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山区亭林小学的翁杰老师在摄影教
育这片天地里执着坚守三十余年……

用“自制照相机”开始教学，学校摄影教
育从无到有，从弱小到盛大，时至今日成为
学校的特色、亮点、品牌。在此期间，翁老师
不仅向学生传授摄影知识与技术，更让孩子
们学会热爱生活。他指导的学生获国内外各
类摄影奖项 1000多个，团体奖、优秀组织奖
等 100多个。

亭林小学摄影教育从萌芽、成长，到绽
放， 用了近三十五年的时间。 从 2008年至
今，连获“上海市金山区民族文化教育摄影
特色学校”称号，被评为“上海市摄影教育示
范性特色学校”、“中国创造教育基地学校”、

“上海市摄影教育创新实验室”、“上海市金山
区摄影艺术教育特色项目———实验基地”等。

为进一步做强摄影教育，彰显学校摄影特
色，2017年 10月，亭林小学成立翁杰摄影工作
室，旨在通过名师带教一批年轻老师逐渐走进
摄影教育工作；领衔主导摄影创新项目的设计
与开发； 为学校摄影特色教育发展把关把脉；

主导编写、 修改新一轮的校本摄影教材工作；

带动区域摄影教育项目的发展等。

在努力耕耘亭林小学摄影教育的同时，翁
老师还积极推动金山区域摄影教育的发展，让
全区的孩子们学摄影有良师。 他个人的论文、

作品多次获奖，2011年被上海市摄影教学研究
会授予 “上海市摄影教育红烛奖”、2016 年获
“全国佳能感动典藏特别贡献奖”、2018年被评
为上海市“最美教师”典型人物。

翁老师潜心钻研，辛勤笔耕，出版了摄影
教育专著《发现之美》，编写了《摄影与艺术》、

《咔嚓影趣》、《摄影教案集》等校本教材，也参
与主编了《上海市小学摄影教育》、《青少年简
明摄影教程》、《青少年/小记者摄影教程》等
教材。

如今，翁杰退而不休，他为农村学校摄影
教育的那份执着、热情和奉献依旧如故。

翁杰老师指导学生摄影活动

亭林小学摄影长廊

翁杰 在摄影天地硕果累累的小学教师

研优融创 激起区域发展之志
专业建设路，未来不是梦

摄影教育具有独特的综合育人功
能， 亭林小学紧贴学生素养发展中的
“学习做人、学习能力、学习品质、身心
健康”四个维度，通过教学过程中的不
断实践深化，学校摄影课程历经了四次
跃升。

第一次飞跃：从单一社团，到纳入
课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校始建摄影兴
趣社团，由酷爱光影的老师牵头，单纯
热爱拍照的学生逐步加入， 一张张照
片，一幅幅作品，从学生的指尖应运而
生。为了让摄影成为学生素养培育的抓
手，学校总结教学经验，日渐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摄影课程体系。在专业课程设
置上，从学生的年龄差异、认知水平、心
理需求等因素出发，学校编制出了适合
学生实际的摄影校本教材 《摄影与艺
术》， 构建通识和提高两类课程框架体
系。

第二次飞跃：从普通教室，到创新
实验室。

从无到有， 亭林小学并不满足于
此。2013年， 正值金山区第二轮创新实
验室申报，亭林小学以此为契机，通过
创新实验室的申建， 实现了摄影课程的
第二次飞跃。2016年 3月，“摄影创新实
验室”建成并正式投入使用，这给摄影教
学带来了诸多功能， 如讲解示范摄影理
论、室内棚拍、静物拍摄、现场作品分析

与点评、学生自由制作、体验摄影等等，

不一而足。三年来，学生有了参观、学习、

体验、拍摄的场地，创新实验室的建设，

为学生提供了专业学习摄影的舞台。

第三次飞跃：从单科教学，到多学
科融合。

摄影，不仅是一门专业技术，在追
逐光影中，孩子们得到快乐；在发现美
的道路上，孩子们收获喜悦与成就感。实
践探索中，通过“科学规划，制定课程纲
要”、“学科融合， 科研引领发展”、“实践
育人，延展教育时空”三种方法，积极研
究摄影学科与各学科融合的宽度， 让学
校的基础学科教学主动融入摄影元素，

以此全方位地丰富学生精神文化生活，

提高学生艺术素养，培养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亭林小学实现了摄影教育从单
科教学到多学科融合的第三次飞跃。

第四次飞跃：第四次飞跃：从单打
独斗，到团队共研。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为
进一步做强摄影教育， 彰显摄影特色，

两年前学校创建翁杰工作室，以“1+N”

模式组建摄影备课组，以摄影专职教师
为核心，并吸纳语文、美术、自然、体育
等学科教师为工作室成员。工作室和备
课组的成立，打破了单打独斗，形成团
队作战，共学共研。摄影工作室与备课
组既致力于摄影校本课程开发，积极开
展摄影活动，又探索摄影与其他学科融
合的教学研究，设计和开发主题式的跨
学科综合实践活动。

独放不是春，齐放春满园

2018年 9月，在金山区教育局正确领
导下， 在亭林镇镇政府的亲切关怀下，在
社会各界人士与企事业单位的大力支持
下，“金山区学校摄影教育中心”正式落户
亭林小学，以亭林小学为龙头学校，摄影
教育中心服务指导功能涵盖全区幼儿园、

中小学、职业学校的全类别学校，为摄影
教育的区域推进搭建了更广阔的平台。中
心的成立，成功地将金山摄影教育课程建
设、项目拓展、创新开发集于一体，创造性
地孕育出具有金山特色的学校摄影教育
模式，在全国实属首家。

桃李满天下，研优再出发

亭林小学校长张蓓蕾有感于摄影师
爱迪·亚当斯的话语：“一幅摄影作品可以
改变世界。正是通过摄影师的镜头，人们
记住了历史上的人和事。” 流连于摄影作
品展示长廊，张校长娓娓道来：“在我们学
校静谧的长廊里，陈列着的这一件件学生
摄影作品，虽然它们记录下的只是平凡的
人、平凡的生活，但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
静静述说过往时光的镜头，会变得愈发珍
贵。它们让校园弥漫着一股浓厚的艺术气
息、人文情怀。”

诚然，一张张照片背后，是每位学生
通过学习摄影而获得新生的历练过程，

一份份荣誉，更是弥足珍贵、值得铭记。学
校的特色教学是完成学生素养培育的最
佳途径，摄影教育在亭林小学开展三十五
年来， 从兴趣小组到纳入课程、 进入课
堂， 学校始终坚持青少年摄影教学研究
的创新之路，提升学生的审美素养，让学
生在摄影活动中寻找美、 发现美、 创造
美、分享美，继而为社会培养了大量摄影
专业人才。

亭林小学众多的校友中，有一位同学的
名字大家耳熟能详，他就是韩寒。

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小韩寒，就报名参加
了学校摄影兴趣班，他是当时班里最小的一
位学员。每次摄影课开始，他静静地坐在前
排，认真听着老师讲解摄影知识。也许那时的
韩寒不一定能听懂多少， 但他就这样喜欢上
了摄影。在那个年代的亭林小学，韩寒对摄影
有一份执着，一拿起照相机就非常投入，特别
对自己感兴趣的题材，总是细致观察，不断思
考，颇有 “慢工出细活”的工匠精神。

1990年寒假，时仅二年级的韩寒对附近
“爆米花” 小摊的动态情景产生了光影捕捉
的想法。他背上相机，在家长陪护下，耐心地

“守候伏击”。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爆米花罐子
爆响的一刹那，韩寒利索地按下快门，抓住这
一精彩瞬间，成就了一张《过年了》的作品，并
获得上海市青少年摄影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一直以来，韩寒对影像的热爱，与小学时
摄影兴趣小组有着密切关系。韩寒认为，始自
亭小的摄影学习，重要的是让他了解自己的眼
睛是最好的器材，学会观察，学会提炼。掌握观
察的技能，进而掌握技能背后的哲学，是韩寒
获得事业成功的人生财富。现在的韩寒，回想

当年辅导他的翁老师，

多次深表谢意，愿翁老
师在镜头下与课堂上，

一切如愿。

光影相伴润泽生命 助推师生素养提升
———上海市金山区亭林小学三十五年摄影育人之路

韩寒 一张《过年了》获得三等奖

金山亭林，自古即为浦南重镇，文化底蕴丰厚。上海新
一轮城市规划之中，亭林为重点发展的 22 个中心城镇之
一，有齐全的社区配套和良好的教育氛围。如今，亭林小
学通过三十五年摄影特色教育的探索，在上海小学教育
界觅得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亭林小学始建于 1905 年，初名文义初级小学。作为一

所深具文化传承的百年老校，学校历来秉承“爱国尚文,主
动发展”校训，弘扬“文·义”精神。在校友中，“文”有中
国童话大师贺宜，“义”如宁死不做亡国奴的沈其睿。作为

亭林小学 1995 届校友的韩寒曾经有过这样的表示：“小学
时期的摄影学习，教会了我更好地审美，之后进入影视领
域，让我受益匪浅。”他们谨记校训，熔铸传承，使得学校
才俊辈出。
亭林小学致力于百年优秀文化的传承，以培养“主动

学会学习、主动学会求知、主动学会健体、主动学会审美、
主动学会劳动”的“五会少年”为培养宗旨。学校始终不
忘初心，且行且进。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校在特色教育道
路上，勇于尝试、不断探索。一位术有专攻的教师、一系列

特色教育的课程，一代又一代学生对“光影相伴、素养同
行”八个字的践行与成就，夯实了新时代学校的内涵发
展。光影陪伴师生成长，光影润泽师生生命，光影助推师
生素养的提升。
新时代下的学生综合素养培育要求学校能充分做到

“文体结合”。去年，亭小成立十周年的女子曲棍球队，也
勇夺上海市第十六届运动会曲棍球比赛的冠军。用文武
兼备来形容如今的亭林小学真是名至实归。亭林小学教
育之魂，孕育桃李，日昃夜艾、百年不怠。

光影相伴 造就特色育人之路
学校希望成就品牌，一定要有其独具匠心的特色

课程， 其是培育高素养学生的有效载体。 始于 1984

年 2月， 亭林小学以摄影为抓手， 特色教育之路起
航。经历三十五年的不懈探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步步为营，终于成就了一道特色风景。学校不仅在区
域内独树一帜，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时钟拨回三十五年前， 毛头小伙子———翁杰老
师，凭着对摄影的热爱，萌生在亭林小学创办摄影兴
趣小组的念头。那个年代，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生野
了心，学习成绩非下降不可”，“摄影需要花钱，学校没
有， 家长不愿拿也拿不出”，“亭林小学不是培养摄影
师的职业学校”……在这样的背景下，光靠个人的呐
喊、努力就做成这件事，显然是天方夜谭。幸有独具慧
眼、理念前瞻的亭林小学领导，给予翁老师鼎力支持，

把亭小营造成了培育摄影幼苗的沃土，为其撑起了一
片蓝天。时至今日，吴志鹤、金家其、叶明华、施新章、

刘玉章、张蓓蕾六任校长前赴后继，对摄影教育关爱
有加，一如既往。这才使亭林小学的摄影教育有了蓝
天，有了沃土，有了根。时任金山区宣传部部长叶汝
强来校视察时也殷切希望：“亭林小学出来的学生，

人人都会拍照片。”

历年来，学校的摄影爱好者，光影功底皆有提升。

尤其摄影提高班，经多年学习、研修，更是成绩斐然。

各级各类少儿摄影大赛，学生获奖千余。其中，国际国
家奖项 50项；团体、优秀组织奖项 69项。区委宣传部
为此专门组织拍摄“亭林小学摄影教育”专题片，许多
媒体多有报道或转载。

其中，翁老师指导的吴徵轩同学拍摄的《第一次》

分别荣获 2015 年度“美国国家地理”中国赛区一等
奖、 全球二等奖 （当年中国在全球该项目上独此殊
荣）。凭借高超的摄影技巧、浓厚的中国元素，作品征
服了世界的眼光，光影形象映耀国际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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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兴趣，叫做美的追求

已进入大学校园的周宇文同学，是亭林小学
历届摄影学习中的佼佼者，中学时代也曾任金山
中学“光影社”社长。在她二十年人生旅程中，有
幸在亭林小学遇见了翁杰老师， 接触了摄影之
路，打开了志趣之旅。曾有人问她：“你一个女孩
子为什么选择学摄影？顶着烈日、冒着寒风，只是
为一张照片？”在周宇文看来，首先，摄影是一项
高雅的兴趣，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一颗热爱
自然的心。同学们一起外出采风时，大家会因一
朵野花驻足，思索聆听它的名字；大家会为一个
场景，按下无数次的快门，只为能抓到美的瞬间；

大家会为找到一个最佳拍摄点，争先恐后地抢占
先机；师生之间会与被拍摄者促膝长谈，了解不
同的风情习俗，以期掌握更多的拍摄背景。这些
美的追求，是周宇文在任何兴趣班中都体验不到
的。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一颗热爱大自然的
心，就是在这无数次的“咔嚓”声中逐渐练就的。

不仅是周宇文，所有兴趣班的学生，都把摄
影看成科考、探索、发明的实践，更是观察美、发
现美、追求美、塑造美、宣传美的过程。摄影让学
生陶醉在千姿百态的世界中， 主动地发现美、捕
捉美、表现美，同时又能引发创造美的欲望与兴
趣，其乐无穷、其意深远。

有一种素养，叫做新的常态

亭林小学对学生实施摄影教育，着眼点不仅
仅是摄影技巧，而是在聚焦摄影的过程中融合五
育全面发展，帮助学生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

让学生在摄影体验中受到艺术的熏陶，养成良好
的行为与学习习惯，磨练意志品质。学校不失时
机地抓住学生在初学期对于摄影奥秘的好奇心
进行教学，使学生从“学拍”渐入“乐拍”状态。校
园生活皆是学生们的摄影题材，也常态地提供给
他们一展拳脚的光影舞台。

随着家用数码相机的普及，尤其是手机、iPad

等具有图片获取能力的工具进入寻常百姓人家，影像展示也已
变成一门生活艺术。对此，学校开设了“家庭摄影教育”，延展孩
子与父母之间的沟通渠道。家长在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常
态化地进行影像记录以伴随孩子成长，从而引导孩子对摄影人
文性展开探究，潜移默化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一种目标，叫做质的飞跃

学门清幽，百年亭小既以瞬间定格永远，又用书香涵积底
蕴。亭小在摄影教育领域被评为上海市摄影教育示范性特色学
校，更是将提高全校学生阅读理解水平，作为学校内涵可持续
发展的目标。

如今，亭小校园已广泛构建了“阅读引领成长”的读书机制，

用阅读让师生的精神底色亮丽起来，“书香校园”蔚然成风，成为
学校新的增长点。学校先后被评为上海市中小学读书活动先进集
体、上海市儿童阅读实验基地、上海市儿歌创作基地、上海市童话
特色学校。去年，校友韩寒给母校赠送了 3000多册书籍，如《小
王子》、《稻草人》、《小桔灯》、《呼兰河传》 等世界畅销的有益读
物，既为书香校园锦上添花，也用实际行动表达对母校的感情。

亭林小学是上海市文明单位。“爱国尚文，主动发展”是学
校创新前进的源动力。学校以培养学生成为“会做人、会求知、

会健体、会审美、会劳动”的“五会”少年为目标，让学生充满自
信、富有朝气、个性丰富地快乐成长。

1996年翁杰
老师带领学生们
外出采风活动中

韩寒《过年了》；1990 年度获上海市青
少年摄影作品大奖赛三等奖

吴徵轩《第一次》；
2015年度获美国国家地理全球少儿摄影大赛二等奖

文 /徐京 余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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