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周刊课改研究
建 设 课 程 推 动 课 改

6版
2019年1月9日

一线动态

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家庭也有实验室
本报讯（通讯员 谢鸿锴） 在

日前举行的杭州市青少年车辆模型

锦标赛中，杭州天地实验小学学生

骁涵取得了市二等奖。作为天地模

型社团小达人的骁涵，还是该校第

一批建立家庭实验室的“天地科学

小硕士”。

为了弥补科学课堂教学时间

的不足，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2016
年启动“家庭实验室”项目，让学生

在家中选择固定的角落作为实验

场地，在家长和教师的共同指导下

完成基于项目的科学研究。学校

定期举办“家庭实验室”交流分享

会，为每个“家庭实验室”提供交流

和分享的平台；开通天地少年科学

院公众号，将实验室开展情况、优

异学生的实验视频、作品作业，或

者参加活动的收获体会等分享给

全校师生和家长。

据悉，学校下一步将逐步把家

庭实验理念渗入校本课程“三通”体

验课程以及长假作业中，同时还将

完善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行高效

的家庭实验教学体系，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展示交流平台，让科学种子

在孩子的心灵深处生根发芽。

英语戏剧节

用英语与英雄“对话”
一群小学生在英语教师带领

下，穿越历史时空，与不同时代的英

雄“对话”。最关键的是，孩子们所

有的对话都是用英语完成的。

这精彩的一幕，发生在位于北

京市朝阳区的中国音乐学院附属北

京实验学校。日前，在该校举行的

第四届“纷分英语”戏剧节上，师生

将英语学科与学校艺术教育特色有

机融合，共同创编了一场英文戏剧

《荣耀·王者》。

整场剧目以学生沉迷网络游

戏、崇拜网络英雄的现象为背景，

引出关于历史上杰出英雄人物的

探讨。通过“英雄不问出处”“屈

原之江潭行吟”“项羽之四面楚

歌”“花木兰之代父从军”和“煮酒

论英雄”5 个故事，引导学生正确

认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培养学

生的爱国情怀。参演学生穿上精

心准备的演出服，用熟练、准确、

流利的英语口语和声情并茂的肢

体表演，惟妙惟肖地将一个个经

典角色呈现在舞台上，精彩的表

演赢得阵阵掌声。

为推进校本英语课程改革，中

国音乐学院附属北京实验学校利用

“纷分英语”戏剧节的契机，提高学

生的英语语言素养、综合语言运用

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也为学生

搭建了一个展示自我才华和发展创

造力、想象力的良好平台，体现了课

程活动的多元性和国际化。

（刘亚文 辑）

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

的课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

程实施中，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

生、学生与教师之间一定发生过值

得记录的事情。故事里的事，或许

是学生的创造力带给教师的惊喜，

或者是一次美丽的错误带给师生

的启发……我们的想象有限，你们

的故事精彩无限。1500字左右。

课程图纸

与学校课程报道相比，本栏目细

化学校课程的“施工图”，编发学校某

一门课程方案或区域某一类校本课程

的指导纲要，并由“本月点评嘉宾”进

行评析。3500字左右。

征 稿

电影课电影课：：请把结构设计放在首位请把结构设计放在首位

经典电影作品都有其稳定、立体

的层次结构，而结构是经典电影的骨

骼，是理解作品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

展的重要因素。这个结构不是纯粹的

形式上的结构，而是反映了电影作品

的核心内容，教师可以据此启蒙学生。

在 5 年多的电影课程实践中，我

确立了一个基本观点：结构即启蒙。

本文结合自己多年的上课、导课的经

验，系统梳理电影的不同结构视角，

帮助教师掌握结构方法论，让学生通

过分析结构读懂电影、启蒙思想。

情节推进式结构

电影课上，让学生复述情节本身

是没有意义的，激发、指引学生通过

情节梳理找到情节和结构的推进路

线图及其背后深层原因，才会让学生

进入电影作品的内核。这种方法也

是一种常见的电影课结构。

在执教电影课《钢的琴》时，我设计

了3个情节推进式问题即“钢”琴三问：

问题一：放弃。陈桂林曾那般义

无反顾，如今为何毅然放弃？

问题二：造完。陈桂林已放弃造

琴和抚养权，为何又造完钢琴？

问题三：弹琴。有人说电影应该

在造完钢琴时结束，你怎么看？

电影主人公的 3 种行为自成结

构，反映了其心理变化和价值选择。

关于问题一，一个五年级学生说“义

无反顾造琴是爱，毅然决然放手也是

爱，爱是成全，爱是不占有”。专家解

读印证了学生的观点，也证明了问题

的有效性。关于问题二，每一次上课

都会有学生说“善始善终”。这种观

点没有错，但教师应该向更深处引导

学生，让他们感受到“一群工人做琴，

更多是一种寄托、一种生活态度、一

种生活价值”。关于问题三，大部分

学生认为“做事不能虎头蛇尾，这是

一 种 态 度 ，更 是 对 自 己 情 感 的 交

代”。电影最后，女儿问：“爸，你想听

什么？”父亲答：“越简单越好。”这是

整部电影的最后一句台词，反映了主

人公的内心感受：生活应该化繁为

简、返璞归真。这个问题让学生关注

到电影结尾，体会了用乐观回应沉重

现实的生活大智慧。

在《无间道Ⅰ》中，我设计了“无

间”三问：

问题一：陈永仁为何想做回普通

人？刘建明为何想做一个好人？

问题二：他们分别做成了吗？为

什么？

问题三：为何设计警死匪生？是

否有以邪压正之感？

这种结构贯穿电影故事的缘起

和结尾，3个问题也可以串起来提出：

刘建明为何想做一个好人？他做成

好人了吗？他活下来是否就脱离了

“无间道”？温州市瓯海第一高级中

学学生对这种结构性思考给出的回

应是：真匪假警的刘建明，即便活下

来，仍然在“无间道”之中。显然，是

这种依据情节提问的形式帮助学生

推导出自己的观点。

首尾呼应式结构

这里说的“首尾呼应”，“首”一般

是指影题，“尾”是指电影的结尾。这

种结构设计可以使电影课具有包容

感，更具全局性特点。比如《小鞋子》

的设计：

影题：《小鞋子》和另一部电影

《天堂的孩子》，你认为哪个电影名更

好？为什么？

核心情节：如果你是编剧和导演，

你会设计阿里获得第几名？为什么？

结尾：电影为什么不以爸爸回

家，送给他们新鞋的皆大欢喜场面为

结尾？

关于影题的讨论可以引出影题

选择的“指物”和“指人”两种常见风

格，特别是“指物”风格，教师可以通

过 问 题 设 计 引 导 学 生 梳 理 故 事 情

节。学习电影《小鞋子》后，学生反复

表达了一个观点：比起在富人区与寂

寞斗争的祖孙俩，阿里和妹妹一直都

是“天堂的孩子”。从“头”到“尾”，电

影将两种影题有机融合在了一起。

每一次课上，大多数单一选择《小鞋

子》或《天堂的孩子》的学生也通过这

种结构设计找到了两种影题的“中间

路线”，以及隐藏在两种影题背后的

价值选择。

关于结尾，电影故事的缘起和核

心情节都是为了一双新鞋子，导演为

何不让已经出现在镜头中的新鞋与

主人公阿里见面？为什么不营造一

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导演为何以满

屏俯拍的圆形池塘、阿里悲伤耷拉着

脑袋的镜头收尾？

通过思考教师提出的关于影题和

结尾两个问题，学生明白了人生是个

圆，起点是终点，终点也是起点，所有苦

难都会结束，所有的苦难都微不足道。

“详略反向”式结构

“详略反向”式结构是对电影故

事详略比例的合理性、关系性、目的

性及详略部分的主体地位追问。在

《新纽扣战争》电影课中，我问学生：

孩子们的纽扣“战争”有 1 小时 20 分

钟，而描述真的战争只有 20 分钟，到

底哪个是主体？两者是什么关系？

又比如《拯救大兵瑞恩》中，我问

学生：影题是拯救瑞恩，但整部电影

的前 100 分钟并没有出现瑞恩的身

影，瑞恩只出现在后 60 分钟，这是否

“离题”了？前后比例“失调”的两部

分究竟是何关系？

再比如《荒岛余生》中，我问学生：

荒岛求生显然是主体，时间1个多小时，

而片尾却安排了半个小时的得救之后

的生活，是否画蛇添足，有何意义？

显然，这样的课堂问题设计与探

索，极富比较视觉冲击地让学生意识

到详与略的结构比例，与电影的重、

轻点及比例不一定成正比，从而教会

学生运用逆向思维看待问题，学会质

疑、学会思辨，并在此类辨证思考中

完成自我教育和自我启蒙。

聚焦人物式结构

电影课可以聚焦一部电影的一个

人物设计问题，也可以围绕一部电影

的多个人物设计问题，关键是问题维

度的选择、维度间关系的发现和确立。

关于《摔跤吧！爸爸》这部影片，

如果围绕父亲进行设计，可以设计一

个问题：父亲在吉塔圆梦的路上扮演

什么角色。再引领学生全面认识父

亲不同角色的不同作用。我曾多次

观摩不同教师关于这部电影的课堂，

发现学生对父亲这个角色感知较浅，

而纯粹的“教练”角色探究又无法触

及电影和人物内核，这反证了电影课

程要重视维度设计的必要性和重要

性，盲点就是弱点、突破点，就是增长

点。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教师使用

这种聚焦人物式结构后，一个小学生

也可以发现关键点：父亲把女儿当女

儿，让她自己选择嫁什么人，过什么

样的人生。

在《寻梦环游记》学习中，课程设

计始终围绕4个人物在梦想与亲情之

间的抉择设问，引领学生认识两者之

间彼此支撑、相互成全的理想关系。

德拉库斯：只要音乐，不要亲人

和朋友。

埃克托：要音乐和亲人——曾抛弃

妻女追逐音乐梦——放弃音乐回家。

伊梅尔达：音乐是一切，为家庭

放弃音乐，她表面痛恨埃克托，但心

中仍爱着埃克托。

米格：偷追音乐梦——弃家追逐

音乐梦——要亲人不要音乐——两

者都被成全。

一次授课中，一个小学生在完成

课堂活动“音乐（梦）……了亲情，亲

情……了音乐（梦）”后语出惊人：音

乐（梦）唤醒了亲情，亲情圆满了音乐

（梦）。学生的回答与我的构想契合

度非常高。显然，是多个人物的反复

聚焦让学生进行了深度思考。

人物关系式结构

电影中的人物关系是多种多样

的，教师可以利用这些多样关系设计

多样的问题。比如电影《那山那人那

狗》，狗、人、山三者是递进从属关系，

我要求学生必须严格按照狗、人、山

的顺序来设计和探讨问题，不能反过

来。问题设计本身就是在引导学生

读懂这部电影的“归宿”主题：狗归于

家，人归于山，情归于“那”里。

同样是电影《奇迹男孩》，如果从

人物关系设计问题又是另外一番景

象。电影中的“关系”是深层次、心理

学层面的“关系”，从如何与他人相处

到当事人如何自处，这样的问题结构

揭示了一个哲学命题：在面对苦难

时，外因是重要条件，但内因才是根

本条件。所以问题设计要从如何自

处开始，再过渡到与他人如何相处：

“奥吉们”如何自处？

1.“有时候一只鸭子就是一只鸭

子”（我就是我）

2.恐惧、拒绝、流泪、悦纳、融入、

吸睛……

对“奥吉们”我们如何处之？

1.帕拉西奥的“后悔与自责”

2.杰克（死缠烂打），莎莫（全世界

弃你时我来了，我就是我），朱利安

（抱歉就大声说出来，佩服就热烈鼓

掌），阿莫斯（挺身而出）

再比如我为《千里走单骑》设计

的问题结构，先用关系图勾勒出两对

父子 4 个人相互交织的复杂关系（电

影中，两对父子各自未见面，而是设

计日本父亲见到了中国孩子、中日两

个父亲相见），再利用关系图启发学

生：亲情是一种基于血缘又超越血缘

的关系。这给学生带来强大的情感

冲击，特别是通过日本父亲和中国孩

子的相见，最终拆解了两对父子各自

的情感围墙。学习这部电影时，一个

初中学生的发言令人赞叹：“高田健

一弥留之际给父亲的信件中称呼父

亲‘爸爸’‘您’，而在这之前，他称呼

父亲‘他’。在死亡面前，一切生前的

矛盾都微不足道了”。

层层追问式结构

层层追问即围绕电影的核心人

物或核心事件，从事件到原因到结

果，一路追问，以此剖析电影的内核，

给学生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从散到

整、追本溯源的启发。

在电影《八月照相馆》中，我围绕

“摄影师”身份设计了3个问题：

1.八月照相馆的摄影师几次照相？

死亡是一件庄严和有尊严的事情。

2.为何设计绝症主人公是摄影师？

看尽人间兴废事，不曾富贵不曾

穷；让他人的生命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3.故事为何只字不提摄影师生病

的原因？

生命本无常；无言的高贵。

3个问题，从“几次照相”的事件梳

理直到生命无言的高贵的探究感知，

借助电影课对学生进行了生命教育。

在《追风筝的人》电影课中，我设

计 的 问 题 是 ：人（谁 是 追 风 筝 的

人）——事（为了追风筝，他们各自经

历了什么）——因（他们为什么追风

筝）。在“因”环节，把名著和改编电

影比较阅读的特殊视角放进去，课堂

结构层次分明，学生不仅在课上可以

循此结构思考与表达，课后还可以循

此结构进行思考和交流，因为清晰、

深刻的问题结构本身就为学生课后

思考和学习预留了空间。

“类影联比”式结构

如果电影课需要“类影联比”，教

师可以设计许多种结构。这种结构让

电影课的信息量更大，难度更高，要求

执教者拥有更好的综合能力。对于学

生来说，这无疑是一种更加广阔的视

野开拓和更加高位的思维训练。

比如同一个导演马基德的几部

相关系列电影《天堂的孩子》《天堂的

颜色》《天堂的挚爱》，可以设计这样3

个问题：

教师也可以将彼此间有主题交

叉的电影集合在一起设计问题，比如

《漂亮妈妈》《蓝风筝》《唐山大地震》

《樱桃》，设计探究人物关系的问题：

教师还可以扩大群影，以职业选

择为例，有主人公自觉选择、热爱坚

守某项职业的《百鸟朝凤》《那山那人

那狗》《百万宝贝》《自由作家》等，也

有主人公被迫接受、“歪打正着”某项

职业的《国王的演讲》《入殓师》《摔跤

吧！爸爸》《代课老师》等，教师可以

组织学生探究“自觉与被迫”“角色与

责任”等深刻问题，是非常好的职业

生涯规划教育。

总之，没有结构的电影课，学生是

无法理解其中真意的，教师在准备电

影课时应把结构设计放在首位，重视

电影作品的结构效应，研究电影课的

结构、建构电影课的结构，设计“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核心问题，带领

学生透过结构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

十一中学）

□ 林甲景

好的课程理念需要

精细的课程设计，特别是

电影课程，更需要通过问

题设计，让学生理解经典

电影映射的生活内涵。

作为影视德育课程的实

践者和倡导者，本文作者

总结了电影的 7种结构，

希望能对读者有所启发。

发现美好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