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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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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关村三小中关村三小：：周末公益艺术课周末公益艺术课

学校、周末、公益、社区，这些词汇在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三小相互关联，发酵成一场场感动人心、滋养心灵的课
程行为。3年来，学校已经开展了 41 期“周末艺术课”，超过 2万人次的学生和家长受益。而中关村三小也从校门内
的教育走出来，担当起更有使命感的社会责任。

“现在我每天工作之余都会琢

磨‘周末艺术课’的实施，就像自己

的事情一样。”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三小音乐教师王燊说。

王燊口中的“周末艺术课”是中

关村三小面向社区、社会开设的公益

课程，隔周的周末开课。课程之初便

是家长陪伴孩子一起上课，以乐团演

出、博物馆课程、舞台剧、音乐会、舞

蹈、版画、名曲艺术赏析等多种形式

呈现。3年来，截至记者采访时，“周

末艺术课”已经开展了 41期，超过 2

万多人次参与到课程中来。

小小艺术公益课，为何有这么大

魅力？如何在公益中实现师生、艺术

团体和社会的共赢？又如何在公益

中体现学校教育的责任与担当？日

前，记者走进中关村三小，深入了解

直达孩子心灵的“周末艺术课”。

公益艺术课让孩子看
见美好

演出下午才开始，一大早菲菲就

让妈妈帮她精心装扮，盛装出席。“我

们从坐在台下的观众，到终于站上舞

台，特别激动。即使只有一句台词，我

们也非常重视。”菲菲妈妈说。

菲菲演出的舞台，就是中关村

三小的社区公益课——“周末艺术

课”。菲菲从 4 岁开始与妈妈参加

“周末艺术课”的活动。前不久，“周

末艺术课”上演安徒生的童话剧《皇

帝的新衣》，菲菲扮演的角色是那个

说真话的孩子，只有一句台词——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菲菲

认真排练了两个星期。

“周末艺术课”为什么能有这么

大魅力？

谈起开设“周末艺术课”的初

衷，课程创建人、中关村三小课程部

艺术主任张文峰说，3年前在学校组

织的一些活动上，教师发现孩子们

缺少应有的礼仪和聆听的习惯。比

如在活动中，有的孩子会到处跑，有

的孩子会留下垃圾。“一所学校的艺

术教育使命应该是让孩子经过 6 年

的学校教育，懂得如何尊重他人、如

何欣赏音乐，懂得欣赏音乐的礼仪，

让他们拥有艺术修养和人文修养，

同时通过大量的艺术课程，培养孩

子的艺术审美、艺术思维，能用艺术

眼光看待周围的事物。”张文峰说。

如果用宣讲的方式，孩子们很

难感同身受，而用音乐会或者演出

等艺术形式，能让孩子们在体验中

感受规则的重要。而孩子艺术修养

的养成离不开家庭，所以课程采用

“家长+孩子”的亲子模式，促进家长

与孩子一起成长。

一开始，“周末艺术课”只面向

中关村三小的学生和家长，更多关

注学生的礼仪和艺术修养的习成。

到了第二年，教师感觉到学校的发

展除了关注教学本身，营造一个健

康、和谐的教育生态也尤为重要，这

决定着学校未来发展的深度和广

度。学生、教师、家长、学校管理者、

社区及其他关联方等应该构成学校

教育共同体，而社区则是孩子们的

另一个学习场所。于是，中关村三

小开放了课程，打开校门邀请左邻

右舍的居民一起参加学校的“周末

艺术课”。

跳出传统课堂且贴近
生活的课程

“周末艺术课”课前都有一个固

定节目：由小主持人带领大家进行

“‘大家三小’（中关村三小学生对学

校的称呼）的孩子应该怎样听音

乐？”的互动，用 3 分钟时间宣讲基

本礼仪：手机调成振动、安静聆听，

节目什么时候应该鼓掌，遇到熟人

怎样打招呼，退场时应该让老人先

走……不厌其烦，始终坚持。

“周末艺术课”尝试用多种方

式跳出传统课堂中规中矩的授课

模式，创设一个家长与学生共同参

与的课堂，从艺术的方方面面为学

生带来不同于课堂且贴近生活的

课程。

家长与孩子的变化是潜移默化

的。几次课后，学生们越来越安静，

家长们也很自律，他们知道了得体

的举止和礼仪，很少有在音乐会上

乱跑的孩子。“有的孩子中途需要上

厕所，都是从地毯上爬着出去。”教

师形象地说。

除了最初的艺术礼仪教育，“周

末艺术课”也从单一的学科教育发

展到跨学科教育，甚至是跨学科、跨

年龄的课程体系设计。每个学期

初，学校会专门设计课程，确定教学

内容、授课团队以及时间和地点。

在教学内容上，注重课程品质，坚持

给孩子最好的艺术熏陶。教师们提

前一个月开始策划，精心挑选演出

内容，向艺术团体、剧团发出邀请，

制作校园宣传文案，安排校园安保，

制订紧急预案，联系演出前的彩

排。同时，还有教师专门负责审核

演出团体的教案。

“这是一门真正的课程，并不是

单纯的演出，‘周末艺术课’需要一

边表演一边讲授，并遵循学校‘有问

题有互动’的课堂文化。”张文峰说，

在每场演出中，孩子们都要有体验

和参与，并能表达对艺术的理解和

感受。演出团体的教师配合教案，

常常边演边讲，高品质的艺术课帮

助孩子打开了艺术之门。

王燊在中关村三小教高年级学

生音乐，同时也是“周末艺术课”团

队骨干成员之一。她说，既要保证

演出团体的质量，又要坚持公益，挑

战很大。有些团体需要反复邀请，

有些团体技术好但不善于与小孩沟

通。王燊记得，为了给“周末艺术

课”第一期和第二期课程开个好头，

她与同事们给讲课的研究生说了两

个星期的课，一个字一个字地打磨。

用艺术打开学校的大门

为 了 更 好 地 开 展“ 周 末 艺 术

课”，学校也拓展了不少社会资源。

北京市有一个“民族文化进校园活

动”项目，每次一开学学校立刻与主

管部门联系，邀请项目进学校。学

校也积极与公益乐团联系，邀请他

们资源共享。满天星交响乐团是一

个享有盛誉的公益乐团，他们每年

进校园演出许多场，但只在高校演

出，中关村三小邀请他们演出、讲

课，同时也把学校的交响乐团排练

厅提供给乐团用于平时排练，共享

资源和场地。

“我们用艺术打开学校的大门，

这一举动也得到许多演出团体的支

持。天使竖琴乐园得知是给孩子们

演出，甚至自己掏钱请搬家公司将

巨大的竖琴运到学校，就为了给孩

子和家长最好的演出感受。”张文峰

说，“我们要坚信，一个人做好事的

时候，总会遇见好人。”

同时学校也积极开发优秀的课

程，比如中央音乐学院的弦乐四重

奏、中国美术馆的《走进美术馆》课

程等。这些优秀的课程开阔了孩子

的视野，让孩子感受到高雅艺术的

魅力。

对于课程的遴选，王燊说自己

会更多地站在孩子的角度，选择孩

子喜欢的课程，而不是成人视角下

的取舍。“孩子喜欢才是最重要的。”

王燊说。王燊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一是内容不能太深奥，要用学生能

理解的形式，比如名曲演奏，一定会

插播几首孩子们常听或者学乐器时

必学的入门级小作品，激发兴趣；二

是语言不能成人化；三是授课教师

一定要拉近与孩子的距离，1个小时

的课程，“讲+演+互动+讲+演”贯

穿，要不然孩子小坐不住。

在课程设置中，学校有许多有

艺术造诣的教师走上“周末艺术

课”，社团专家也成为“周末艺术

课”的骨干力量。有的自己授课，

展示对艺术的理解和功底，有的带

领学生一起表演，现场排练，现场

讲解。

现在“周末艺术课”已延伸出博物

馆、舞台剧、音乐会、版画、名曲艺术赏

析、周末阅读等课程。“课程之初并没

有想到会延伸出这么多丰富的课程，

都是在做的过程中自己生长出来的。

不做肯定什么都没有，做了就会有更

多可能。”张文峰说。

中关村三小也通过“周末艺术

课”的方式，尝试让学校成为社区的

文化中心。“周末艺术课”正在以其

独有的课程，创建一个公益品牌，帮

助学校建立与社区良性互动关系，

形成一个学校常态的、绿色的、可持

续发展的教育生态。

承担起一所学校的社
会责任

听“周末艺术课”的票是需要“秒

杀”的。周三晚上7点微信公众号开始

以抢票的方式提供免费票，稍晚一点就

没票了，不少家长为此专门设定闹钟。

“周末艺术课”带给孩子们在课

堂不容易欣赏和学习的艺术课程。

许多人不知道，这背后是中关村三小

年轻教师团队的无私付出。从平时

六七百人的场次到1500人以及2000

人的场次，“周末艺术课”现场都是艺

术教师们自己组织和筹办。筹备一

场“周末艺术课”并不轻松，也不是教

师们日常工作的分内事。这一切，靠

的是教师对学生的爱和对校园公益

的执着。他们坚持在力所能及的范

围内给学生最好的教育。

张文峰是“周末艺术课”的主策划

人，而青年教师们则是这个项目的落

地实施者。王燊、时博、段玮等承担起

“周末艺术课”的策划任务，两个音乐

教研组长盛莉和王永梅则带领全体艺

术教师协助组织和管理。

王燊起初参与“周末艺术课”时，

只是把它看作一个临时活动。但现

在，王燊已经把“周末艺术课”当作了

自己工作的一部分，每次课程都要提

前很久着手准备。“操碎了心。”王燊

笑言，“并没有考虑做这件事能给我

带来什么荣誉，更多是考虑‘周末艺

术课’是代表学校面向家长和孩子，

是一种责任。慢慢看到孩子们真的

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粉丝也

越来越多，心里特别开心！”

王燊觉得自己无论是组织活

动、组织学生，还是策划、协调、沟通

的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这一系列努力，得到了家长的

认可，甚至有家长专门从朝阳区赶

来，带着孩子一起学习。公益，让师

生、家长实现了多赢。

在中关村三小的学校发展纲要

中，第一条是学校教育的使命和责

任。“我们认为，学校教育的历史使

命和社会责任应该是：教育孩子，团

结人们，引领社会。”中关村三小校

长刘可钦说，三小不想做一所高冷

的名校，她想打破校园围墙，让学校

成为社区的庙堂，成为居民的朋友，

成为孩子的伙伴。

“公益之心一直是中关村三小倡

导和践行的理念，中关村三小希望用

艺术打开学校大门，与社区居民共享

优质资源，承担属于学校的社会责

任。”刘可钦说。

□中国教育新闻网记者 张春铭

“让学校成为社区的‘庙堂’，

成为社区的精神高地。”第一次听

到这个说法时，我的内心是震撼

的：一所学校何以有这样的追求？

带着疑问，我走进了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三小。

中关村三小的“周末艺术课”

开设之初“有了这期都不确定有没

有下期”。但是，让学生有艺术修

养和人文修养的朴素初心，让教师

们坚持了下来。从联系演出方到

审核教案，再到活动现场布置舞美

灯光，从学校安保到用水用电……

一次次课程背后是多个教师的无

偿付出。

采访过程中我一直想，是什

么力量让他们坚持下来。教师王

燊 说 ，她 把 课 程 当 成 了 自 己 的

事，每天都惦记着；教师张文峰

说，一个人做好事的时候，总会

遇见更多的好人，做了就会有更

多可能。

教师的努力让学生受益良多，

学生们不仅在艺术礼仪方面有了

很大进步，还通过“周末艺术课”接

触到更多艺术形式。

中关村三小的师生一直称学

校是“大家三小”，这背后有把学校

当成家的温暖，也有把学校视为所

有人拥有的气度。

学生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家校

以及社区的共同努力，中关村三小

一直在探索建立有效机制，促进学

校与家庭、社区形成良性互动的伙

伴关系。“周末艺术课”便是其中的

一个探索和缩影。

“周末艺术课”探索了社区与

学校的深度融合，课程用最柔软的

方式直抵学生心灵，用最自然的方

式打开学校大门，让学校教育变得

柔软、有温度、可触摸，一个可持续

的教育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形成：社

区以学校为中心，为学校发展提供

资源与支撑，每个人都能成为知识

的发生者与传递者；学校无边界，

敞开大门面向社区，从而拥有更好

的教育生态。

“周末艺术课”是学校服务社

区、成为“精神高地”的一次尝试，

一所学校如果能成为一个社区的

“精神高地”，学校功能也将最大

化。我们相信，像中关村三小这样

有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的学校一定

会越来越多。

玩转“蚕豆”体验生活

学生每天享受着父母烹饪的美食，

却很少知道美食背后的辛劳过程。日前，

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一年级学生上了

一节生活教育体验课——玩转“蚕豆”。

课程使用的蚕豆，是该校八卦洲

行知农业基地种植的新鲜蚕豆。学生

们剥完蚕豆，按需带回家。有的学生

在父母和长辈的指导下，用剥好的蚕

豆做起了拿手好菜；有的学生用蚕豆

串出了项链饰品；还有的学生用蚕豆

壳拼成图画。

学校开设的生活教育课程，是依

据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学

生在具体生活情境中，通过“观察、动

手、想象、体验、感悟”等环节，做中学，

学中做，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育人

目标。

演出来做出来秀出来

以儿童为中心，基于儿童喜游戏、

爱模仿、乐表演、善创造、勤动手、愿分

享、期望成功、亲近自然、创意无限的

年龄特征，重庆市两江新区星湖学校

设计了三大类课程。

第一类是“演出来”课程，开设教

育戏剧课，让学生把美好的东西通过

表演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友情、师生

情等。第二类是“做出来”课程，打造

少年科学院。教师通过开展基于问题

或项目的学习，适时点拨助力学生科

学素养的生长。第三类是“秀出来”课

程，着力培养学生的体育技能，比如啦

啦操、武术、足球等运动项目，鼓励他

们尽情展示。

据了解，学校坚持“场育未来、自

由生长”的教育理念，致力于把学生培

养成“内心温暖、头脑科学、身体强健”

的人才。

周五学生“不务正业”

在山西运城，有一所让学生充分

阅读从而延伸到幸福教育的学校——

运康中学。

每个星期五下午是学生专门“不

务正业”的时间，他们会收起课本，走

出教室，拿着乐器、舞蹈鞋、画笔等加

入一个临时班级，跟着教师学习与升

学考试没有关联的课程，所有学生都

距离“读书、考试、做卷子”很远，学校

提供的多种兴趣课足够学生随心所欲

地选择。

适当地把学什么的选择权交给学

生，该校称之为“幸福课程”，起源于阅

读。从图书进教室，到写字阅读课进

课堂，再到开展选修课、兴趣班，幸福

教育名目越来越多。该校对初中毕业

生进行追踪研究，在相对自由环境下

读完初中的孩子，他们的成绩在高中

更为稳定。

（郭瑞 辑）

让学校成为社区的精神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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