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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四月，樱花烂漫，江苏省无锡
市著名的“樱花王国”鼋头渚景区迎来
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们观赏、拍摄，
与景区游客交谈，还时不时用笔记录着
什么。这些客人是无锡市南丰小学的
学生，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游，而是南
丰小学“印象·无锡”课程的一部分。

南丰小学校长方晓明告诉记者，
为了增强学生对无锡文化的感知和认
同，充分发挥文化育人功能，学校整合
了一系列课程，开发出“印象·无锡”综
合实践课程。“课程包括‘行走中的无
锡’‘舌尖上的无锡’‘心田里的无锡’
三部分，充分调动学生眼、耳、舌、口、
手等器官，引导学生在实践活动和课
程 学 习 中 ，增 长 文 化 素 养 和 综 合 能
力。”方晓明介绍。

行走中的无锡：
江南水乡的独特风景

课程的第一步是视觉感知。负责
课程开发的学校副教导主任杨晓娜介
绍，学校最初开展“文化美景进课堂”活
动时，会利用晨会、班会等时间，给全校
学生播放无锡风景名胜的相关视频，让
学生对无锡的人文和风景产生好奇心
和探究欲。

随着视频资源的不断积累，学生纷
纷表示“想去实地看一看”。外出游学
的基础已经成熟，杨晓娜决定带学生出
去转一转，她选择的第一站是南长街。

南长街是无锡著名的历史文化街
区，既有历史悠久的“小桥流水、江南
人家”风貌，也融入了许多现代时尚元
素。“一座‘清明桥’飞驾在运河之上，
连接着‘南长街’和‘南下塘’，一边是
繁华的商业街区，一边是保留传统的
文化特色。”杨晓娜介绍，“选择这里作
为游学的第一站，就是想让学生对比
现代和传统，也认识一下原汁原味的

‘老无锡’文化”。
出发前，杨晓娜自然做了一番准

备，她为此次游学设置了3个目标：认知
南长街的历史文化，了解南长街的著名
景点，能够简单介绍南长街、清明桥、南
下塘。她还让学生自己寻找资料，带着
初步印象去游览。

“走过清明桥，仿佛穿越了时间和

空间，由古至今的一幕幕纷纷展现在
眼前。”

“都说南长街‘洋’，南下塘‘土’，但
我还是更喜欢南下塘，这里有许多传统
的工作坊和老字号，让我找到了小时候
的记忆。”

“我喜欢老虎灶、混沌店、藤椅作
坊，也喜欢忆秦园、陆稿荐，这些都是

‘江南水弄堂’风味。”
说起自己的游学感受，学生们开始

滔滔不绝起来，学生王艳菲更是在游记
中写道：“想着几百年来，人们都走在清
明桥上，生活在古运河畔，真是‘小桥流
水人家’。清明桥有一种独特的风味，
而无锡这个江南水乡，也有着独特的城
市韵味啊！”

由于学生年纪小，有时会出现“只
游不学”的现象。为此，杨晓娜为每次
出游都设计了一项任务，包括“写下你
最喜欢的景点”“把拍摄的照片贴满照
片墙”“采访你遇到的友人”“了解你见
到的植物并对他人讲出来”等，既有趣
味又富有挑战性。

渐渐地，学生的足迹遍布无锡各
地，他们在鼋头渚沐浴太湖烟雨，在东
林书院感受文化氛围，在善卷洞追思先
人足迹，在江南大学游览高等学府……
杨晓娜还将游学分成几个部分，比如

“南长街”“窑群遗址博物馆”“惠山古
镇”“泥人博物馆”“钱钟书故居”等地就
属于建筑群系列。“每个系列的侧重点
不同，设置的目标也不同，希望让学生
系统、整体地游览无锡，爱上自己的家
乡。”杨晓娜说。

舌尖上的无锡：
美食是天生的课程

如果问学生最喜欢去哪，可能许多
人都会回答南长街，原因是那里有无数
精致的无锡小吃。副校长费连荣深谙无
锡文化，每次带着学生出游，都会给他们
讲解当地特色小吃的制作方法和文化故
事，让学生馋涎欲滴。由此费连荣发现
了资源——品种各异的无锡美食，不就
是天生的课程吗？

美食课程的第一步是探寻和分享。
探寻与游学课程结合在一起后，学生努
力发现各地美食，并记录美食的名称、特

点、做法、历史等资料。在分享环节，学
生会利用网站、QQ群、微博等新媒体资
源，一方面搜集资料，一方面向自己的同
学、老师、亲友介绍。

学生对美食产生兴趣后，便想尝试
动手制作，于是“烹饪”课程自然水到渠
成。杨晓娜介绍，学校会通过“厨师示
范——教师指导——学生学习”的步
骤，让学生学会无锡特色美食的简单制
作方法。“别看他们小，但真出了好几个
手艺高超的‘大厨’呢！”杨晓娜笑着说，

“他们学了新花样，还会回家在父母面
前露一手，不仅提高了动手能力，也增
进了亲子关系”。

学校还有自己的“美食节”，这一
天，每个学生都翘首以盼，因为他们不
仅能吃到各种美食，还可以登台展示
一番。

去年的美食节，学校“蒲公英电视
台”播放了学生平时做菜的视频——酱
排骨、小笼包、酒酿圆子、惠山油酥……
一道道美食让人看得食指大动。接着，
被誉为“美食达人”的教师华红珠出场
了。华红珠带着两三个学生，在学校电
视台直播做无锡菜。这回，她带来的

“ 绝 技 ”是 无 锡 人 耳 熟 能 详 的“ 名
吃”——肉酿面筋和炒三鲜。华红珠边
做边讲解，没一会儿，两道美食便新鲜
出炉了，“均是寻常食材，一经妙手烹
调，便能清脆可口”。善解人意的食堂，
更是特意准备了同样的菜肴，让学生边
学边吃，不亦乐乎。

副校长姚冬兰告诉记者，之前的美
食课程总是难以按照预想完美进行，但
是融合了网络信息技术后，直播、转播、
重播不再困难，“感知无锡美食、感知烹
饪过程的实践活动顺利进行，让学生们
更直观、更有效地观赏到无锡菜烹饪的
全过程”。

心田里的无锡：
从“局外人”变成“参与者”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在方晓明看来，“行走中的无锡”

“舌尖上的无锡”两部分课程让学生认
识、了解了家乡，但更重要的是将家乡
文化浸润于心中。因此，方晓明力求
将一系列课程整合成“心田里的无锡”
课程模块。“这部分课程强调参与性，
让学生用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家乡的热
爱，从‘局外人’变为‘参与者’。”方晓
明这样描述他的课程建设理念。

“读写一体化”一直是南丰小学语
文教学的理念，注重阅读与写作的关
联、统一。通过一系列尝试，姚冬兰将
其总结为“探索、观赏、品味、行动、收
获”几个环节。“学校一直有读写课程，
而将这些课程融入游览、品味无锡的
过程之中，会促进学生感知方式的变
化，自然会带来情感的深入。”姚冬兰
说道。

在游学课程中，可以融入导游词、
游记写作，在美食课程中，也可以锻炼
学生写作说明文的能力。学校还会定
期举办主题征文，让学生写下自己的游
赏、烹饪经历。

学生们的文字真诚而灵动——洪
沈飞对太湖充满感情：“假如万里长江
是祖国母亲腰间的一条金色飘带，那么

波光粼粼的太湖就是镶嵌在那条金色
飘带上的一颗青翠欲滴的绿宝石。”纪
文澜是个“花痴”：“朵朵梅花散发出的
香气，那就是无锡的味道，如同暖流一
般，淌入我的心田。”袁欣怡则对无锡美
食情有独钟：“无锡美在那抹味。比如
无锡小笼包，味道不说，光是香气就能
把人的魂给勾出来。”而在赵书昕心中，
无锡是一座飞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

“贯穿南北的机场路，车水马龙，似一条
巨龙给无锡带来生命的气息，把无锡的
文化、无锡人的梦想，带向祖国的四面
八方。”

对联是南丰小学的特色课程，让学
生认识无锡对联乃至为无锡景点留下
自己的对联，一直是学校教导主任祝永
洁的“诗和远方”。她告诉记者，学校低
年段以搜集、诵读对联为主，中年段学
习一些基础对联知识并鉴赏各类名联，
高年段则尝试创作对联，“这其中都离
不开无锡的本土文化”。

教师华梦娇介绍，无锡有丰富的
对联资源，比如“放鹤云千里；眷恋花
万重”“七十二峰青未断；八万千株芳
不孤”“平野小桥千嶂抱；危楼曲阁半
天开”等，描写的都是无锡的著名风
景。“更不用说东林书院那副著名的对
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华梦
娇说道，“徜徉在这些美妙的对联之
中，学生会感受无锡独有的魅力，还会
从中体悟到一种无锡人的精神。”

教师王婷向记者展示了一些学生
的对联作品：“东林书院英才出；南小校
园硕果丰”“百花吐蕊争枝上；四季如春
入画中”“南风熏出人文气；春雨润开桃
李花”。在王婷看来，学生的对联虽然
还很稚嫩，但是已经开始在表达对母
校、对家乡的热爱了，假以时日，一定会
创作出更优秀的作品。

写出来是一方面，还要说出来、唱
出来。学校开设了“锡锡嚷嚷”“方言零
距离”“民歌大讲堂”等特色课程，让学
生认识无锡的方言、童谣、山歌等。其
中，锡剧课程是学校最为重视的。

“锡剧是无锡的独特地方戏，至今
已有数百年历史，但往往被人忽略，
现在许多无锡人也不会唱了。”姚冬
兰不无遗憾地说道。为了让学生感
受感情朴实、语言生动、乡土味浓厚
的锡剧，学校创办了“南荷锡剧社”。
姚冬兰介绍，锡剧课程从欣赏开始，
为学生播放《珍珠塔》《孟丽君》等名
曲，激发他们的兴趣。随后，学校邀
请锡剧名家为学生授课，一句一句地
教他们学唱锡剧。

日积月累，“南荷社”的学生把“吴
侬软语”的锡剧腔学得像模像样，他们
开始自己排演剧目，校内外各种文艺演
出都少不了他们的身影，《双推磨》更成
了他们的“保留曲目”。姚冬兰说道：

“锡剧课程还走在不断探索的道路上，
我们努力培养全校学生学习地方戏曲
的兴趣和特长，使得‘小众’艺术走向

‘大众’。”
“也许，无锡以前对于学生来说仅

仅是一个城市名，是他们出生或居住的
城市。但是现在，无锡在他们心中代表
了一种文化、一片情怀、一份温暖。”方
晓明动情地说道。

发现美好课程

□□本报记者 金 锐

印象无锡
——江苏省无锡市南丰小学综合实践课程解读

举办首届“模拟联合国峰会”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实验小学音乐

厅日前举行第一届模拟联合国峰会。本
次会议模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议题。全校共有通过
班级选拔的 44名学生以 21个不同国家代
表的身份参加了会议。

会议中，44名学生代表以各国的小外
交官身份围绕议题进行了精彩发言，充分
阐述本国立场。会议后半程，“各国”代表
对提议进行磋商，就议题的解决方案结成
国家集团，共同起草文件，采用最民主的
形式投票选出最终决议。

“培养世界眼光，塑造未来领袖”一直
是学校在模拟联合国课程和活动中秉承
的宗旨。学校于 2013 年成立模拟联合国
社团，每年选拔优秀代表赴美国联合国总
部参加全球中小学生“模联”峰会。自
2014年开始，学校聘请专业教师在五年级
开设“模拟联合国”课程，每周一课时，全
学年40课时，旨在提高学生的国际理解能
力，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基于玉文化的学科整合
近日，北京市昌平区平西府中心小学

热闹非凡，学校集中展示了8节“玉文化”校
本课程，学生们对玉的知识和历史文化的
了解让听课教师赞叹不已。

当天，学校展示的课程包括轻叩玉文
化诗词大门、测量玉的密度、英语介绍中
国四大名玉、班会课“玉德耀童年”等相关
玉文化的学科整合课。据了解，该校将玉
文化作为文化建设特色，还自编了校本教
材《玉文化进校园》。

学校鼓励教师探索玉文化教育与各学
科的结合，包括玉文化与德育、语文、数学
等学科结合。“玉文化”校本课程在一至六
年级全员开课，每周两个学时，每学期组织
一次“玉文化公开课”交流活动，保证全体
学生都能在课堂接受中国传统优秀玉文化
教育。学校还对教师进行培训，内容包括

“玉文化发展历史”“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
化”“诗词与中国玉文化”等。

探索“综合实践+学科”新模式
近日，深圳市“以综合实践活动推进

学校教育教学变革”现场展示交流研讨会
在宝安区凤凰学校召开。4 年前，该校率
先在三至六年级开展综合实践课程，如今
已开发 218 门综合实践课，使学生的综合
素养得到快速提升。

现场会上，凤凰学校推出3节以“春到
凤凰山”为系列的综合实践活动与学科整
合课。3位教师从学校的生活情境出发，整
合相关学科教学资源，让学生汲取知识，提
升主动探究、勇于实践的能力。其中，教师
陈凯华的综合实践成果汇报课，引进多学
科元素，使综合实践的学习走向更深层
次。教师庞娟和彭茹菜的语文、数学综合
实践活动课，以学科为主，利用学生熟悉的
凤凰山春天的情境，抓住情境中丰富的语
文、数学素材生成问题。

3节课把学科教学与综合实践整合起
来，其亮点表现在超越文本，走向学生的
生活世界，也实现了新课程改革中强调的
知识要回归生活的目标。

打造学生的科技乐园
小发明、制作航模、拼七巧板、算 24

点……浙江省嵊州市剡溪小学举办的“科
学达人”选拔比赛上，科技的乐趣和魅力
点燃了学生的热情。

“剡溪科苑”是学校开展科技教育的大
本营，目前已建成奥秘馆、发明屋、手工坊、
七巧室等多个科技活动室。学校教师精心
设计课程，每周二、四下午开设社团活动
课，每周五下午开设“灵动航模”“七巧世
界”等以科技为主题的兴趣课，还有建模、
实验操作等短期培训，培养学生的综合能
力和科学素养。

生 态 化 是 学 校 科 技 教 育 的 另 一 特
色。依托4600多平米的绿化面积，学校设
置了“四季园”“小水珠农场”“毕业林”等
多个生态科技教育场所。四季园分设春、
夏、秋、冬4个区块，分别种植各种植物，学
生们给每一种植物挂上了自己制作的“名
片”，内容包括植物的类别、科属、原产地、
作用等。教师将小学课本里出现过又适
合本地种植的所有植物都搬到了园子里，
让学生自行观察和记录植物的变化。

（钟原 辑）

一线动态

学生自己尝试做无锡特色小笼包

为了增长学生的
文化素养，提高学生
的综合能力，江苏省
无锡市南丰小学开发
了“印象·无锡”综合
实践课程。学生的足
迹遍布无锡各地的同
时，也从“局外人”变
为“参与者”，将家乡
文化浸润于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