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美好课程】编发学校某一个
课程或某所学校的课程实践，3500 字
左右。

【课程图纸】与学校课程的报道相
比，此栏目呈现学校的课程方案，3000
字左右。

【教室叙事】聚焦班本课程建设和
班级管理，其中班级管理的内涵涉及
学生行为、学生心理等课程性指导，真
正让教室一头挑着课程，一头挑着生
命，1500 字左右。

【向谁提问】提供学校间跨地域交
流，打破沟通围墙，让学校之间就课改
的相关问题展开互动，欢迎提问。

【文化宝丽来】用图片展示学校文
化的一隅，来稿请配文字解读。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称
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征 稿

落 叶
□鲁 慧

秋天来了， 落叶成了最美的一道风
景，这样的美景孩子们能否感受到？

“我们去感受一下秋天的落叶吧！ ”
带着满心的期待，我们开始了为期两周的
体验。 在不同的时间段，我带着孩子们去
校园中感受落叶。

“树叶在风中飞舞就像一只只蝴
蝶。 ”

“树叶落下来时，在空中打了一个旋
儿，飘飘悠悠地落在了地上。 ”

“风来了，把地上的树叶又吹到了空
中，呼呼作响。 ”孩子们坐着、躺着，兴奋
地与我分享着自己的观察和感觉。

一阵大风吹来。
“哎呀！ 风可真调皮，让落叶模糊了

我的双眼。 ”
孩子们诗一般的语言 ，让我不禁为

之动容 ， 而大自然的秋天又是怎样的
呢？ 周末，我带着孩子们一起走进大自
然 ，感受秋天的美好 ，并采集自己喜欢
的落叶。 回到教室 ，孩子们兴奋地分享

自己采集的落叶 ，“圆的 、 扇形的……”
在这节科学课上 ，孩子们通过自己的感
官 ，看一看 、摸一摸 、闻一闻 ，感受着自
己搜集到的落叶 ， 感受着落叶的美 ，了
解树叶的形状、分类和用途。

体育课上，孩子们化身为风，把树叶
顶在头上，插在头发里，快乐地奔跑着。

带着这样的感悟 ， 伴随着班得瑞
《The Wind of Change》的响起 ，“沙沙

沙 ， 起风了 ， 现在我们是奇妙的落叶
啦 。 ”我和孩子们一起化身为落叶 ，随
风起舞 。 “我们随风飞舞 ，悠悠地飞起
来 ，转啊转啊 ，转圈圈 。 突然停下来 ，层
层 地 叠 起 来 。 呼———一 阵 风 吹 来 ，
忽———一地飘向远方……”带着自己身
体的体验 ， 带着自己为期两周的观察
和感觉 ， 我们走进绘本故事 《落叶跳
舞 》，然后用自己搜集到的树叶进行创

意树叶贴画 ， 一幅幅作品呈现的是孩
子们生命的感受 。

两周的学习融入了语文 、 体育 、美
术、音乐、科学各个学科 ，秋天的落叶走
进了孩子们的生命。 这是一年级主题教
学中的落叶课程， 学科间融合也是主题
教学的要素， 改变了分学科带来的碎片
化学习。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在 《教育的目
的 》一书中指出 ：要根除各学科间的那
种致命的分离状态。 教育应该从儿童出
发 ，从儿童的需求出发 ，让儿童以自己
最喜欢和最能接受的方式成长。 主题课
程不是单纯的课程加减 ，不是所有学科
的叠加 ， 不是单一的教与学方式的改
变 ， 而是希望通过课程整体综合的变
革 ，从根本上改变教育生态 ，关注生命
的成长 。 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感悟生
命的价值和意义，幸福地活在当下。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
下池小学）

教室叙事 围观小蜜蜂中队①

教室是课程发生的地方，也应是学生心灵受到呵护的地方。河南
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的“心教育”主张，不仅表现在教师随时随
地对学生精神的关注，更表现在课程教学之中。周刊将在两期的叙事
中，分享西下池小学教师的教育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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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提问

泥火中的人生

文化宝丽来

赋予树叶“第二次生命”
湖南省桂东县沤江第二完全

小学积极拓展教育资源，师生就地
取材，将一片片树叶变成一幅幅灵
动精美的绘画作品，构建起“叶子
课程”。

师生利用树叶叶片的自然形
状、色彩、纹理、茎脉和褶皱，在树
叶上随类依势作画，赋予树叶以灵
性和韵味。 在树叶画创作过程中，
学生们构思独特，线条细密，复杂
的制作工序使他们的灵感得到激
发，心灵得到沉淀，审美得到提升。

郭满平/摄

我答：我认为，班本课程评价方法
应为以下几个方面。

评价内容： 对学生评价包括是否
主动参与，学习时的表现，比如是否积
极交流，有无丰富的情感体验等。

对教师评价包括备课、 上课情况
及个人反思，是否让学生满意等。

对课程评价包括是否有课程纲要，
并具备以下几方面的课程基本要素。

课程性质与价值：课程性质主要
是讲清楚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程，如
综合课 、活动课等 ，指出与其他课程
的关联；课程价值要指出课程开发的
意义。

课程目标： 要体现教育目的和学
校核心理念， 依照学校课程总体规划
设计，直指学校核心素养体系，体现班
级理念文化和班级特色。 课程目标宜
全面、贴切、简明、清晰，体现“知识与
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三维目标。

课程内容： 可以是纸质的、 电子
的，还可以是活动设计等。 与校本课程
相统筹，紧密联系班级实际，与学生年
龄特点相适宜，要有重点、难点要求。

课程实施： 有明确的学习主题与
活动安排，如课时、地点，执教者安排，
教与学的方式等。

课程评价：帮助教师改进课程，达
成目标，让学生更好地表现自己。

评价类型： 建议采用发展性评价
和过程性评价。

评价主体： 本班学生在评价工作
中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班主任，也可
以邀请任课教师、其他教师和家长。

（山东省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
副教授徐洁）

我问：近年来，不少学校进行
了以学科整合为基本特征的课程
改革，目的是让学生从繁重的学
科课程中解放出来。但是，有的学
校课表上已完全不见语文、数学、
体育等传统课程名称，该如何看
待这个问题？

（四川省成都市双林小学教
师王维令）

我问：如今，许多教师都在开
发特色班本课程。但是，目前对班
本课程评价没有相应的标准。请
问，班本课程该如何评价？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娄葑
实验小学教师钱柳）

课程背景

学校建立伊始开创了“阳光城”综合
实践基地，开设各色综合实践课程。 在师
生共同努力下， 陶艺课程以兴趣小组活
动形式出现，深受学生喜爱。 部分高年级
学生初步掌握了陶艺的基本知识和相关
的制作技能及方法， 有许多学生已经能
够自主完成作品， 在校内进行多种形式
的陶艺展示。

课程目标

总目标 ：通过对陶艺的学习欣赏 ，
尝试陶艺的工具 、材料制作过程 ，体验
陶艺学习的乐趣和方法 ， 提高学生的
欣赏能力和创作能力 ，激发创造精神 ，
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陶冶审美情操 。

子目标：
A. 学习和运用揉、团、搓、捏、接等

方法自由改变形体， 激发学生探索陶土
塑造新方法的浓厚兴趣。 通过眼、脑、手
三方面的协调，使学生的创新意识、创造
思维、实践能力得到提高。

B. 通过对民间陶艺和现代陶艺作
品的欣赏，激发学生创作的思维和灵感；
通过设置富有生活情趣的创作主题，引
导学生在自由轻松的创作活动中陶冶性
情，提高学生对事物的观察力、空间想象
力和形象创造力。

C. 通过资料的采集与整理、问题的探
讨与分析等学习体验，以及对泥料黏合、色
彩处理、焙烧温度、陶坯保护等知识和技能
的初步认识和尝试活动， 让学生在艺术创
作活动中萌发科学技术精神。

课程内容

知识与技法
欣赏古今自然景物和艺术作品， 尤其

是陶艺作品， 让学生通过欣赏获得审美感
受，并用语言、文字表达自己的感受。

了解有关陶的发展历史， 陶瓷的生产
过程以及陶艺制作的成型手法、材质要求、

工具设备、制作步骤、技巧技法等。
多视角欣赏陶艺作品， 了解作品的

内涵， 感受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精
神，崇尚文明，珍惜优秀的民族艺术与文
化遗产。

应用与创作
陶艺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

性， 强调学生的亲身经历和动手操作，将
陶艺知识与技法转化为操作技能，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及文化艺术素养。 同时，学
习的过程应是创造的过程，是批判、选择
与质疑的过程， 是认知和体验不断加深、
新的构思不断生成的过程。

学习设计的基本知识、原理和方法，
自由运用各种辅助材料和工具进行创
作，提高思维能力、动手能力 ，培养创新
意识。

了解艺术形式美感与设计功能的统
一，提高对生活物品和周围环境的审美评
价能力，培养热爱生活的情感。

养成事前预想和计划的行为习惯，以
及严谨的工作态度。

陶冶与赏析
陶瓷艺术源远流长 ， 通过赏析 ，让

学生感受陶艺作品的艺术美 ，提高鉴赏
能力。

从“民间陶艺”、“现代陶艺”和“学生
陶艺作品” 三大板块构成的陶艺欣赏中，
领略陶文化的博大精深。

学生在游戏式造型活动中感受泥性，
体验不同效果。 能运用对称与均衡、节奏
与韵律、对比与和谐、多样与统一等原理
进行陶艺造型活动，培养想象力和造型表
现能力。

活动与探索
通过综合性陶艺活动， 引导学生主动

探索，将陶艺课程与其他学科相结合。 以个
人或集体合作的形式发挥个性、学会合作、
体验探究。

了解陶艺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差异与
联系，灵活运用各学科知识，设计探究性
活动方案，开展综合性美术活动。

了解陶艺与生活的密切关系，提高综
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开阔学生视野，拓展想象空间，激发

探索未知领域的欲望。

课程实施

教学建议：将陶艺校本课程的总目标
落实到每一节课，在教学目标设计上，努
力体现全面性、层次性、拓展性和灵活性。

在设计教学目标时应注意：创造性使
用教材，把“用教材教”的意识贯穿于陶艺
课目标设计和达成的全过程。

尽可能用表现性目标表达需要长期
积累才可能实现的目标，不设置一节课就
能学会某一种技能的目标。

让实践性学习方式贯穿陶艺学习的
全过程。 陶艺教育中，教师要根据学生的
年龄、情感和认知特点，组织丰富多彩的
活动，比如组织学生动手操作 、参观 、访
问、考察探究、合作交流等，让学生在有意
义的活动中领悟陶艺的独特价值，认识陶
艺表现的多样性以及对社会生活的独特
价值。

注重信息技术与陶艺课程的整合 。
现代信息技术的运用能进一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 能针对学生的差异调整教
学内容和进度，提高学习效率；能为学生
提供更多的陶艺信息， 能为教师提供更

多先进的教学手段。 教师在教学中应努
力运用各种音像资源、 计算机软件和网
络等教育技术手段，致力于教学方式、学
习方式、 师生互动方式以及内容呈现方
式的变革。

课程评价

陶艺课程的教学评价，是了解学生的
实际学习和发展状况， 以利于改进教学，
促进学习，提高学生的陶艺素养。 因此，评
价主体应多元化，特别要重视学生的自我
评价，帮助他们树立信心、发现自我、学会
反思、自我改进。 评价的内容要全面，涵盖
陶艺素养的各方面，特别是学生在审美能
力、创造意识以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
的变化与进步。

评价方法应多样化，尤其应“自我参
照”，要以学生已有的发展基础为评价标
准。 评价的时机应全程化，不能仅在学习
过程结束后再进行， 必须伴随学习全过
程。 教师要随时关注学生在课堂或活动
中的表现， 及时给予适当的鼓励及指导
性评价。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淮
河小学）

□俞 林

陶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锻炼学生的意志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
造精神，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淮河小学将“陶艺”列入校本课程，积极开展陶艺课程的开发与实践，让学生在参观、创
作、游戏中激发质朴的泥土情怀；在学习、实践、创造中发展多元智能，提高综合素养。

课程图纸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陶艺课程

我答：从广义上讲，课程整合是针
对教育领域中各学科课程存在的割裂
和对立问题，通过多学科的知识互动、
综合能力培养，促进师生合作，实现以
人为本的新型课程发展。 课程整合涉
及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资源以及
课程实施等方面， 从而促进课程整体
的变革。

课表上看不到语文、数学、体育等
传统课程名称，不仅将传统的学科“更
名改姓”，还大刀阔斧地“倒腾”了各个
学科，整合出全新的教学内容。这对于
某一所学校来说， 之前是否做了全面
科学的研究， 是否是成熟而负责的教
学举措？

无可非议， 将各学科重新整合，以
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对于减轻学生学
业负担、改变教学模式、提高学生学习
兴趣均有积极意义。 但就目前而言，学
科整合处于摸索阶段，不少学校的做法
是将两种或两种以上学科融合在一堂
课进行教学。

国家课程是自上而下由国家负责
编制、实施和评价的课程，协调了国家
发展需要和学生发展需要两者之间的
关系，具有整体性，这是其他任何课程
不能代替的。因此，学校课程自主改革
可以利用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 结合
自身特点进行整合尝试。 我们需要有
改革的意识和魄力， 但也不能一味地
排斥传统，知识的系统和完整，也是教
育目标的一部分。

（浙江省宁波市绍成小学校长乐军）

学生在制作陶艺作品“我的爷爷乐淘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