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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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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里一切皆有可能

孩子装修阳台

不是过家家，是玩真的！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陈少韩

2015 年，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

室发起人简颖诗在微辣青年的“流

动儿童营”项目里面工作，在这个工

作中，她对流动儿童有了更深的认

识。 2016 年初，简颖诗开始把教育

创新课程带到了流动儿童营中，培

养孩子学习学校知识以外的核心素

养。 2016 年 6 月，“流动儿童营”项

目组独立出来， 成为了“小行星计

划”，并于 2016 年 8 月，在小洲村扎

根。

简颖诗说：“我们发现小洲村里

面，给小孩子玩的地方已经不多了。

我们想要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共

创， 共同营造出一个既好玩又友好

的教育环境。 ”初入小洲村，很多家

长和小朋友对于小行星儿童友好实

验室都不熟悉，也不信任。简颖诗和

志愿者们带着“移动城堡”，到社区

里面人多的地方宣传， 简颖诗说：

“我们的‘移动城堡’里面有很多孩

子喜欢的东西，有书、尤克里里、篮

球……基本上每个孩子都能在里面

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 除了用

“移动城堡”去吸引小朋友和家长前

来关注，在“端午节”、“中秋节”等节

假日来临的时候， 小行星儿童友好

实验室还会组织大家一起做活动。

慢慢地， 随着小行星儿童友好

实验室一步一步地实施项目， 参与

活动的孩子对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

室充满了好感， 家长们也在这个过

程中，看到孩子的快乐与成长。就这

样， 孩子和家长对小行星儿童友好

实验室的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养育一个孩子， 对于父母而言，最

直接的想法是 ： 这是父母两个人的责

任！ 如果再往大里想，最多也只不过是

一个家族或者学校的事！

所以很多父母最初始的育儿方式，

多数是把孩子像小鸡似的护在肚子下，

哪里也不让去。 如果孩子要出门，有的

家长还会陪着。 但，孩子本来就是一个

社会人，迟早都要长大进入社会的。 与

其到长大成人后才生涩地接触外面的

世界， 不如一早就让他们提前适应，提

前学习！

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做的就是

这样一件让孩子提前进入社会，提前学

习社会知识的事情。 他们扎根在广州市

小洲村，在带着孩子们做教育创新课程

的同时，会让孩子们与社区各式各样的

人做交流。 例如：在“ 阳台改造”的课程

上，小朋友要去社区里面找到对阳台改

造有经验的建筑工，或者阳台改造得很

好的居民，向他们请教、学习，从而更好

地去完成任务。 除此之外，长期对外开

放的小行星儿童友好商店是小朋友在

社区里面的展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做

商品售卖的同时，他们还会向社区的朋

友们展示自己的能力 。 他们希望被看

见 ， 他们希望大家可以认可他们的想

法。

孩子本来就是一个需要多方面认

可 ，多方面成长的个体 ，在多次项目的

沟通和互动中，小洲村的村民也渐渐接

受了“ 儿童友好”这个概念，也逐渐对孩

子们抱有了一份友好开放的心态。 我们

很开心地看到， 在小行星这个平台上，

孩子的心打开了， 村民的心也打开了，

在这样一个开放的氛围里，孩子们的成

长有了一个良好的积极向上的环境。 在

这里，孩子的培养不再是某个家庭的问

题，而是一个村的问题！

“ 养育一个孩子， 需举全村之力”，

这句很多家长想都不敢想的话，在这里

成为了确实可触的真实！

开台灯故事展、开商店、改

造阳台……在广州市小洲村，

有一群小学生把这些都做了。

他们是来自小行星儿童友好实

验室的孩子们。 或许你们以为

他们只是拿着小模型、 小玩具

在过家家， 但事实不是如此，这

群孩子在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

室老师们的引导下， 在小洲村

把这些事情做得风生水起，得

到了社区很多居民的称赞。

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是

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那里的老

师们是怎样引导孩子们去学

习， 是怎样让社区居民一起来

关注儿童友好环境营造的呢？

档案君有话说

养育一个孩子

需举全村之力

建立一个小孩子

感兴趣的空间

在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可以

学到什么？为什么孩子们对小行星儿

童友好实验室这个地方充满了好感

呢？ 在成人主导的世界里面，孩子在

家庭、学校、社区参与决策的机会很

少。有的孩子向家长提出自己的想法

的时候， 家长会直接说：“大人的事

情，小孩子别管。 ”其实，很多孩子都

很期待被尊重和被倾听，而在小行星

儿童友好实验室，他们就可以充分地

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不断发挥自己

的潜力，让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在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里面

的布置， 都是小朋友们一起策划、设

计、制作的。课程的设置、社区影院电

影的排片……也是小朋友们投票，由

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的老师们按

照小朋友的意愿安排的。 简颖诗说：

“我们的课程都是项目式的， 都是让

孩子们共同去完成一个任务。 例如，

在台灯故事展的项目中，为了开这个

展览，我们会带孩子们去广州美术学

院看艺术展，跟他们去收集有故事的

台灯，让孩子们通过自己的能力去解

决一个问题， 做一件真实有用的事

情。 ”当孩子们真实地看到自己学到

的东西，做出了一件被家长、被社区

居民点赞的事情，他们的成就感会帮

助他们建立自信心、 开发更多的潜

力。

做台灯展得到街坊认可后更有自信

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一直都

在致力于营造一个儿童友好环境，让

孩子们能够在其中自然生长。每个孩

子的生长环境除了家庭、学校、还有

社区。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除了给

孩子们组织活动之外，他们还会开展

妈妈学堂，以亲子共学的方式，让家

长在陪伴孩子参加活动的时候，提升

儿童友好意识， 改善亲子互动质量。

简颖诗分享道：“我们出去亲子游学

的时候，有的家长经常会用命令的方

式，让孩子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

我们会引导家长和孩子做约定，用约

定的方式去跟孩子沟通，他们会特别

认真地去接受。 ”

在平时的活动中，小行星儿童友

好实验室也会听取小朋友们对学校

生活的一些看法，引导他们去正确面

对一些情况。 在社区层面上，小行星

儿童友好实验室还公开招募“社区导

师”，简颖诗说：“有技能、有特长的村

民都可以成为社区导师，教孩子们一

些他们擅长的事情。 ”另外，小行星儿

童友好实验室还开了一间开放的小

行星儿童友好商店，让小朋友做店员

去经营这家商店。 简颖诗说：“这家商

店卖的都是爱心人士捐的闲置物品，

而且我们会让捐赠者写下物品的故

事，让孩子们作为故事传递者，帮物

品找到自己的新主人。 同时，商店其

实也是小行星儿童友好商店的传播

窗口，很多村民和游客都会觉得很新

奇，进来了解，进而增强儿童友好的

意识。 ”

每一个孩子身上都有属于自己

的亮光，小行星儿童友好实验室所做

的就是帮他们营造一个友好的环境，

构建友好的关系，举行丰富的活动让

他们友好参与，让每个孩子都能更加

自信地去成长。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不妨去小洲村逛逛，看看一群小朋友

是怎么把过家家玩成真的！

让社区每份子都来关爱孩子成长

小行星儿童友好商店举办的好奇心公益市集。

荨茛

小行星

儿童友好实验室

的宣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