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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五育融合”的课程建设

中 ，美 育 不 应 是 原 有 课 程 中 的“ 补

齐”，而应是通过不同教学内容之间

的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生成一个有

机整体，形成美育融合课程的几种基

本形式。

从美育融合课程的体系架构来

看，课程是融合的基础，开齐、开足、开

好课程是“五育融合”的根本保证。在

以美育为主导的融合课程中，应该将

美育放在整体课程体系建设中进行考

量，考虑美育在不同阶段所占课时比

例、不同学段课程衔接等整体架构问

题。课程体系的整体规划，可以达到

“不同学段目标与育人目标相匹配、不

同学科目标与育人目标相融合”的效

果，使课程建设在“学科化”的基础上

走向“体系化”。

从美育融合课程的建构方式来

看，包括“育内”融合、“育间”融合、“跨

育”融合。美育课程为主的“育内”融

合主要指不同艺术学科课程之间的融

合，比如，音乐与美术、美术与戏剧、戏

剧与舞蹈等。这些课程虽属于不同学

科，但具有相似的课程属性，紧密围绕

“审美育人”，彼此间的联系与支持不

容忽视。“育间”融合是指以“一育”为

引领融合“他育”的形式，在美育为主

的知识结构下进行不同育人元素的有

机融合，实现“五育”之间的相互促进、

相互补充。“跨育”融合通常要打破学

科边界，以解决问题为核心，将“五育”

元素融合在项目学习、主题活动、合作

探究等形式中，这就需要教师对项目

主题、活动内容等加以筛选和斟酌，以

贴近学生生活的真实问题情境进行导

入，引发学生的持续关注和深度参与，

体现“五育”之间的关联性和融合性。

从美育融合课程的教学活动来

看，需要将教材作为教学活动的核心

载体，依据教材创设教学目标、安排教

学内容、规划教学设计、完善教学评

价。在明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发

展水平、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

础上，可以将“五育”共同融入，而不是

通过对学科知识的弱化而达成对“五

育融合”的强化。这一要求需要教师

具备正确的“五育融合”教学理念，充

分挖掘教材中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育

人元素——明确融合的是“五育”中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元素，而非不同学

科知识的堆砌和叠加。在不同的学科

教学、学生发展的不同阶段、实施过程

的不同时间节点等方面，“五育融合”

所产生的育人效果均应有所不同，教

师需要站在“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审

视融合课程的内容设计和教学方式，

做到有的放矢、有所侧重。

美育融合课程可以是美育的显性

带入。教师通过集体备课、共同研讨

等方式找出现有课程中美育的契合点

和切入点，挖掘显性课程中蕴藏的隐

性美育资源，对原有的学科课程进行

充实和完善。美育的融入不是在原有

的课程目标基础上进行“锦上添花”，

而是在此基础上凸显课程原有的美育

元素，从而使教育目标达到理性教育

与感性教育的均衡。比如，数学学科

中，函数图形本身具有一定的秩序性、

节奏性、对称性，这些特性恰好是美术

创作中常见的秩序和规则，若以函数

图形本身作为一个单位，结合现代装

饰艺术手法，还能够创造出“二方连续

纹样”“四方连续纹样”等具有规律的

艺术美。

美育融合课程也可以是美育的

隐性浸润。许多教师对融合课程的

教学活动往往存在一定误解，认为融

合教学一定要具备具体的融合内容、

融合形式和融合切入点。其实，“五

育”是学科的上位概念，在教学活动

中不一定要设定刻意融合的教学环

节。比如，关于语文学习中排比句的

使用——可以体现韵律美、节奏美、

结构美、形象美、立体美等，这些体验

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带给学生美

的感受和熏陶。此时，美育的融入不

再局限于具体的形式和方法，审美体

验感的获得也是美育的重要参与方

式。当学生对知识的需求大于课堂资

源所能提供的内容时，课堂教学就显

得较为局促。此时，打破教室壁垒，

将课堂内外融会贯通，不仅可以将学

生课堂内习得与课堂外所需进行链

接，而且可以为“五育融合”提供更多

契机。比如，将校园文化建设的相关

问题抛给学生进行思考，学生需要了

解校史、理解校训、突出特色，才能满

足校园的“人文化”需求，达到建设校

园精神文化的目的；需要通过日常观

察、调查师生所需，完善校园功能、美

化校园环境，才能满足校园的“人性

化”需求，达到建设校园物质文化的

目的。

在美育融合过程中，学生的学科

知识、观察能力、动手能力、人文积

淀、审美情趣等方面都将得以提升，

美育则作为一条隐线贯穿于整个教学

过程，让学生在美的氛围中接受美的

熏陶。

（作者单位均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在美的氛围中接受美的熏陶
□ 李彬彬 吴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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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行动

如何通过劳动教育撬动学校的整

体课程改革，将“五育”嵌入真实的劳

动情境，着力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的时代新人？江苏省南通市紫琅

第一小学将“五育融合”作为顶层设

计之一，着重培育学生劳动能力、劳

动观念、劳动品质，努力建构劳动教

育的“基地—课程—评价”一体化模

式，帮助学生形成并发展面向未来的

劳动素养。

微版基地
建设学生劳动的仿真场域

学校是劳动教育的主场，也是劳

动技能、习惯、品质、观念等要素的培

养场。为了帮助学生在多样化的劳动

空间中产生“场共鸣”，学校设计建设

了四大劳动基地：一是以种植劳动为

主体的“童耕中心”，二是以智慧创造

为主体的“童创中心”，三是以家庭劳

动为主体的“生活中心”，四是以亲近

自然为主体的“生态中心”。

童耕中心设有“童耕居”和“童耕

园”两个板块。“童耕居”兼具劳动博物

馆和种子储存等功能，内含文化墙、工

具展、种子站、农技堂等。学生在这里

直观形象地了解世界农作物主体分布

和古代农具发展脉络；还会将收获的

种子晒干、筛选，储存在“种子站”，发

展探索意识和科学素养。“童耕园”是

学生农耕劳动的场地，他们在这里了

解植物生长规律和种植要领，从改良

土壤到播下种子，从除虫施肥到动手

采摘，从择菜洗菜到切菜炒菜，建构完

整的种植和收获经验，完成“从种子到

种子”的项目化学习。

童创中心分设“一坊一镇三场”，

即童趣木工坊、交通小镇、童创编程

场、物联网创想场、乐高设计场等。学

生在木工坊运用工具制作自动分币

机、地月通话模拟机等，在交通小镇经

过培训、实习、考核后成为一名“小交

通警察”，在编程场运用人机交互设计

制作全自动环保机器人、桌面吸尘器

等。学生大胆想、主动做，在脑力运用

与动手实践中锻炼高阶思维，完成“从

大脑到大脑”的项目化学习。

生活中心设置客厅、厨房、书房、

卧室等功能区，作为学生家庭劳动和

综合素养的培养基地。在生活中心，

学生不仅能习得保洁、烹饪、收纳等劳

动技能，而且能在高度模拟的真实情

境中提升综合素养。比如，面对“母亲

正在厨房烧菜，父亲躺在沙发上看手

机，客厅一片狼藉”这一情境，学生应

该先帮母亲烧菜，还是先整理客厅？

要不要劝父亲一起来帮忙？置身于一

个较为复杂的真实情境中，学生的思

维能力、表达能力、统筹安排能力等都

会获得充分锻炼。在真实情境中的劳

动有效推动着“学校—生活”的情境迁

移，帮助学生完成“从习惯到习惯”的

项目化学习。

生态中心对学校周边河道进行全

景式设计，配建水塘养殖区、河岸种植

区、河道观赏区等，从“河道内”“水面”

“岸边”“岸上”4 个空间维度规划建设

了睡莲项目、浮箱项目、无土种植项

目、家禽养殖项目等。每个项目均建

有文化栏，在静态展示相关内容的基

础上，还有学生录制的音频、视频介绍

等。以家禽养殖区的南通特产“狼山

鸡”为例，学校在河边筑鸡巢、插篱笆、

拉纱网，在文化栏图文并茂地展现“鸡

之五德”，展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生活态度，以及“狼山鸡”作为地域

特产的品种特质。学生在生态中心零

距离、全过程见证动物和植物的生长，

与大自然和谐共生，完成“从亲近到亲

近”的项目化学习。

校内劳动基地的建设改变了学校

劳动教育的样态，学生从教室走向校

园，从抽象走向具象，从对话式的课堂

学习走向心脑手结合的创造性实践。

三维课程
综合培养劳动的能力和品质

依托家校资源，学校从日常生活

劳动、服务性劳动、生产劳动等维度架

构劳动教育课程，培养学生辛勤劳动、

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品质与能力。

日常生活劳动任务群，从劳动技

能走向劳动习惯。课程以家庭劳动为

主要内容，以“生活中心”家居场景为

主要实施载体，为各年段按难度系数

设计了基础类、进阶类、挑战类 3 种项

目，完成“从习惯到习惯”项目化学

习。基础类以一般家务劳动为主，如

擦洗、打扫、烹饪等；进阶类以整理收

纳为主，如根据实际情况按体积、类

别、使用顺序等进行规划与整理；挑战

类以长期项目和合作项目为主，如保

持书桌长期干净整洁、合作包干学校

某个区域等，设计目标指向形成劳动

习惯和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服务性劳动任务群，从校内劳动

走向校外劳动。校内劳动包括班级劳

动和学校劳动两类：班级劳动如书桌

整理、卫生打扫、就餐管理等；学校劳

动以职业体验为主要形式，如校长助

理、教师助教、电工学徒、厨师帮手

等。校外劳动以公益劳动和志愿服务

为主，如小区楼道保洁、社区志愿者、

南通环境教育馆兼职解说员等。

生产劳动任务群，从出力流汗走

向智慧创造。生产劳动任务群依托童

耕、童创、生态3个中心，让学生初步体

验种植、养殖、设计、制作等劳动，经历

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在合作劳动、创

新劳动的过程中体会劳动的价值。

“从种子到种子”项目注重种植实

践，让学生出力流汗，体悟劳动价值。

学校设计了“童耕手册”，将童耕活动

的流程结构化、记录形象化、成果实物

化。为了方便课程资料留存，学校还

从班级、种植项目、种植流程等方面建

设“云端”素材库，提供存储空间，提升

课程意识。

“从大脑到大脑”项目关注学生的

脑力劳动，依托童创中心让学生学习

智慧创造，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学

校要求学生在小学阶段完成“1小时—

10 小时—100 小时”内容框架的 43 项

课程学习与研究。1 小时短期项目以

班级为单元，以学科为模块，通过日常

课堂教学来实施；10 小时中期项目和

100小时长期项目借助社团、“博识”课

堂、“行走的课堂”等平台，用一学期来

开展研究，既要开发专业资源，又要与

现实生活相融合。

“从亲近到亲近”项目让学生通过

劳动创造价值并与之和谐共处。学生

在河道内种植睡莲、荷花、菱角等水生

植物；在水面用浮箱进行鱼、虾、蟹、蚌

的合理搭配混养；在岸边进行黄菖蒲、

花叶芦苇等植物的有土种植，以及莲

藕、铜钱草等植物的无土种植；在岸上

孵化养殖鸡、鸭、天鹅，进而尝试水陆

结合的立体循环养殖。学生通力合

作，一同创造出优美的自然风景和人

文景观，探索生命奥秘，培养劳动素

养，同时受到美的熏陶和道德的濡染。

创意评价
实现劳动教育的可视化和日常化

劳动教育评价需要与课程实施相

辅相成：一是要让劳动过程“可视化”，

面向学生完整的生活世界，贯穿学生劳

动的全时空和全过程；二是要让劳动实

践“日常化”，通过评价不断推动学生把

劳动变为学习和生活的日常，在实践中

掌握劳动技能，形成劳动意识。

学校劳动教育评价的 4 个板块包

括日常展评、主题展评、期末测评、毕

业考核。

日常展评以班级层面为主，学校

设计周“劳动之星”评比和月“三小”评

比（小能手、小工匠、小劳模），周“劳动

之星”评比以劳动打卡作为主要依据，

月“三小”评比侧重劳动技能和劳动精

神，在周一升旗仪式时隆重颁奖。

主题展评主要围绕两个时间节点

进行集中评价：一是劳动周，每年 5 月

举行的“新劳动教育周”共5个主题，包

括蔬果飘香、扮靓教室、自立生活、智

慧创造、研学旅行，学生从教室走向校

园、从家庭走向社会，实现多个维度的

劳动锻炼；二是劳动竞赛月，每年10月

的“劳动竞赛月”开展校级“三小”展评

活动，确定竞赛项目，以高中低三个学

段为单位开展，着重劳动技能的提升

和劳动品质的养成。

期末测评是以一学期为单位设

计的发展性评价，学校将劳动教育纳

入全科发展性评价活动，内容有对劳

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品格等方面

进行的现场测评，如系鞋带、叠衣服、

小种植等微项目；有基于小组合作的

协作式问题解决项目，如童耕园模型

制作、七矮人小木屋等；还有基于真

实情境的即兴考核。学校参照日常

生活设计了 30 个“真实情境”，其中

10 个用于日常锻炼与提升，其余作为

学期末考核的“题库”。真实情境的

考核需要学生全方位调动知识、技

能、思维、情感、态度等，在现场化解

矛盾、解决问题，考核指向学生综合

素养的培育和提升，指向学生当下的

生活和来自未来的挑战。

毕业考核是基于学生小学 6 年劳

动教育的展示式评价，指向全体学生

基准素养的达成。考核内容主要分为

两个板块：一是识农植，学生完成 3 类

12 种植物的种植讲述，体验完整的种

植经验，达成“劳动技能层面”的基准

素养；二是会生活，包括“一道拿手好

菜”和“一间整洁书房”两个考核子项，

要求学生“会劳动也会生活”，建立指

向生活的考核观，达成“劳动价值层

面”的基准素养。

学校还开发了网络评价平台“校

PLUS”APP，通过积分系统和人脸识别

模块，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打卡各个

劳动项目，“一般完成”最高积 1分，实

现创造性劳动最高可加0.5分，班主任

根据学生的完成度和创新度进行积分

评价。在“日常生活劳动”板块，三类

项目设置了积分升级：基础类劳动有

10 个微项目，学生劳动积分达成度超

过基础类项目总分80%，就可以自动开

放进阶类劳动项目；各个微项目如超

过半个月未能持续打卡，积分便会逐

渐衰减。

学校的劳动教育从日常生活出

发，最终回归日常生活，希望帮助学生

完成“体格的强健、能力的锻炼、情感

的丰赡、合作的进步、品格的提升”，促

使学生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

性劳动。

（作者单位均系江苏省南通市紫

琅第一小学）

打造“基地—课程—评价”一体化劳动教育
□ 姜树华 吴鹏程

劳动教育基地如何建设？劳动教育课程如何建构？劳动教育评价如何实施？江苏省南通市紫琅第一小学以劳动
教育为载体，通过“基地—课程—评价”的一体化整合，综合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新劳动教育周新劳动教育周””蔬果飘香项目蔬果飘香项目

““新劳动教育周
新劳动教育周””扮靓教室项目

扮靓教室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