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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雪热潮嗨起来
有的孩子体验高空极速下滑，有

的孩子在雪地上慢慢滑行……这不

是一群“野孩子”在雪地玩耍，而是河

北省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七年级

学生在滑雪场进行的“我爱石家庄”

社会实践课程。

平昌冬奥会掀起了国人参与冰

雪运动的热情，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

团的学生也迎来了一场冰雪盛宴。

学习滑雪基本技能、开展雪上拓展运

动，虽是寒冬，学生们冻红了小手和

脸蛋，但他们毫不在意，完全沉浸在

运动的乐趣之中，陶醉于冰雪的无限

魅力。

据课程负责人介绍，此次社会

实践活动不仅是给学生提供一个

体验冰雪运动的机会，还希望学生

能够发挥自身特长，在石家庄青少

年群体中宣传冰雪运动，传播奥林

匹克精神，为迎接 2022 年北京冬奥

会营造良好氛围。

“第一课”上嗅书香
“让阅读成为习惯，做一个有修

养、受人尊敬的人！”在学生们铿锵有

力的誓言中，北京市门头沟区大峪第

二小学举行了新学期开学典礼。

此次大峪第二小学在开学典礼

中鼓励学生“以书为伴，以书为友”，

将阅读贯穿于新学期学习中，在阅读

中提升审美修养和人文底蕴。

据介绍，新学期大峪第二小学将

通过文本阅读、主题阅读、名著阅读

活动，引导学生爱上读书、提升内涵

修养。

零距离体验法官职业
职业体验课程最重要的一个环

节是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体验。为

此，北京市第十九中学近日与海淀法

院未审庭合作，27 名高中生走进法

院，零距离体验法官职业。

未审庭庭长向学生们介绍了少

年法庭的历史、法官的工作、制式服

装、法庭摆设等，重点讲述了法官在

法庭的地位和作用，并让学生们坐

在不同席位感受角色差异。学生们

还来到刑事法庭，旁听法官审理真

实案件。庭审中控辩双方的针锋相

对以及法官对庭审的驾驭能力，给

学生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表示

“此次法官职业体验活动收获很大，

增强了对法官这一职业的了解和认

知，对未来的职业定位与选择起到

了指导作用”。

（刘亚文 辑）

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

课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

中，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教师之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

情。故事里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

力带给教师的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

的错误带给师生的启发……我们的想

象有限，你们的故事精彩无限。2018

年，让我们从讲好课程故事开始，挖掘

过程育人价值。

故事1800字，校长点评600字。

课程图纸

与学校课程报道相比，本栏目细

化学校课程的“施工图”，编发学校某

一门课程方案或区域某一类校本课

程的指导纲要，并由“本月点评嘉宾”

进行评析。3500字左右。

征 稿

一线动态

玩转创意美术

创意学科教学并不意味着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是以遵循学生
认知规律和学科学习规律为前提。创新灵感从何而来，如何设计创意
学科教学？本期以两位美术教师的创意课为例，解答教师心中疑惑。

“美术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美术学习绝不仅仅是一种单

纯的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应视为一种

文化学习”，这是美术新课标对美术学

科教学意义的界定。作为美术教师，

在美术课堂为学生营造美的感受，渗

透多学科素养，培养学生欣赏能力，是

一件对学生终身发展有益的事情。

为了更好地将国家美术课程

校本化实施，我将审美判断与创意

实践按中国美术史发展的顺序整

合，开展“中国美术文脉图谱教学”

实践。

缘于教学反思

决定开始“中国美术文脉图谱

教学”实践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充

分参考了教学实际和学生意愿。

一次美术欣赏课《狞历的青铜

器》后，有学生表示“只看不做没意

思”，提议动手制作青铜器，也有学

生对青铜器历史更感兴趣。学生动

手创作、探究历史的热情，在你一言

我一语中高涨起来。

看到学生“动手”兴致高昂，我

引导学生进行中国山水画创作，并

开始思考学生的提问，发现美术欣

赏课后搭配实践活动教学更生动；

如果能以美术史为线索系统学习美

术欣赏知识，学生更容易记忆；如果

将学生喜欢的美术实践与中国美术

史教学相结合，也可以更好地培养

学生中国传统美术欣赏能力，进而

在学生心中绘制一张中国美术史脉

络图谱。

如何在学生心中绘制中国美术

史脉络图谱？最简便的方法是按照

中国美术文脉的时间顺序，选择其

中适合中学生欣赏的美术作品和事

件，比如在青铜器前一课欣赏彩陶，

青铜器后一课欣赏漆画、汉砖、帛

画，之后欣赏唐代壁画。在学生欣

赏经典名作后，可以结合相关创意

实践活动，比如做纸制青铜器、印瓦

当、画线描等。这种欣赏与实践配

合、知识贯通学习全程的课程，更具

有“审美的意义”。

美于教学实践

教学实践是教学理论的基础，

没有实践的空泛理论不能立足。明

确课程设计思路后，我仔细翻阅美

术教材，重温中国美术的博大精深，

梳理出学生喜爱的经典美术作品，

并设计与之配合的实践内容。

目前，课程共设计18课时，按中

国美术史发展顺序选择美术作品。

每一课都有“欣赏力体验”和“创造

力体验”两部分。“欣赏力体验”重在

人文，设有“精品赏析”和“思考”；

“创造力体验”重在实践，有 2-3 个

“创意玩法”，可以在美术实践中培

养学生审美和动手能力。

每一课都是多年课堂教学实践

经验的升华，不是空想与单纯设计。

以岩画为例。岩画记录着人类

远古文明，所以在第一课“人类最早

的记忆是什么”中，我引导学生欣赏

宁夏贺兰山岩画和四川百岔川岩

画，感受远古岩画质朴粗犷的美

感。再出示象形文字，让学生体会

字画同源的意义。实践环节，学生

的文字创意画异彩纷呈，尤其在设

计名字创意画中，学生真正理解了

父母通过名字想要表达的期许。与

生活结合，课堂作品更生动细致。

课程第二课从“石器时代”进入

“商周春秋”，课程内容是欣赏彩

陶。赏析人面鱼纹盆、舞蹈纹盆、网

纹船形壶，了解中国陶器的两种绘

制手法。典型作品欣赏过后，我教

学生使用古老的“盘条法”制作时尚

超轻黏土作品。

从“商周春秋”到“大秦帝国”，

从“汉代辉煌”到“魏晋时代”，从“唐

代大美”到“两宋文明”……师生一

起穿越时空追寻美的印迹，体验美

的创造之乐。可以说，课程学习带

给学生美的分享、美的感动、美的力

量，不仅学生的美感体验得到显著

提高，创意作品也越来越精彩。

悦于美感经验

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气质的

培养与熏陶。我将“中国美术文脉

图谱教学”真正带到常规课堂的初

衷，是以创造丰富美感经验的机会

为目的，培养学生“外师造化，中得

心源”的文化内质。

什么是美感经验？杜威认为，

美感经验是生气勃勃的经验，是实

用的、情感的、知性的。不同的要素

构成一个整合的经验，就具有美感

特质。

显然，美感经验是有活力、有意

义的整体性经验，“做”“感受”是获

得完整美感经验的重要方法。现实

中，学生美感经验缺乏的原因往往

是没有丰富的机会从事美术体验和

美术欣赏，而“中国美术文脉图谱教

学”从创设之初就力求丰富学生美

感经验。

通过 12 个班 540 多名学生的实

践与体验，“中国美术文脉图谱教

学”不仅丰富了美术教材的欣赏与

实践，还增进了学生对中国美术发

展史的了解，提升了学生美术实践

活动的文化基础，启发学生以“美”

为原点的广泛思考，促进学生美感

经验的产生。

有学生说，“虽然是第一次用毛

笔作画，但我们专注、喜爱，依旧可

以画出一幅幅诗意水墨”；也有学生

说，“我无法像匠人一样娴熟地使用

剪刀制作精品剪纸，但我们拥有一

颗同样炙热的艺术之心。我开始以

不同以往的心态看待这 3 年温柔时

光”……美术实践丰富了学生的美

感体验，培养了他们对“美”的理解

和感悟。

3年的创新实践告诉我，美术教

学应该让学生多动手，多给学生体

验和展示的机会，多一些感受的积

累，让学生在感受中形成判断，学会

鉴别与欣赏，让美的学习成为美的

飨宴。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蛇

口育才教育集团育才二中）

如何烹制美学飨宴
□张 妍

当我看到有教师使用创意简笔

画教一年级学生拼音时，立刻被这

样的创意惊艳，惊叹美术课还可以

这样上。

在以往美术教学中，教师往往教

给学生较多理论和技巧，如静物素

描、简笔画写生技法。这些冷冰冰的

文字很难引发学生对美术的喜爱。

什么样的美术课才是有趣、有料、有

味的美术课？既不脱离基本的美术

原理又可以贴近生活和大自然，既可

以充分利用身边的美术资源又能给

学生带来美的熏陶？于是，我开始探

索创意美术课，让美术课恢复其形式

多样、丰富多彩的本真面貌。

创意其实很简单

美育最重要的是培养学生欣赏

与创造美的能力，我们可以充分利用

身边环境资源，将教学内容从书本转

移到生活或大自然里，实现生活和艺

术的融合，重现美术课堂的生命力。

我的第一次创意美术课是让学

生赋予 26 个英文字母生命，给它们

配上生动的表情和动作，并描绘可

能会发生的故事。此后，我们班相

继开展了 10 次创意美术课，两周一

次，课堂创意所用原材料大多来自

大自然，可能是一片树叶、一朵野花

或者田野上的一个小南瓜，也可能

是厨房里的胡萝卜或者秋收的五谷

杂粮，还可能是柚子壳或者各种坚

果的外壳，每一样物品加工后都是

学生创作的素材。

创意美术课的节奏从易到难、慢

慢深入。开始时，我们利用常见的水

果蔬菜做拼盘，做彩色黏土画；慢慢

地，我们在万圣节做南瓜灯，用树叶、

花朵、五谷杂粮做粘贴画。学生还使

用马克笔画纸盘画，在鸡蛋上画小故

事，用松果涂色做装饰品，从小溪中

捡扁平圆滑的石头作画……我不做

图案和内容的限制，学生可以画任何

自己想画的东西。

偶尔，也会有设计之外的创意活

动，比如到操场画粉笔画。在画大鱼

时，学生用蓝色粉笔描画海水、石子

做鱼眼睛，用绿的、黄的树叶赋予大

鱼色彩。作品完成后，我们爬上教学

楼俯瞰作品，欣赏“大鱼海洋”。

由学生自主决定创意的好处

是，学生成了我备课的得力助手，他

们与我一起讨论上什么样的美术

课、用什么原材料、去哪里找原材

料，师生共同发现问题、讨论问题、

解决问题。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创意美术课的源头活水是

什么？如何更好地捕捉教学灵感？

利用环境，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独特

的环境就是最好的教学资源。教师

要带领学生将生活元素融入教学，

使教学成为关乎学生感受，有活力、

有色彩的行为。

灵感不会凭空产生

乡土资源一般分为显性和隐形

两种，少数民族聚集地独有的音乐、

舞蹈和手工艺是显性的乡土资源，

这些是可以带进课堂让学生学习、

体验的。但对于我校这类非少数民

族聚居地乡村学校或是地方特色不

突出地区的学校来说，怎样寻找适

合带入课堂的资源？

艺术是相通的，懂的东西越多，

灵感和想法自然越多。水彩、刺绣、

编织，各种不同形式的美术活动，让

我惊艳于大自然的美丽，以及大自

然蕴含的丰富美术资源。这些学习

经验打开了创意的一扇扇窗。

学会寻找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

资源，可以是同学、老师、朋友，也可

以是研究美术教育的公益组织或机

构，还可以是关注美术教育的微信

公众号以及微博博主。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让我们可

以从他人的创意中寻觅创意美术课

的新方法，植物印染体验课便是在

参考美食博主用葡萄染色做纱裙创

意后诞生的。在我的课堂，紫苏、葡

萄、杨梅、苋菜、芒果等能制作成染

料的植物出现了。利用蔬菜水果制

作染料后，若只能在纸上印染显然

不是创意，所以我又找来竹篾编织

技艺传承人教学生编竹篾果盘，然

后在果盘上用染料彩绘小故事。

制作染料、编果盘、讲故事，一

环套一环的创意，延长了学习时空，

让美术学习层次更丰富。

要自由更要规则

我的创意美术课随性自然，但

是经过一个学期的探索后我发现，

美术课需要像其他学科一样拥有完

整的教学流程，需要设计巧妙导入，

需要配合小组讨论、展示、多元的评

价方式和课后的总结与反思。

现在，我的创意美术课让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制作、展

示。在制作柚子灯笼一课，我提出了

3个问题：如何完整剥离柚子皮？如

何将柚子灯笼悬挂起来？如何将蜡

烛牢固在柚子灯中？问题导向促使

每个小组都开始想办法。小组讨论

后，学生建议用勺子剥离柚子皮，柚

子皮打孔后借助线绳悬挂，固定蜡烛

可以选择用刀挖底座的方法实现。

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当我开

始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学生身上的

奇思妙想被激发出来，有时学生还

可以举一反三，找到相似素材进行

创作。

课后，我鼓励学生写课堂小结，

一方面可以加深学生对学习内容的

记忆，另一方面利用课堂小结写出

制作中的插曲和故事。美术课成了

学生写作的内驱力，写作变成了一

件自然而然、有感而发的事情。

在多元评价促进下，不善言辞

的学生因为作品漂亮有创意被同学

称赞，慢慢变得开朗、自信；调皮的

学生也成为课程秩序的维护者。

这就是教学的艺术。当教师拥

有良好的教学艺术，才可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学习才会变得愉快

和美好。世界上没有比大自然更丰

富的教育资源，只要用心钻研，每个

教师都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娄底市古

塘乡中心小学）

在大自然里找到美育资源
□周 健

课改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