年期末，成
都100多所学校加入，星星之火就这

样燎原。
我们国家一年约有2亿吨的城

市生活垃圾，里面至少有三分之一
是可以回收的，“保洁是主力，分类
靠阿姨”已经在缓慢的改变中——

《我们正年轻》中汪剑超说，垃圾分
类回收的主力不应该只是中老年
人，而应该覆盖更年轻的群体，因为
他们才是未来。四川师大附属实验
学校的小学生和老师们走出了一条
路，这是中国垃圾分类回收的星火。
2019年伊始，四川师大附属实验学
校获得2018成都基础教育年度盛典

“志愿服务公益奖”。 （吴筱颖）

“一所主动花钱做垃圾分类的小学”后记

在在20182018年年99月江苏卫视播出月江苏卫视播出
的的《《我们正年轻我们正年轻》》系列微纪录片中系列微纪录片中，，
出现了这样一段珍贵的影像出现了这样一段珍贵的影像：：星期星期
二的早上二的早上，，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
学校学校（（下面简称下面简称：：川师附小川师附小））的校门的校门
口口，，小学生们背着书包小学生们背着书包，，手拎一扎手拎一扎
扎废纸板来上学扎废纸板来上学，，童真的脸庞饱含童真的脸庞饱含
自豪自豪，，他们麻利地压扁塑料瓶他们麻利地压扁塑料瓶、、捆捆
扎硬纸板扎硬纸板，，金属装进自带二维码的金属装进自带二维码的
白色大袋白色大袋，，抬到学校可回收垃圾中抬到学校可回收垃圾中
转站转站，，等待奥北环保的叔叔们等待奥北环保的叔叔们，，把把
垃圾装车运走垃圾装车运走。。

20172017年年99月月1313日日，，作为先行作为先行
者者，，川师附小正式启动了与川师附小正式启动了与““收垃收垃
圾的微软工程师圾的微软工程师””汪剑超所创办汪剑超所创办
的奥北环保的合作的奥北环保的合作，，用信息技术用信息技术
引导垃圾回收引导垃圾回收。。20182018年末年末，，成都成都
已有已有100100多所学校全面启动了生多所学校全面启动了生
活垃圾分类进校园活垃圾分类进校园。。

体验存取款、学习货币知识
让财商教育不再纸上谈兵

成都商报小记者走进银行大
门就被工作人员手中的卡片吸引。

“同学们，这是什么卡片呢？”“银行
卡！”“大家知道具体怎么使用吗？”
听到这个问题，大家的回答五花八
门。原来，不少孩子对如何正确使
用银行卡还存在一定误区。于是，
银行工作员先给小记者们详细介
绍了开卡条件、存取款的相关知
识，随后带着大家走进自助区域，
在实际操作中体验叫号机、开卡
机、ATM机的操作流程。

除了教小记者如何使用自助
机器外，银行工作人员还拿出不同
面值的人民币，为大家讲解货币相

关知识，“100元面额印的是人民大
会堂，50元印的是布达拉宫，20元
印的是桂林漓江……”认识完人民
币之后，银行工作人员还带着小记
者认识了美元、日元、卢布等外币，
并组织大家开展了“小小银行家”
比赛。

跟着小记者们一起走进银行
的家长们纷纷表示，在财商教育方
面，更多只停留在说教层面，教孩
子不要乱花钱，平时带孩子走进银
行，也没有意识到教孩子这些基本
知识。“今天的活动很有意义，既让
孩子学习了货币知识，也锻炼了动
手操作能力。”

假币辨别赛，点钞大作战
在“赚钱”体验中开启财商

参观讲解之后，银行工作人员
还为小记者们组织了包括假币辨
别赛、点钞大作战在内的“小小银
行家”比赛。并且，每个环节都给大
家分配小任务，现场工作人员还根
据每个小朋友的表现给予一定的

“奖金”。
虽然“奖金”只是人民币样的

卡片，并非货真价实的人民币，但
小记者们还是倾尽全力投入比赛。
银行工作人员表示，“之所以会给
孩子们这种虚拟奖金，是想让他们

真切地体验到‘一份付出，一分收
获’，也感受到挣钱的不容易。”

在“小小银行家”比赛过程中，
工作人员还给小记者们出了一道
投资理财题：“如果给你们一笔钱，
你准备怎么花？”大家畅所欲言，纷
纷分享了各自的规划。而让人有点
意外的是，在孩子们的讲述中，有
一项共同的支出——为爸爸妈妈
买礼物。一番询问后，孩子们均表
示，这次的活动让自己知道了爸爸
妈妈赚钱的不容易，所以等自己有
钱了，一定要用自己挣的钱给他们
买礼物，感谢他们的辛苦付出。

实际上，培养财商教育并非一
朝一夕之功，对于如何更好地对孩
子进行财商教育，银行相关负责人
也给到场的家长和小记者分享了
自己观点，“财商教育最重要的一
点，是培养孩子延后享受的理念。
所谓延后享受，就是指延期满足自
己的欲望，以追求自己未来更大的
回报，而这些都要依靠理财投资得
以实现。”

活动最后，银行工作人员根据
孩子们比赛环节中“赚钱”的多少，
评出了优胜，还为大家发放纪念币，
并颁发小小银行家证书。小记者们
表示，体验这场活动之后，自己已经
想好如何支配自己的压岁钱了，就
期盼着春节赶快到来！ （应鑫）

一年零四个月
2800个学生娃投递
可回收垃圾46吨！

AA 相约星期二行动 源于一次“垃圾换礼物”的行动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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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法国垃圾分类

每
周
二
的
日
常
回
收
活
动

假币辨别赛，点钞大作战
在“赚钱”体验中开启财商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的孩子们
走进银行身体力行体验财商教育

现场，成华区与四川科技馆、电子科
大科技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成
都博物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成都动物园、成都拾野自然博物馆签订
了馆校合作协议，这7大场馆将成为成华
区开展研学旅行的首批文博单位。

“它们将与东郊记忆、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等多个沿线旅游景点呼
应，打造具有‘天府成都·文旅成华’特

色的研学旅行线路。”成华区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研学旅行是实践性的
综合活动课程，作为研学旅行基地，博
物馆中蕴含着丰富的教育资源。

为此，成华区组织大批专家学
者和一线教师，形成“研学课题组”，
结合天府文化特色，依托7大博物馆
优势，从古至今的时间轴，从科学、
人文、历史等多维角度挖掘资源，研

制适合成华区中小学孩子的研学旅
游版图。

据了解，目前在该版图中，四川科
技馆、电子科大科技博物馆、成都博物
馆、东郊记忆等点位将可进行免费研
学。同时该区双林小学科技馆、熊猫路
小学的大熊猫主题图书馆、锦官城小
学的“博物馆文化教育基地”也都将免
费向区内学校开放。

为避免走马观花式的简单浏览，
成华区馆校课题研究组设计了以“先
导课程+博物馆研学+成果展示+研学
评估”为核心的系统化研学课程体系，
让孩子们在开始研学前，通过先导课
掌握对应主题的基础知识，带着问题
去展开对天府文化的实地探究，最后
将知识“变现”。

以研学电子科大博物馆为例，课
题组成员介绍，为让小学高段孩子能

探秘电子科大博物馆里的知识，课题
组老师们结合电磁学相关知识，经过
半年研究，最终研制出一套适合孩子
们的研学课程体系，“内容涵盖科学、
电磁学以及动手实际操作等。孩子们
在博物馆里自制电子发报机的画面，
让我记忆犹新，更让我坚定馆校课程
研究的方向。”

另一成功落地的研究个案，是成
都市熊猫路小学研制的“探索熊猫基

地的秘密”主题研学线路。该校校长
张明蓉介绍，针对1~2年级的孩子，设
探险者路线，主要让孩子们学会看地
图；3~4年级的孩子，设置摄影师线
路；5~6年级孩子，则设小导游线路。

“研学课程设置让孩子能从学科知
识、综合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维
度，近距离触摸天府文化中最具代表
性的熊猫文化，真正做到研有所得、
学游所获。”

关于研学旅行，学生的安全是绕
不开的话题，在研学过程中如何确保
孩子安全？成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为了让研学旅行有章可循，“我
们将为‘行走的课堂’制定详细的‘条
条’与‘框框’。”

比如，除了建立相关规定与标准，
成华区正积极构建研学旅行的评价与
反馈机制，在区域内的大学、博物馆、

实验室等多个点位以及精品研学旅行
线路上设立“打卡机”，准确记录学生
进行研学的点位与时间，并直接将其
与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关联，依靠大
数据进行综合考评。

据悉，该区正积极研究《成华区中
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管理办法（试
行）》，并将在调研论证后对研学旅行
的内容形式、安全保障、实施评价等多

个方面制定明确的操作标准。
对此，有专家表示，落实研学旅行

的安全责任，更重要的是它有没有安
全预案，做活动前有没有安全教育，对
这些细节要逐一落实。而“成华区开展
课题研究促进研学旅行科学化，相信
在孩子的安全保障方面会更具象化和
科学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雨欣

研学旅行去哪里？
研学版图发布 涵盖7大博物馆主题

博物馆里学什么？
自制电子发报机 博物馆知识“变现”

安全如何保障？
构建评价反馈机制 设“打卡机”记录研学过程

春节将近春节将近，，对小朋友而对小朋友而
言言，，一大波红包一大波红包、、压岁包已压岁包已
经在路上了经在路上了。。那对即将拥有那对即将拥有
的一大笔的一大笔““财富财富”，”，孩子们将孩子们将
如何支配呢如何支配呢？？这取决于家长这取决于家长
对孩子的财商教育对孩子的财商教育。。民生银民生银
行一直很关注其会员家庭行一直很关注其会员家庭
子 女 财 商 意 识 的 培 养子 女 财 商 意 识 的 培 养 ，，
20062006年起围绕财商教育年起围绕财商教育、、
金融知识普及金融知识普及、、职业技能入职业技能入
门门、、团队意识培养设置课团队意识培养设置课
程程，，打造了小小银行家俱乐打造了小小银行家俱乐
部部。。为了带孩子们身体力行为了带孩子们身体力行
去感受财商教育去感受财商教育，，成都商报成都商报
小记者俱乐部携手民生银小记者俱乐部携手民生银
行小小银行家俱乐部行小小银行家俱乐部，，分别分别
走进了中国民生银行永丰走进了中国民生银行永丰
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骡马支行和中国民生银行骡马
市支行市支行，，跟着银行工作人员跟着银行工作人员
认识货币认识货币，，体验自助取款操体验自助取款操
作流程作流程，，还进行了还进行了““小小银小小银
行家行家””的实践挑战的实践挑战！！

成都商报小记者俱乐部的孩子们走进民生银行进行财商教育

1717日日，，记者从成华区教育局获悉记者从成华区教育局获悉，，该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版图正式发布该区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版图正式发布。。现场现场，，该区与四川科技该区与四川科技
馆馆、、成都博物馆等成都博物馆等77家文博机构签订馆校合作协议家文博机构签订馆校合作协议，，将以省级重点课题将以省级重点课题《《区域馆校课程的构建研究区域馆校课程的构建研究》》
为引领为引领，，打造首批打造首批““可行走的课堂可行走的课堂”。”。

成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成华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标志着该区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正式启动这标志着该区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工作正式启动，，同时这也同时这也
是成都全市首家回应市教育局是成都全市首家回应市教育局《《关于推进研学旅行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研学旅行工作的实施意见》，》，并提出方案与路线图的区县并提出方案与路线图的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