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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绣我心
十字绣是一种古老的民族刺绣，

具有悠久的历史，我国许多民族日常

生活中都有十字绣工艺品。随着时

间的推移，十字绣在各种绣法的运

用、绣品风格、图案创作及装饰运用

等方面都有所创新。

为 了 使 学 生 手 眼 配 合 更 加 协

调，认识美、感受美、创造美，河南省

新密市新世纪学校开设了“十字绣”

课程。学习中，学生搜集、整理、分

析资料，制作首饰盒、花瓶等作品，

在一针一线中养成了认真、耐心、细

心的品质。

蒋书琴/图文

晒晒学习成果

课程图纸

课程观察·蔡可⑤

情境的三种“层次”

随着学习科学研究的进展，教育界已经普

遍意识到“多、快、好、省”地学习知识并不意味

着高效、有深度的学习，知识的获得、思维的培

养与学生的学习活动、学习环境不可分割地联

系在一起。因此，“情境”这一概念逐渐被引入

教育教学并得到广泛应用。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后，各学科高度重

视情境的作用，包括最抽象的数学学科也提倡

“创设合适的教学情境，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

生把握数学内容的本质”。

创设情境首先是为了让学生的情感与学

习内容产生共鸣。例如，有教师带着学生读

《傅雷家书》，提出了一个研讨问题：探寻我们

的“交友之道”。教师创设了这样一个情境：

在你的人生经历中，与朋友相交难免有一些

诉求败给了不可名状的“不好意思”。同学年

少，需要消除隔阂；畅想未来，需要绘制蓝

图。你是否要与谁说说话？请给“他”写一封

信。青春期的学生关注自我、关注与他人的

交往，在这个情境中，学生带着问题读书，问

题与自身成长密切相关，更容易与《傅雷家

书》“对话”。

的确，如果我们把学生的学习兴趣、情绪、

信心等问题搁置起来，剩下的只有效率、效果，

学生的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但是，以往教学中普遍采用的“创设情境，激发

兴趣”，有时只是把情境当成了教学处理的一

个环节，机械地接受学习加裹情境的“糖衣”，

情境只起到导入作用，更极端的做法是导入情

境与接下来的学习内容毫无关联。为此，我们

要考虑情境的第二层作用，营造真实的学习环

境。所谓“真实”是将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与自

我成长、社会发展紧密关联。学习者只有将学

科知识与自己的经验辨析、与外界交互并积极

将学习内容迁移运用，才能体现学科在个人发

展方面的奠基作用。

上述案例中的教师进一步要求：这封信不

少于 1000 字。在写信过程中要了解《傅雷家

书》书信体文章的特点；明确写作目的和读者

定位，把握自己的性格特点和理想，以交往和

成长为中心，注意行文层次；需要至少引用2-3

处从阅读中收获的观点或看法。这样的设计

将文体知识、写作知识、主题内容和情境创设

有机整合，情境中的问题提供了学生理解学习

内容的关键点，也增强了学生思维的深刻性、

批判性。

“学而时习之”的“习”，不只是练习，更是

实践。有效的情境创设包括重要的学习内

容，也包括学习内容与实践的一体化。学科

核心素养背景下，教学可以从知识本位再往

前走一步，走向融合知识的情境创设，进而引

导学生经历知识发现的过程，在问题解决中

自然习得知识。

对于复杂概念的深层理解，尤其是到了高中

学科知识难度陡增的时候，有效的学习需要更加

系统的设计。这时，我们要考虑情境的第三层作

用：将学科知识结构转化为学生认知结构。

一般我们说的知识是系统化的，学科知识

的结构、体系是数百年人们认知的结果，是专

家型的知识，我们把知识体系分解后当成学习

起点呈现给学生，抽离掉了知识结构形成的过

程，灌输与训练在教学中短时间看似最有效，

其实不然。高中课改更强调学科的育人价值，

学科知识并不是学习的终点，也并不等于学生

学习的路线图，教师应该将学科结构转化为学

生的认知结构，这就需要在教学中对知识进行

“解码”，重建知识产生的情境，通过学习活动

让学生自己建立对于知识的结构化认知。

此时的情境创设已不同于以往的情境导

入，而是站在课程的视角理解“情境”，从教学

环节走向整体的、综合化的学习任务设计。若

教师仅仅聚焦某个知识点，将“情境”理解为用

讲故事的方式拉近与学生的距离，看起来活跃

了课堂，但学生只是获得了零散的知识点，不

一定能够建立知识之间的有机联系。

整体化的情境创设要求教师具备全局眼

光，依据课程标准、围绕学科核心素养，创设

基于开放问题、复杂需求的情境，并以单元的

形式统整学科内容，考虑前后课时之间的关

联、不同课时在单元中的作用，着眼于知识的

育人价值，着眼于通过知识学习在学生身上

能够留下来的东西，这种留下来的东西才是

真正的素养。

情境的三种“层次”并非割裂，这里只是针

对实际教学中对情境的不同操作而做的概括。

教学中创设情境实质上是对学科本质的理解。

人是个性化的，也是社会化的，从情境出发，进

而在经验、社区以及文化的环境中实现教学转

向，这是更为迫切、深远的研究课题。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教育部高

中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核心成员）

唱响“明德之声”

音乐是人类的“灵魂之友”，学校音乐课程不应在唱歌、识谱后便戛然而止。广东省深圳市明德实验学校开设的

“明德周歌”课程，通过提供丰富多样的学习内容和学习途径，让学生认识和感悟音乐之美，走进不一样的艺术世界。

课程背景

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形态和载体，

音乐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满足人们的精

神文化需求，对音乐的感悟、表现和创造

是每个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国家必修音乐课程虽然为学生提

供了审美体验，但课时长度、课时数量、

课程类型不能满足学生需求。

学校开设“明德周歌”课程，作为音

乐课程的补充和延伸，弥补当下音乐课

延续性不够和面向群体局限等不足。

课程目标

面向全体学生，要求“人人有歌声、

天天有歌声、时时有歌声、班班有歌声、

处处有歌声”。

知识与能力目标：学生熟记歌词，

能够完整、顺畅、正确地演唱歌曲，做到

吐字清楚、节奏准确、音色优美；熟知一

定的音乐常识，掌握一定的演唱技巧，

提升音乐感悟能力；了解与歌曲相关的

音乐常识、音乐典故、音乐人物，并可以

声情并茂地讲述。

艺术培养目标：培养学生文明的仪

态举止和高雅的审美情趣。

德育渗透目标：培养学生良好的行

为习惯和学习习惯。

课程内容

《明德之声》是“明德周歌”课程的

学习读本，各年级一册，共六册。每册

按照月份编排主题，每个主题下有中文

歌曲两首。

该学习读本主题框架、篇章结构见

右表。

课程实施

课程采用“课程+活动/竞赛+评比”

的实施方法。

学生通过每天的周歌课、周歌作业

练习和学习，也可以在每周班会课、音

乐课上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还可以在

节庆活动如“艺术文化节”“合唱文化

节”以及期末或学期中的学科闯关中学

习和应用相关知识。

课程评价

评价原则。实践性原则：学生是否

会唱、会唱多少；过程性原则：每天、每

周进行跟踪评价；全面性原则：全程评

价课程学习，比如学生演唱周歌表现情

况，是否站立挺直，是否能大声演唱，是

否能与同伴友好合作等。

评价方式。四维评价：学生自评、

同伴互评、教师评价、家长评价；定性评

价：设计3个五线谱音符，通过涂色的方

式评价。合格获得一个音符，良好获得

两个音符，优秀获得三个音符；闯关评

价：每学期学科闯关中周歌是必闯的，

学校设置丰富有趣的关卡让学生进一

步熟练演唱周歌；活动评价：每年“艺术

文化节”和“合唱文化节”，周歌作为班

级参赛必选曲目，按照比赛评分标准进

行评价。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明德实

验学校）

□王 干 一天早晨，有个学生兴致勃勃地跑到我面前说：“徐老师，

甘蔗成熟了！”然后蹦蹦跳跳地走开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是

怎么回事，旁边同事提醒我：“学生的言外之意是可以开始蔗

糖制作综合实践课了！”

我恍然大悟，原来学生对“快乐农场”综合实践课程有如

此浓厚的兴趣。

几天后，我们带领学生到甘蔗种植基地研究成熟甘蔗的

特性。学生们有的用尺子测量甘蔗长度，有的数甘蔗的节数，

有的计算甘蔗成长的周期，忙得不亦乐乎。

虽然是科学教师带队，但学生要完成不同学科的学习任

务。数学教师要求学生以10天为一个周期，记录甘蔗从幼苗

到成熟的数据，并制作关于甘蔗长度、周长与成长时间的折线

统计图。语文教师让学生写观察日记，并要求学生结合搜集

的甘蔗的历史材料，制作一张图文并茂的手抄报。

虽然是带着任务去学习，但学生们仍然开心，特别是在作

坊体验制糖的环节。

学生一边做一边听酿糖师傅介绍：“先把甘蔗放到榨汁机

里，然后把榨好的甘蔗汁放入一字排行的一口口锅里，再用大

汤勺把锅里的漂浮物捞出来放到前面的一口锅，填满最后一

口锅后，再将一篮篮的麻花放入锅内，红糖麻花便做好了。

压榨取汁、加热澄清、冷却结晶，每一个环节学生都做得

有板有眼。

“老师，我嘴巴烫到了！”一个学生突然喊道。原来，这个

学生竟然在澄清阶段偷吃蔗糖，烫到了嘴。一旁的酿糖师傅

笑着说，孩子们，澄清阶段蔗糖内部温度很高，不适宜食用，一

定要等到冷却以后才能吃。学生们听得认真，连连点头。

这时，有学生拿出查到的资料与大家分享红糖的用途：红

糖老少皆宜，可以舒筋活血、驱寒去湿，是滋补品、调味品，也

是具有良好药效的土药材。

蔗糖制作是学校“快乐农场”综合实践课中的一个系列，

课程开设以来，学生们牵牛耕田、采茶、榨油，在菜地里写生、

在作坊里制作蔗糖，掌握了一项项农活技巧。而且每次学习

结束，带班教师都会收到学生的精彩日记：“原来番薯是长在

地下的”“一粒米需要100多天才能长成”……这次也不例外，

有学生写道，“每次泡糖水，喝不完的都会倒掉，今天才知道制

作成品糖要经过这么多步骤，我再也不浪费了”。

学生发生转变，最高兴的总是教师。此次带班的科学教

师也在随笔中写道：在测量记录的过程中，学生的协作能力得

到了提升，不需要教师再苦口婆心地教他们如何合作，学生自

己分工明确，记录的数据也很真实。看到他们满脸笑容，我都

不好意思打扰他们。

待到甘蔗成熟时，相信像蔗糖制作这样的综合实践课，学

生们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常山县芳村小学）

课程故事

待到甘蔗成熟时
□徐德飞

我国最早记载甘蔗种植的是东周时代，战国时代人们已

经可以对甘蔗进行加工。对于这样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传

统工艺，农村学生却很陌生。为了改善学校的教育教学，同

时增强学生对家乡的认同感，学校开设了“快乐农场”综合实

践课程。

蔗糖制作是“快乐农场”综合实践课程中的一门课，以研

究甘蔗习性和蔗糖制作为内容，学生测量甘蔗长度、制作甘

蔗成长折线图、了解甘蔗性味、体验蔗糖制作流程。

这是一门将多学科知识进行融合的整合课程，科学教师

注重提升学生探究能力，数学教师培养学生记录数据、分析

数据的能力，语文教师则侧重提高学生写作和感悟能力，不

同学科教师用不同任务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其实，除了蔗糖制作课程，“油菜地里采风”“重温悯农”

“清明果制作”等都是学校的重点课程，也是让学生“懂农”、

懂生活的一个载体。未来，学校将进一步完善课程设计，帮

助学生找到学习之乐、生活之美。

（作者系浙江省常山县芳村小学校长）

生活是最好的学习载体
□甘亚军

校长点睛

一门课程，一般要有“学知、知用、

用能”3 个实施阶段。“学知”即知晓所

学内容之理，也就是知识掌握阶段，属

于基础课程范畴；“知用”即学以致用，

属于拓展课程范畴；“用能”即在学习和

生活中加以应用，在应用中生成或提高

能力，属于探究课程范畴。

一门课程的完整实施应该由“基础

课程+拓展课程+探究课程”组成，缺少

任一课型其结构都是不完整的。

“明德周歌”课程是音乐课程的拓

展课程，在许多方面都有创新之笔。

凝聚多种资源。周歌是纽带、是磁

场，凝聚“不相干”的人和事参与到课程

与教学中，助力学生成长。

将教学内容与形式有机融合。“明

德周歌”课程中，活动即内容，而且不同

活动能够彰显学校教育的不同内容，比

如“每周一歌”活动形式体现了德育

内容。

此外，系统、完备的课程评价体系

也确保了课程实施的有效性。

“小荷才露尖尖角”。“明德周歌”课

程“含金量”高，代表了未来课程的发展

方向，如果在以下 3 个方面继续完善、

优化，会更系统、更完整：

第一，尝试线上线下同步实施的混

合式教学统领课程实施。

第二，继续拉长课程链条，构建探

究 课 程 ，使 音 乐 课 程 的 实 施 课 型 更

完整。

第三，以音乐课程为核心，在内容

和形式上整合多个学科，构建跨学科的

课程结构，实现点、线、面的精准结合。

本月点评嘉宾：

洛阳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欣

课程实施的完整链条
上学期

时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主题
感恩

我爱我家
朋友

激情飞扬
最炫民族风

下学期
时间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主题
成长

大自然
环球音乐之旅

经典怀旧
快乐童年

主题

结构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框架
课题
导语

正文

分类
曲名
导语

歌曲曲谱
音乐探宝

音乐人文

音乐心语
课程评价

内容
根据每月主题精选的歌曲曲名

用主题意义深远的话语开启每首歌曲的学习
歌词与简谱的呈现

关于歌曲的各类知识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音乐名家名言
学生自评、同伴互评、教师评价、家长评价

音乐符号及音乐小故事
音乐符号及音乐小故事
西洋乐器及音乐历史
民族乐器及音乐历史
音乐大师及音乐流派
音乐名家及音乐流派

篇章结构

学生十字绣作品学生十字绣作品““首饰盒首饰盒”” 学生十字绣作品学生十字绣作品““花瓶花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