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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课程整合成为许多小学探索
教学改革的重点，无论是重庆市谢家湾小
学的“小梅花”课程，还是北京市亦庄实验
小学的“全课程”，或是我所在的合肥市屯
溪路小学的“主题课程探索”，都是运用“整
合理念”推行学校课程建设。但是，探索者
必须对一个问题有所思考和解答——课程
为什么要整合？
回答好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因为需要
对两个基本概念作出基本判断，一是“课
程”，二是“整合”。
关于课程，不妨从美国教育学家古德
莱德关于课程的五个纵向层次的角度思
考，他认为课程分为理想的课程、正式的
课程、领悟的课程、实行的课程和经验的
课程。这样看来，许多小学所做的课程整
合是在领悟的课程和实行的课程层面做
探索。
关于整合，一般情况涉及三种形式：量
的增加和减少、内部结构的调整、运行方式
的转变。
综合以上两个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
课程整合并非是反对国家正式的课程，而
是依据正式的课程对其在“领悟”和“实行”

通过日常对儿童学习的观察和研究，
我对此观点非常认同。儿童眼中的世界是
什么样子？比如“一颗种子”，有可能语文
课程观察·陈 罡
教师在课堂会拿这颗种子让孩子们写一篇
文章，让他们谈谈对种子的认识；数学教师
会带着孩子们测量种子的重量、周长和面
积；英语教师会带领孩子们学习种子的相
关单词、文章；科学教师会让孩子们认识种
子的构造，观察种子发芽的过程并记录。
但是，这几门学科之间是没有通道的，
层面进行的一种“校本化改良”。那么，为 心理健康教育、廉政进校园、普法教育，甚 割裂的问题？很自然地，
“ 整合”就进入了 几个学科的教师即使是在教同一个事物，
什么小学要进行“校本化改良”呢？
至还有预防艾滋病教育，这些课程还配发 校长和教师的视线，通过对三类课程内容 在传统的分科教学中也很难互相整合，这
第一，基于对学校现实“朴素的批判”。 了读本或教材，配套的还有检查和评比。 和结构上的调整，以及在运行方式上的探 就造成了儿童“盲人摸象”般仅仅能够认识
首先是“分科过早”。儿童在幼儿园的 统计显示，许多学校一、二年级开设的各 索，实现既完成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要求 事物的某一个方面，而缺乏对事物的完整
学习是不分科的，主要是游戏活动、生活活 类 课 程 已 达 10 门 以 上 ，小 学 生 往 往 无 法 和评价，又能将校本课程整合其中，实现 认识。
动和学习活动三大领域，而且是采取“主题 应对。
“1+1>2”的实践目标。
事实上，儿童认识世界一定是从一个
学习”的方式进行。但是孩子一旦进入小
再次是“内容割裂”。各科教材按本学
第二，为了让学生认识“完整的世界”。 个完整的事物开始。在儿童眼中，那就是
学，学习就立刻分成了 6 门以上的学科，造 科知识逻辑体系编写，学科之间缺乏勾连、
美 国 教 育 改 革 领 导 者 约 翰·霍 特 在 一颗种子，或者说儿童首先看到的是“一颗
成了许多儿童对学习的不适应。
内容割裂，存在严重的“壁垒”现象。教师 《孩子是如何学习的》一书中写道：
“ 孩子 种子”这样一个事物，然后在大脑和经验中
其次是“科目过多”。学校课程建设 之间也是如此，一般不会关心自己所教科 们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可能很神秘、难 形成“种子”这样一个完整的概念。基于
面对的不仅是要开足开齐国家课程，还要 目之外的学科教学状况，甚至有时跨学科 以理解，但依然是一个整体。他们不会像 此，儿童接下来对“小类别”的学习才会更
想方设法开设地方课程、研发校本课程， 听课、评课都被认为是没有意义的，这就直 我们成年人那样把世界分割成密不透风 有意义。
最让校长和教师头疼的是，还有许多其他 接造成了“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现象。
的小类别，他们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通向未
（作者系特级教师、安徽省合肥市包河
部门要求推行的专题课程，如国防教育、
如何解决分科过早、科目过多和内容 知世界的路。”
区教体局副局长、屯溪路小学校长）

课程为什么要整合

课程图纸·手绘艺术插画课程
插画最早被用作插图出现在文集等出版物之中，如今被广泛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陕西省
安康市高新中学自建校起就开设了手绘艺术插画课程，学生充分发挥想象，运用彩色铅笔进行绘
画，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头脑，开阔了心智。

课改笔记

在家学科学，
并不遥远

以插画感悟人文

□ 何玉龙
□ 江歌平

课程目标

动物主题：彩色铅笔的色彩艳丽与
工笔动物在形体结构和个体细节相结
针对初中生、高中生不同的接受能 合，重整体、抓特征、传精神。同时，允许
力进行分层教学，初中生重在作品临摹 夸张变形，表现学生的自我个性，引起观
和创造力的培养，高中生重在实物写生 众的共鸣。
和设计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的创新意
风景建筑主题：首先，教师要教会学
识，加强学生的想象丰富性。
生对基本透视原理有所把握，如建筑绘
通过绘画教学实践，让学生善于发 画中平行透视、成角透视的变化规律，近
现随处可见的绘画题材，运用形、色、肌 大远小、近实远虚；距离越近，明暗对比
理、明暗等美术语言，用彩色铅笔或多种 越强，冷暖对比越强，色彩纯度越高。其
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完成作品，引导学生 次，要教会学生区分主次，整体画面应该
有个性的表达，传递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是主次结合、虚实结合，处理好风景画中
通过课程学习，丰富学生的课余生 近景、中景、远景三个层级的景物，增强
活，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提高审美能 画面的空间感。最后，根据整个画面的
力，培养文化生活的兴趣与热爱生活的 形式美感，有意识地对景观进行组织归
态度。
纳、添加或舍弃。
人物主题：学生先了解人物头部各
部分形体之间的比例、动态、高低、前后
课程内容
关系，如三庭五眼，充分理解形体构成规
课程内容分为 4 个方面：彩色铅笔 律，再进一步确定人物的具体特征，科学
技 法 的 基 本 练 习 、彩 色 铅 笔 的 色 调 与 分析人物的形神，明确人物表情及精神
质感的表现技法练习、临摹大师作品、 特征。
自主创作。
设计主题：将学生头脑中形形色色
内容安排。从植物到动物再到风景 的物体进行构思并形象化，再进行选择
建筑、人物、设计，由简到难，由静态物体 加工处理，将传统素描技法与设计素描
到动态物体临摹和写生，有针对性地培 相结合，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养学生自主绘画设计能力，其中风景建
筑、人物、设计类型绘画较难，高中生涉
课程实施
及较多。
内容框架。植物主题：学习以花朵
选用飞乐鸟图书里具有代表性的画
盛开时的状态为主。植物的四大绘画要 稿让学生进行临摹。
点分别为花瓣、花蕊、叶子、枝干，尽管植
植物主题：教师以头状花序类的荷
物造型各异，但只要抓住这几个要点，植 花和玫瑰花为例，让学生临摹。叶片的
物的绘制就会变得十分简单。
纹 理 是 横 出 平 行 脉 ，茎 的 形 态 是 直 立

茎。画花瓣的纹理时，要求学生运用均
匀大色块笔触，画叶片时运用平行线条
组的纵向条纹，同一种花卉将运用多种
颜色进行创作，注意颜色的交界线要清
楚，不同颜色的明暗关系要一致，最后利
用阴暗呈现花卉的立体感，花朵间主次
关系表现画面的层次。
动物主题：教师以小狗或小鸟为例，
让学生进行临摹掌握。首先，学生绘制
铅笔稿，确定基本比例和构图，再用高光
笔或使用完的中性笔在图中白色毛发的
地方用力画，给毛发或胡须留白。学生
铺设原画稿中最浅的底色，顺着毛发生
长的方向大胆上色，运用平行长组线条
或短组线条，注意动物的毛发不能大面
积雷同，应顺着毛发方向多留些笔触。
最后，教师强调一些重点的毛发，要求学
生胆大心细、一气呵成。
建筑风景画：教师选用具有代表性
的成交透视的建筑画、层次分明的风景
画，让学生进行临摹，注意图中透视关
系、虚实关系、明暗关系，确定主色调后，
再深入刻画重点。最后，教师调整画面
的整体光源关系，让学生通过临摹掌握
其中的规律技巧，可自主选择喜爱的风
景画进行临摹或写生，鼓励学生自由发
挥，可将彩色铅笔与钢笔、水粉或马克笔
等工具结合运用。
人物主题：教师以飞乐鸟的捧花少
女为例进行临摹，学生用铅笔轻轻在画
纸上将人物造型画正确，用水彩淡淡铺
一层脸部淡黄色底色和头发的深灰色底
色。待画面晾干后，用肉红色、红橙色、
赭石色、黑色、蓝色、紫红色的彩色铅笔

绘制面部轮廓及五官，加深立体感。在
画头发之前，学生用高光笔或自动铅笔
的尖在画纸上重重的划出头发的走向，
再用浅蓝色画出头发的高光处，用赭石
色和红赭色铺设一层底色，然后用黑色
刻画出头发的整体大色调和方向。最
后，统一协调整个画面的色彩关系，使画
面色彩和谐统一。
设计主题：临摹或借鉴大师的作品，
提高学生的创造能力。该题材将人物、
动物、文字纹、几何纹经过夸张变形，提
炼组合在一起，非常讲究画面整体的协
调和美化效果。教师要求学生将素描、
色彩与设计结合起来，进行夸张变形，彰
显个性。同时，彩色铅笔可与其他工具
配合使用，比如与中性笔结合，利用中性
笔勾画出空间轮廓，运用彩色铅笔着色，
打造出装饰画的效果；与马克笔结合，用
马克笔铺设画面的大色调，彩色铅笔进
行深入刻画，线条感强；与水彩结合，使
画面既具有色彩流动感，又具有线条的
美感，画面色彩丰富重叠。

课程评价
表现性评价：针对学生的不同个性、
不同接受能力，在学习过程中对其知识、
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行综合评价，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评价形式多样：教师评价与学生自
评、学生互评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
价相结合；举办校级或市级画展，让学生
和家长参与评价。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安康市高新中学）

晒晒学习空间

无边界开放式阅读空间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府中学打
造无边界开放式阅读空间，变原本封闭
式阅读房间为开放式阅读空间、变封闭
式教师管理为开放式学生自主管理、变
个体型阅读为分享型阅读……学校重
新规划整个校园，将阅读空间增至约
1000 平米，读书位增加到近 300 个。
学 府 书 苑 设 计 素 简 ，共 有 两 亭 一
阁，两室四门，划分主题阅读区域，是一
个扩展性、综合性空间，琴棋书画尽在
其中。
临田径场有书苑四门：明德、明理、
明志、明心。
书苑内设两亭：北亭名“悠然”，南
亭名“怡然”。
两室：一为琴室，名“琴韵”，一为书
画室，名“清心”。
一阁：为“弈趣阁”。
书苑之美，自然在书。在这里，学
生将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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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时候，学生在学习科学课过程中，
往往从观察现象、动手实验出发，经过形象
思维和抽象思维形成概念和规律，然后再
回到实践中进行检验和运用，是“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而
让学生动手做实验，可以有效开发学生智
力，提高科学素质，培养对科学实验的探究
欲望。基于此，学校不妨开发家庭实验室，
即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家庭为活动地
点，以实验、观察、制作为主要方法开展研
究性学习活动，培养学生的科学意识、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
家庭实验室符合学生科学探究的年龄
特点。科学探究符合青少年的天性，在玩
中学、在学中玩。这种学习方式将抽象的
物理规律变得生动具体，学生看一看、做一
做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有效提高了学习
效率。家庭实验室延伸了学生实验探究的
时间和空间，使学生有更多机会动手、动
脑，减小了学习科学知识的难度。与传统
的接受性学习和训练性学习相比较，实验
探究性学习具有更强的问题性、实验性和
开放性，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为主动。
家庭实验室符合科学探究本身的特
点。由于学生在学校的时间有限，学习的
科目多，有些实验无法在学校完成。这就
要求教师充分利用家庭实验室资源，开展
一些生动有趣的科学实验，如《观察蚯蚓的
身体》
《水在什么温度时结冰》
《声音是怎样
产生的》
《点亮小灯泡》
《种子发芽的实验》
等具有小制作、小实验性质的实验，让学生
在家庭实验室有充分的时间进行实验，可
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家庭实验室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好
基地。实验设备的自制是家庭实验室建设
的最好方式，一是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创造能力；二是可以使实验室更有特
色；三是可以节约大量的经费；四是实验室
设备更具实用性。比如，测量力的弹簧秤，
学生可以找一些螺旋形状的弹簧，一块木
板，自制弹簧秤。通过自制过程，学生可以
学习弹簧秤的原理，经过绘制刻度，培养严
谨、认真的科学精神。又如，电学中小灯座
也可以自制，找一块小木板和一根较粗的
铜线，将铜线做成螺旋状，再穿在小木板上
固定，留出两个接线头，灯座就做好了，用
小木盒装上干电池就是可用的电源。只要
学生动脑筋、勤动手，便可以制作许多实验
设备。
家庭实验室的建设要采用变通的办法
添置设备。有时小电动机、电流表不易买
到，可搜集报废的仪器仪表，比如汽车上的
电子仪表就是电流表，只需把表盘上的刻
度值改为电流值即可，其数据的校正可请
科学教师帮助。有了电流表，电压表也可
由电流表改造，学生若不会可以请教师帮
助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可以学到许
多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由于学生技能的不断提高，对现有设
备的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时需要对
现有设备进行改造升级。随着家庭实验室
的建设，培养了学生的科学兴趣和科学素
养，创造力、想象力也得到提升。
家庭实验室建设是学生自主学习的需
要，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阶梯，是培养学生
科学精神的场所，需要师生、家长的合作，
这就要求科学教师创新实验教学方法，把
解决实验教学难点和调动学生积极性、创
造性相结合，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作者単位系四川省北川羌族自治县
永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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