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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大牛”我就是“小牛”

今年被评为“济南最美教师”
的李晓康是济南燕翔小学的一位
老师，但在网上，李晓康的昵称

“小牛老师”更有名。她针对学生
和家长在学习、心理等方面产生
的问题，用业余时间开设公益微
课——— 开心益课，免费为学生和
家长读名著、教衔接课，并讨论家
庭教育的重要性。此次同学们见
到“小牛老师”的“真面目”，纷纷
化身为“小迷弟”“小迷妹”。

李晓康首先回答了同学们提
出的问题。她表示，上学时最难忘
的事情是学习系红领巾，“我在1992
年加入少先队，我是第一批入队的，
感觉特别光荣，老师教敬队礼的
时候，我学得特别认真，到现在敬
礼的姿势也特别标准。”对于同学
们提到的公益网课的问题，李晓
康也一一作了回答，“我叫‘小牛
老师’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一句话，

‘俯首甘为孺子牛’，他是大牛，那

我就叫‘小牛’。”
“我听说你们还要寻访老照片、

老物件，我特意把它带来给你们
看。”李晓康拿出一本相册，指着其
中一张说，“这是六一儿童节献词的
时候拍的，我旁边这个小男
孩是我的同班同学，
他后来成了一名
画家，现在定居
在意大利。还
有这张，是
三 年 级 时
去 陆 军 学
院 军 训 的
照片，当时
觉得真累。”

说着李
晓康又拿出一
本《当代小学生》
杂志，介绍道：“我
在杂志上发过一篇《我
哭了》的文章，当时我参加声乐比
赛正好赶上发烧，勉强上了台发挥
得很差，得了个三等奖，特别不高兴

就哭了，又气又恼地写了一篇作文
控诉，没想到被杂志社看上登了出
来。”

业余时间都投入到益课中

和同学们聊老照片聊得开
心，但面对刚开始办网课

时的困难，李晓康却
没有多讲，只是跟
同学们说：“刚开
始的时候一定
会遇到很多困
难，不过只要
用心克服，一
定能想到解决
的 办 法 。”其
实，为了上好每

一堂课，李晓康
几乎投入了所有的

业余时间，工作到凌
晨更是家常便饭。

李晓康跟记者坦言，“这几年
回家看父母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周末也回不去，有时候我妈打电

话问我‘女儿这周能回来吗’，我
说回不去，心里其实很难受，有次
我妈妈生病去医院也没告诉我，
怕影响我的工作。”

很多人都不理解李晓康的行
为，但李晓康表示，开心益课必须
办下去。

谈到创建开心益课的初衷，
李晓康说，燕翔小学的孩子大部
分是进城务工子女，很多父母觉
得孩子吃穿不缺就可以了，家庭
教育严重缺失，“曾经有个机构来
做心理辅导测试，说不少孩子都
因为家庭原因导致了心理问题，
我当时就意识到只教文化课肯定
是不行了。现在孩子还小，问题可
能不是很严重，但到一定年龄就
会影响他们的发展，于是我就开
了这样一个免费网课，不仅给学
生上，更重要的是教会家长。”

目前开心益课已经有了103
万听众，除了“家长益课”和“晚安
益读”这两个人气很高的专栏，

“益师优课”也是开心益课的主打

专栏，由来自山东各大中小学爱
心老师和爱心机构组成的讲师团
队，为学生们讲历史、绘画，甚至
还有体育。

“教体育的叶子老师在课堂
上拍照片，放小视频，教大家练习
体育项目的技巧，比如怎样投掷
会更远，连续跳绳的秘密等，避免
了学生在家运动可能会受伤。”李
晓康说，“我们挑选的都是一线老
师，有些地方教育资源不平衡，正
好通过这种方式，弥补了学生这
方面的劣势。”李晓康笑着告诉记
者，“以前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我
有了一个爱心公益团队，不再是
一个人的战斗了。”

不过在上课过程中，李晓康
也发现了一个新问题，“本意是想
让缺乏家庭教育的孩子学，不过
我发现，大多数听课的还是有优
质资源的学生，他们会越学越好。
所以我必须得坚持把这个网课做
下去，慢慢推开，让更多的孩子看
到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

“小牛老师”和她的

“开心益课”
□记者 刘晓旭

“老师在上学的时候，你最难忘的事情是什么？”
“一开始办网课的时候遇到的困难，你是怎么克服的呢？”
“你是怎么想到要创办公益课堂呢？”
“为什么你的昵称要叫小牛老师？”
1月29日，济南市东方双语实验学校四年级七班的5位同学在

百花洲民俗馆内开展“寻找少先队员”实践活动，寻访老队员、老
物件和老故事，李晓康作为被寻访的少先队员，跟同学们讲述了
她的故事。

寒假到来，不少中小学又开
展起研学旅行活动。

自2016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
门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的意见》以来，研学旅行
在全国迅速开展起来。我省是全
国各省市中对研学发展最为积极
的省份之一，2017年7月，山东省
教育厅等12部门联合印发方案，
规定各地中小学每学年安排集体
研学旅行不少于两次。教育部在
2017年评选的14家综合实践营地
中，山东省就占了2家。

面对迅速壮大、热热闹闹的
研学旅行，身处其中的学生和家
长的体验究竟如何？日前,笔者通过
发放调查问卷、个别采访的形式做
了调查分析。本次调查面向山东省
六所中学的高中一、二的学生及家
长，共回收有效问卷300份。其中高
中生问卷196份，家长问卷104份。

(一)学生和家长对研学旅行
持支持的态度，更信赖和倾向于
参加学校组织的研学旅行。

在调查中，78 . 33%的学生和
家长都认为“研学旅行是课内学
习的有益补充，建议以后增加这
方面的活动”。很多同学表示，研
学旅行是开启通往更广阔学习空
间的途径。他们希望通过“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得到更多的知识，
收获更丰富的人生。

此外，81 . 11%的家长和同学
表示自己更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
研学旅行，而对于旅行社组织的
研 学 旅 行 参 与 意 愿 最 低 ，为

18 . 33%。
(二)学生和家长普遍认为当

前研学旅行中缺少实质性的教育
内涵和价值，存在学生的自主性
和学校等研学组织机构的引导性
不足等问题。

在“您认为当前研学旅行中
存在的不良现象”的7个选择项
中，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仅仅
停留在‘走马观花’层面，缺乏实
质 性 的 教 育 内 涵 和 价 值 ”占
74 . 44%，“研学旅行基地、组织机
构参差不齐”占63 . 89%，“商业性
过强，旅游资源过多，教育资源参
与不够”占42 . 22%。这些数据反映
出学生和家长对当前研学旅行中

“研学”部分不足的意见。
此外，调查数据也显示出在

研学旅行的过程中，学生对于如
何研学准备不足，主动性较差。只
有36 . 11%的学生主动进行了研学
路线的了解和研学内容的学习，根
据自己的兴趣点做了规划。另有
38.89%的同学根据组织机构的要求
进行了一些了解，还有25%的同学没
有做任何准备。此外，只有44.44%的
研学旅行组织要求学生提交研学成
果展示，最终，只有25%对学生提
交的研学成果进行了反馈。

(三)学生和家长希望研学旅
行的“研”能和学校中的“学”更好
地融合在一起，动员社会各界力
量，建立起对较为成熟的学旅行
组织和实施体系。

在“对未来研学旅行活动的
希望”中，50%被调查者选择“既与

学校教学内容有所衔接，又能最
大程度拓展学科知识”，28 . 9%的
选择“组织团队中有从事教育行
业、熟悉目的地教育情况的老
师”，表现出将“研”和“学”更好地
组合在一起的希望。

此外，很多家长和学生希望社
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到研学旅行组
织中来，尤其希望媒体加大对研学
旅行的相关报道和监督，77%的学生
和家长认为媒体等社会力量对研学
旅游的关注度“欠缺，需要加强”或
者“有一定关注，但是需要加大力
度”。在关注内容上，排在前三位的
分别是：看到“对一些研学旅游地方
的介绍和推荐”的62 .78%，“对当下
研学旅游做得好的学校的介绍”
52 . 78%，“对研学旅游存在的问题
的批评和建议”51 . 11%。

研学旅行是我国实施素质教
育的一个新生事物，它的价值在
于让青少年与同龄人一起走出单
纯的书本学习和封闭性学习，接
触广阔的社会和世界，培养自主
学习和社会生存的能力。总体来
看，我省的研学旅行已经起步，并
且受到各方的欢迎，存在很大的
发展空间。把研学旅行办好，需要
学校、社会和学生家长的一致努
力。对于当前存在的教育资源缺
位、商业化、形式化等不好的倾
向，必须及时纠正并引导其回归
到发展中小学生综合素质，实现
育人目标的正确方向上来。

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二14班
赵静好

研学旅行 学不足游有余
近八成学生欢迎研学旅行，七成希望增加教育内涵

握笔姿势也能导致近视？
汇贤小学同学参观学习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心

□记者 刘晓旭

乒乓球和眼睛哪个更大？
错误的握笔姿势也会造成孩子
近视吗？在手机和平板电脑广
泛应用于学习的今天，怎样才
能更好地预防近视？27日下午，
济南市汇贤小学的部分同学到
山东省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中
心(省中医附属眼科医院)学习
近视预防方面的相关知识。

学生们在医生的安排下先
听了一场关于近视的讲座。讲
座上，医生向同学们介绍了眼
睛的组成、近视的成因和分类，
并提问了同学们预防近视的方
法，几乎每位同学都举手发言，
表达自己的想法，得到了现场
医生的表扬和小礼物。“我在家
的时候总是玩平板，有时上床
睡觉之前还要看一会儿书。”一

年级四班的韩金研说，“刚才医
生说看一会书可以，不能太长
时间，以后我会改正。”

讲座结束后，同学们分成4
个小组跟着医生分别体验不同
的项目，比如眼镜制作、双面
镜、3D训练等，尤其是3D训练项
目，受到了最多同学的喜爱。同
学们戴着3D眼镜，坐在凳子上
观看屏幕里的图像变化，有几
位同学甚至直接伸手想要抓住
屏幕上显示的蝴蝶。最后，同学
们做了专业检测。

“没想到握笔姿势不正确，
也会导致孩子近视。”三年级三
班王一民的爸爸表示，本来有两
个外出学习项目可以选择，他给
孩子选择了来山东省青少年视
力低下防治中心学习预防近视，

“这个更有实际意义，能够真真
切切地帮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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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医生生给给同同学学们们讲讲解解眼眼视视光光知知识识。。 记记者者 刘刘晓晓旭旭 摄摄

李李晓晓康康给给同同学学们们讲讲自自己己的的少少先先队队故故事事。。 记记者者 刘刘晓晓旭旭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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