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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棒了！真是令人震惊的表演！ ”这
是英国北林肯郡友好学校的师生们，在
观看了开发区七中学生《圣诞颂歌》配音
片段表演后发出的由衷感叹。

原版的英文电影能够为学生提供
地道的语言学习环境，搭建了解多元文
化的桥梁， 激起学生学习英语的热情，
这是毋庸置疑的。 “英语电影配音”作为
七中学生自主开发的特色校本课程，彰
显了学校的英语教育特色，并为学生自
主学习提供了更为开放的空间。 但电影
配音配什么？ 如何配？ 如何进行有效的
评价？ 在课程开发之初，师生都没有明
确的答案。

几年前，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七
中师生开始了英语电影配音课的尝试。
经过长时间的探索， 他们使 “电影配音
课”成了开展于课堂教学之外，却扎根于
课程之内的七中名片。 班级必选经典影
片和自选影片相结合， 学生小组合作参
与，班级展示成绩评比，优秀作品全校展
示，配音感悟英文写作大赛，配音花絮微
电影展示等环节，多层次、多角度地激发
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争抢角色起风波

听！ 五班二组的小伙伴们正在为各
自的角色争得面红耳赤

“我要配 Mr.Scrooge,我喜欢这个角
色！ ”“不行，那个人物神经质的大笑以及
夸张的语气还是我比较合适！ ”“啊？我表
演这个女仆？她的大喊太难模仿啦！ ”“这
个奶声奶气的小男孩小安来表演最合适
啦！ ”“好啦，我认为王业程的语调和神态
表演 Mr.Scrooge 最能入戏， 范子筝平时
的音调和音量和女仆不相上下， 小安肯
定能演好小孩，我说话比较慢，伙计刚好
适合我，你们觉得呢？ ”

最后， 组长的分析让每个小伙伴心
悦诚服，欣然停止了“争斗”，接受了各自
的角色，开始了愉快的合作。

潜心研究学问多

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分工， 学生们开

始研究台词。 他们发现原来英语表达“好
朋友”，可以有很多词汇如 my fine fel鄄
low, my buck。 表扬一个小孩， 主人公
Mr. Scrooge 用了不同的词汇，delightful,
intelligent，这使语言更有吸引力，并极大
丰富了他们的英语词汇。

除了英语学习受益以外， 学生们发
现他们对西方圣诞节的了解也进一步加
深了。 在圣诞节，除了家庭聚会，装扮圣
诞树，圣诞老人派发礼物，大家了解到这
一天的传统食物是火鸡， 传统节目是圣
诞欢歌。

走上舞台展自我

一个月的反复模仿体会，学生对圣
诞文化有了更深的体会 ，同时 ，他们发
现自己的语言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扮演
小男孩的学生小安 ， 刚开始组内练习
时，他是最沉默的一个，虽然对白只有 5
句话 ，但因为英语基础差 ，他不认识的
单词很多， 在排练时经常因为跟不上，
影响后面演员的配音。 不过，他的音质
跟影片中的小男孩很接近，组内小伙伴
耐心鼓励他 ，他也反复揣摩 ，用心演绎
每一句 ，在班内展示时 ，他由开始拿到
剧本时的不自信 ，英语磕磕绊绊 ，到后
来不用看剧本 ，不用看屏幕 ，就可以流
利地说出对白。 这些变化班内每个同学
都看到了， 而小安也沉浸于角色之中，
享受着配音带来的自信。 后来，他们小
组在全校舞台上的精彩展示获得了观
众的阵阵掌声。

一名学生在感悟中这样写道：“《圣
诞颂歌》教给我们的不只是英语，还教给
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 对我们来
说，受益的还有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以及
通过自己展示带来的自信与成功的体
验。 ”的确，英语电影配音课程在引导学
生知识文化学习的同时， 使他们学会宽
容，学会合作，进而体会成功，让他们在
掌握知识的同时， 使心灵得到滋养———
这些，正是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所在。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大连市开发区
第七中学）

“让海蓝浸润生命 ”是滨海学
校的办学理念 ，多年来 ，滨海学校
着力打造海洋教育文化，致力于开
发海洋校本课程，使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发展特长， 提高学习能力、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作 为 美 术 教 师 ， 我 不 断 思
索———如何研发一门让学生喜欢
并能实现自我价值的课程？ 在几经
摸索后 ，我结合学生的喜好 ，利用
身边资源，开发了“海洋贝艺画”这
门课程。

我班学生绝大多数是渔民、农
民和打工族的子弟，学生的家多数
在海边，由于海产品养殖是这一地
区的主要作业， 所以遍地是贝壳。
在学生眼中，由于司空见惯，他们总
觉得贝壳碍眼，不卫生。如何变废为
宝，激发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增强
学生的环保意识， 也成为我开发该
课程思考的因素。

我把自己的想法和美术小组
的学生进行了交流，并将上网搜索
的贝艺作品和学生一起欣赏，告诉
他们：这样的作品不久的将来会在
我们手中产生。 学生们惊喜异常，
似乎不敢相信 。 他们的激情与渴
望， 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就这样，
“海洋贝艺画”创作之旅开始了。

有了想法之后就是付诸行动。
我带领学生们拿着口袋，排着队来
到学校附近的海边， 捡拾贝壳、海
虹壳 、海蛎子壳 、扇贝壳 、海螺壳 、
鲍鱼壳、鹅卵石等。 回到学校之后，
我们把贝壳放到水盆里，用洗衣粉
浸泡、刷干净、晾晒、分类挑选装盒
备用。 接下来就是构思创作了。 学
生们根据贝壳的样子，挑选喜欢的
贝壳 ，想象适合做什么 ，然后进行
创作。 看他们叽叽喳喳地议论着、
描绘着 、想象着 ，一个个精妙构思
就这样产生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学生对于贝
艺画的制作，从平面到立体，不断变
化、更新，花样别出。 这个过程，锻炼
了学生双手与大脑的灵活性和协调
性， 让学生体会到了贝艺画的艺术
美；整个教学过程养成了学生专心、
细心、耐心等良好习惯和品质，迁移
到学习和生活中， 促进了学生的个
性发展。 现在，参加“贝艺画”课程的
学生经常会在其他同学面前施展技
艺，而且，每学期学校都会举行美术
作品展， 在学校的每个角落都能看
到“贝艺画”作品。 这些对学生形成
潜移默化的艺术熏陶， 逐渐形成了
独特的校园艺术氛围。

“海洋贝艺画”课程的开发与建
设， 让我们的海蓝文化更上一个台
阶。 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
海洋艺术创作课程会日趋完善，它
将引领一代又一代的滨海人关注海
洋、热爱海洋、开发海洋。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大连市开
发区滨海学校）

《圣诞颂歌》教给我们的不只是英语
□ 梁大秦

《南方周末 》刊
登了一位高二学生
的文章，题目是《学
生 眼 中 的 政 治 课
本》。 这位学生说 ：
“‘政治 ’ 对于我这
个高二学生而言 ，

显得遥远而抽象。 我本以为通过政治课本
能了解‘政治’，不料却读到几个表述相当
含糊、让人心生疑虑的案例。 ”接着他举了
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关于垂危老人心系
交还拖欠税款的事。 在介绍税收时，教材中
称，张大爷在病危时还心系拖欠的税款，直
到儿子交清， 大爷才安然离世。 这位学生
说：“我想， 一个垂危的老人挂念的不应该
是自己的子女和亲人吗？ ”他认为这个案例
似乎有违人之常情。 另一个例子是关于选
举的。 教材中这么描述：“某村村民一大早
就来到投票站，一位百岁老人让她 47 岁的
孙子把自己背到投票站。 ”这位学生说：“我

不怀疑此事的真实性， 但这些叙述中均未
点明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模糊的代称
（张大爷、某镇长候选人，等等），极像咱们
学生杜撰的‘好人好事’。 ”

在讲完两个例子以后， 这位高二的学
生做了一个小结：“我和我的同学即将成为
拥有选举权的成年人， 政治课本能帮助我
们学习政治常识，了解公共事务。 所以，建
议下回课本修订时， 请删减那些容易引发
误解的案例， 再添加一些不乏人间温情的
真实案例。 这样的话， 也许更多同学将变
‘要我学’为‘我要学’，并进而关心现实政
治。 ”他是在对教材“指手划脚”。但是，正是
这种“指手划脚”才最为客观、最为中肯，而
且是最具权威的评判。

这里涉及到教材编写中的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教材中的案例应当是真实的。
在学生心目中，教材是他们获取知识、认识
真理最可信任的来源， 教材对他们而言有
种神圣感。 他们坚信教材所提供的一切，绝
对是真实的，真实的内容将会像种子一样，
顽强地在他们内心生长。 可以说，真实就是
一种力量。 那位垂危老人交还拖欠税款的
事，我怀疑它的真实性，至少在剪裁、描述
中过滤了一些必要的背景和细节， 缺少必
要的交代，让人不太相信。 心生疑惑以后，
信仰会变得模糊起来，渐渐会发生动摇。

第二个问题：教材中的案例不应拔高。
教材传递的应当是正能量， 给学生以真、
善、美的感悟。 但是，正能量，恰恰来自人世

间最美好的东西。 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原
本是朴素的，不必加以修饰，更不能任意拔
高。 如果，那位百岁老人在家里，委托家人
代她投票，其间她可能说了一些话。 按照原
本的过程去讲述， 反倒可能影响学生。 拔
高，是另一种不真实，是一种令人可笑的虚
假，给人的恰恰不是真、善、美。

第三个问题，归结起来，教科书如何选
择材料。 教科书应从生活中、从史料中来选
择材料，但不是所有的生活中、史料中的材
料都可以作为教科书内容， 这需要一个认
真、严肃的甄别、筛选、判定、选择的过程。
这种选择的过程，既要依循教材的规定性，
又要依循教学目的和教学的语境， 更要依
循教材所要确立起的核心价值观。 当然，还
应依循学生的认知心理和发展需求。 千万
别小看当下的学生，他们是教材最具权威、
最客观的评判者、 审查者。 让学生对教材
“指手划脚”吧。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让学生对教材来一点“指手划脚”
□ 成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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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成就“海蓝梦”
———“海洋贝艺画”课程感悟

□ 姚建华 尹红艳

春日即景

暖阳高照 ，微风习习 ，校园东南一
隅的种植园内田成垄 ，菜成畦 ，春日的
空气中散发出泥土的芳香。 葱和菠菜复
苏得早 ，已是绿油油的一片了 。 一座绿
色的养殖棚内 ，天气转暖 ，肥嘟嘟的鸽
子飞落在棚顶的架子上 ，珍珠鸡的羽毛
雍容华贵 ，野鸡野鸭在觅食 ，几只贵妃
鸡正悠闲地散步。

这如乡下人家一般美好的校园景
观 ，是辽宁省大连市金州新区中长小学
校本课程实践基地———“植物园 ” 的春
日即景。

十年溯源

中长小学地处城乡接合部 ，有学生
900 余名， 其中 800 多人是来自全国各
地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剩余的学生多
是来自附近两个城中村的农家子弟。

十年前 ，因为学校重新建设 ，操场
南面闲置的三角地里堆积了小山般的
废沙土 。 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天天吸
引着学生们寻寻觅觅 ，乐此不疲 。 后来
我们发现 ，学生之所以喜欢这个地方 ，
是因为在大墙深处的潮湿地带聚集着
许多野生蜗牛 。 这些不显眼的小动物 ，
让学生们如获至宝 ， 给他们带来了莫
大的快乐 。 科学教师抓住这个有利时
机 ，因势利导 ，教 学 生 观 察 、研 究 、归
纳 、总结的学习方法 ，后来 ，还把科学
课移到了三角地里授课 ， 达到了意想
不到的效果 。

正是看到了这片土地的魅力 ，全校
师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课程的开发
与实践中来 ，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一
块平整的植物园被开垦出来了。 植物园
内的生菜、葫芦 、向日葵 、桑树给校园带
来了无限风光 ，也吸引着孩子们探索的
眼神 。 种植实践课上 ，他们把培育好的
葫芦苗一株一株移植到地里 ， 精心浇
水 、施肥 ，用图片和文字记录葫芦的长
势与形态 。 这种亲历实践的学习方式 ，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让他们乐于探
究 、乐于发现 ，在与植物的亲近接触中
快乐地学习。

后来 ，学校还从校外 “请来 ”蜗牛 ，
让学生亲手从植物园中采摘新鲜的生
菜叶喂养它们 ， 了解蜗牛的生活习性 ，
观察蜗牛产卵 、孵化 。 孩子们痴迷于生
命世界的丰富多彩 ，写下了千余篇观察
日记。 学校由此编写了校本教材《种植·
养殖》，汇集了科学学科种植 、养殖的成
功经验 ，而且 ，书中所有图片均来自学
生学习实践的真实场面。

“疯狂”养蚕

每年气温达到 25 度时 ， 学校开始
购进蚕苗 ，并设有专门的养殖室 。 在科
学教师的带领下 ，学生参与到养蚕的各
个环节 ， 详细记录了 “孵化—成长变
化—羽化—交配产卵”的全过程。 其间，
孩子们不仅要照顾蚕宝宝的 “饮食起
居”，而且要详细观察 ，仔细记录蚕的孵
化、行动、进食、眠起、蜕皮、结茧 、羽化 、
繁殖等全过程 。 对教师 、学生 、家长来
说，都是一个挑战。 值得欣慰的是，孩子
们通过自己观察 ，每天都认真写着养蚕
的记录 ，如今 ，孩子们的养蚕记录已经
堆满了科学教师的办公室 。 对儿童来
说 ，还有什么比让他们观察生命 、欣赏
生命 、了解生命 、亲近生命更让他们兴
奋的呢 ？ 孩子们看到蚕宝宝 ，都高兴地
捧在手里，甚至贴在脸上。

由于孩子们的养蚕热情高涨 ，学校
决定把蚕宝宝分发给他们。 在这段时间
里 ，孩子们与蚕宝宝朝夕相处 ，它们已
经成为孩子们生活日记中不可或缺的
好伙伴 。 在学校的走廊里 ，经常会有孩
子追着老师问 ：“老师 ，能给我个蚕宝宝
吗？ 我一定好好照顾它！ ”老师会笑着点
点头 ，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 。 热爱生命
的种子在孩子的心中萌发。 这种“疯狂”
的养蚕热潮 ，不仅培养了孩子们亲近自
然 、珍爱生命的情感 ，也练就了他们认
真负责的学习态度。

百“花”齐放

种植与养殖实践活动 ，影响了其他
学科的教学 。 语文课上 ，孩子们走进养
殖室和饲养棚内观察小动物 ，学写观察
日记 。 综合课上 ，孩子们又到植物园内
找春天 。 美术课上 ，学生们在植物园内
写生。 秋日，收获了成熟的粮食。 学生从
架子上摘下成熟的葫芦。 这些丰收的果
实再次激发了中长教师课程开发的热
情。 美术教师领着孩子们用收获的粮食
制作 “种子粘贴画 ”，师生拿起画笔在葫
芦上作画 。 音乐教师编排了舞蹈 《蚕之
舞》、《奂奂蚕韵 》，孩子们把养蚕切身的
理解表达在舞蹈里。

种植与养殖活动以独特的魅力走
过十年漫漫之旅 ，“生命世界 ”的课程内
容在种与养的实践中焕发出勃勃生机 。
做孩子们喜欢的教育 ，是中长小学所有
教师的共同追求。 孩子们的生命之帆在
这里起航 ，希望在中长小学读书的孩子
们会踏上成功的生命之旅。

（作者单位系大连市金州新区中长
小学）

种植·养殖：寻找“生命世界”
□ 秦连新 邹菊香

课程本应是饶有
趣味、不说教的。 “有
趣”本身就是课程的一
种价值取向和意义所
在。 如何让校本课程
的理念更遵循儿童的
认知规律？ 如何让校
本课程的实践更符合
儿童的兴趣爱好？位于
蓝色海岸边的几所学
校，正在做着这样积极
的尝试。大连：

蓝色海岸的
“有趣”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