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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故事

“智”鸢鸣炮啸苍穹
□褚衍梅

前文谈到研学旅行的统筹管理

与制度建设问题，但对于学校来说，

最主要的还是如何设计和有效组织

实施研学旅行。

近两年来，对研学旅行的各种

模糊认识和随意解说之声不绝于

耳。在实际操作中，也出现了一些

有悖研学旅行初衷的现象。比如有

的学校打出了“带着课本去旅行”的

旗号，以“第二课堂”的名义把研学

旅行做成了“课堂搬家”或补习夏令

营、冬令营；有的学校担心出事，便

直接把学校“平移”到了实践活动基

地，把研学旅行做成了另一种封闭

式活动；有的学校把研学旅行做成

了面向少数学生的“精英活动”……

总之，研学旅行在具体实施阶段仍

存在着诸多“乱象”。

为使研学旅行活动有效开展，显

现其育人价值，真正实现培养学生社

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育

人目标，需要我们纠正一些错误的认

识，更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开展相关活

动。教育部相关文件已将研学旅行

作为综合实践活动的一部分，这不仅

为保证其课时创造了条件，也体现了

非学科类课程与活动课程间的共性，

表明了两者之间整体与部分的关

系。因此，我们需要从课程性质出发

去研发课程。

课程设计要体现活动课程基本

特征。作为活动课程的研学旅行，首

先应该强调其过程性、体验性和开放

性的特征。要把活动前期的主题规

划、目标、活动地点或路线的选择，内

容板块设计与学习方式，活动中的团

队分工合作、互动交流、资源寻求、疑

难解决，以及活动结束后的成效评

价、展示等作为一个整体。因此，活

动的设计主体应该是多样的，不仅要

有教师与学生，还要有研学旅行服务

机构人员，甚至要有家长，单纯把课

程设计交给教师或社会机构是不妥

当的。

在设计群体中，学校教师要成为

骨干力量。但需要提醒的是，很多教

师长期拘于学科教学，不熟悉活动课

程的原理和设计方式，设计时习惯于

按照自己熟悉的学科选题来确定内

容和学习方式，评价时也多采用计分

方式，这种设计思路本身就不符合活

动课程开展的要求，很容易形成“课

堂搬家”。我们认为，理想的设计需

要多方面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

在目前尚未建立第三方研学旅

行管理机构的情况下，学校需要借

助有资质的旅行社或其他社会教育

机构的优势资源，校外机构也需要

通过与学校的沟通去开发和寻求符

合学生需求的资源，协商设计行程

和活动方案。而在此过程中，家长

和学生的参与也是不可或缺的，特

别是初中以上的学生，他们完全有

能力参与活动的规划和组织，且富

有积极性。

活动规划设计要具有合理性与

可行性。路线和时间的选择既要符

合学生的实际年龄，也要关照外部

条件。在主题设计和线路选择方

面，应注重听取学生的意见和要求，

努力设计出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活

动，并尽力赢得家长的支持。根据

教育部的相关文件，学校应“根据学

段特点和地域特色，逐步建立小学

阶段以乡土乡情为主、初中阶段以

县情市情为主、高中阶段以省情国

情 为 主 的 研 学 旅 行 活 动 课 程 体

系”。按照这一精神，学生的活动可

以分别以本县（市）或省内其他县

（市）、本省或其他省份为主要选择

范围。一味求远、热衷于旅游热点，

未必妥当。有的学校还以在假期举

办的少部分学生参加的夏令营甚至

出国游取代研学旅行，这本身就不

符合研学旅行“全员参与”“认识国

情”“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要求，

也造成了概念的泛化，有碍于研学

旅行这一新生事物的健康发展。

应该认识到，研学旅行既不是少

数优质资源学校的特权，也不是学校

课堂的“搬家”，更不是豪华的旅行。

面对我国如此庞大的学生基数与有

限社会资源之间的矛盾，如何才能确

保研学旅行有效推进，是一个值得深

入探究的问题。我们建议，各地方和

各学校要对出行时间、路线、年级与

人数做可行性论证，要积极慎重，在

不断“试行”中找到最适合本地区、本

学校的路径。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

程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研学旅行的组织与实施

课程观察·高 峡 ④

发现美好课程

在这“陶”花盛开的地方

智趣风筝课程是班级智趣课程之

一。当得知风筝的发明者是山东滕州

的鲁班和墨子后，智趣风筝研发团队

的热情更加高涨了。以“兴趣、定制、

参与”为突破口，师生共同开发了10多

门个性化智趣课程。

以追求智慧、快乐、个性、生本、创

新等多元教育理念的智趣课程，是从

“合适”的逻辑出发，用心去塑造孩子

的课程。在专设的智趣风筝课堂上，

学生们通过自主选择，把研究重点放

在了最有趣也最具挑战性的风筝“武

器”的制作上。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研发制作团队选用鞭炮替代火药，并

选择燃烧较慢的捻子进行试验。不

久，由学生自主设计，悬挂鞭炮的风筝

终于飞起来了。用蚊香点燃并投放鞭

炮，这种模拟古战场用风筝作为武器

的效果基本达到了。可是，每次挂置

鞭炮需要降落风筝，确实很麻烦。如

何才能不需要降落风筝就能直接往空

中输送鞭炮呢？

当对外联络团队的学生把这一想

法告诉科学老师时，老师给予了高度

评价。虽然实现这个设想有相当难

度，不过老师坚信一定能成功，许多民

间风筝艺人也都坚信这一点。在他们

的鼓励下，学生们信心大增。

当课程从学生的需求出发开始定

制时，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极大地调

动起来。随后学生立即展开智思趣

研，想往天上输送鞭炮，但因为不可能

借助无人机，只能借助另外一个装置，

让它沿着这个引线完成运载鞭炮并投

放的任务。而原来的风筝不再运载鞭

炮，只起到挂置引线的作用。这个装

置如果像鸟或者蝴蝶一样有一对翅膀

可以自由升降，能够在风力作用下独

立完成升降任务就好了！

学生运用逆向思维思考，获得新

的思路，推断出这个装置就是一个风

筝，进而调整了课程实施策略。对外

联络团队的学生又多次找到科学老师

和民间艺人，征求改进意见和建议。

在导师的指导下，学生重新设计了一

个由两条引线控制翅膀张合的蝴蝶风

筝，并且仿照运载火箭的名称称之为：

运载风筝。运载风筝由两个小圆环套

在风筝线上。当蝴蝶两个翅膀张开

时，借助风力上升；当两个翅膀合拢

时，风筝下落。上升时牵引两个翅膀

的引线同时穿过蝴蝶尾部的小孔并紧

紧扣住鞭炮，当鞭炮投放燃爆后牵引

线自然断开，翅膀合拢风筝下落，继续

完成下一次运载鞭炮升空的任务。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多

次试验后，运载风筝终于升空了。可

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鞭炮投放爆炸

后，运载风筝却不能自由下落。原来

鞭炮投放爆炸后，运载风筝自身的重

量变小，在风力的作用下不能完成自

由落体运动。因此，必须同时兼顾运

载风筝重量和风力大小才能达到升降

自如的完美状态，即风力大于重力时，

运载风筝升空；重力大于风力时，运载

风筝降落。在行动研究中，学生通过

反复探究、质难与解疑，终于找到问题

解决的最佳途径。至此，大家终于解

决了运载风筝自由升空、空中自爆和

自由落体的难题。

在后期试验中，学生又不断进行

改进，使运载风筝的外观更漂亮，构造

更合理，材质更坚、更轻。同时，所运

载的鞭炮也由少增多、由小到大，这一

制作终于取得成功。在学校文化艺术

节期间，他们展演了《“智”鸢鸣炮》这

一课程成果，全校师生驻足仰观、大为

震撼，不时报以热烈掌声。

智趣风筝课程，锻炼了学生的思

维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提升了他们

的心理品质和自我调适能力，从而促

进学生在德育、智育、美育等方面实现

全面发展。我想，这就是按兴趣定制

个性课程的智慧成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西岗

镇中心小学）

德化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发祥地

之一，历史上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

陵并称为中国三大瓷都。

瓷都的大街小巷，处处散发着古

韵“瓷香”。千年不熄的窑火孕育着

浓厚的文化因子。一所学校理应寻

求一种地方文化渊源作为文化发展

的依托。学校在源远流长的陶瓷文

化中，在这“陶”花盛开的地方里，无

疑是综合实践课程开发的一方沃

土。那么，福建省德化县尚思小学是

如何基于本土资源，开发综合实践课

程的呢？

导航仪：把综合实践课
程做成理念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服务”，这句话指明了教育的方向

性。综合实践课程开发，就要树立课

程服务意识，即为当地陶瓷产业发展

培养人才，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以瓷塑德。当下对少年儿童的

培养，往往只重视智力开发，而忽视

了品德教育。这导致不少孩子爱国

情感淡薄，道德意识滑坡，理想信念

缺失……陶艺教育，无疑成为化解这

些危机的重要抓手。走进陶吧，展示

架上的学生作品琳琅满目，让人应接

不暇。其中，名为《妈妈，别忘了我叫

钓鱼岛》是由一个孩子和一个坐在椅

子上的妈妈构成的泥塑作品，表达了

孩子的拳拳爱国之心；而名为《雅安，

加油》的作品则是两双手上下交叉、

紧握成“井”的泥塑，道出了孩子与雅

安同呼吸、共命运的大爱之心；“20

年后的我”等作品，传达出孩子的美

好心愿和远大理想。在创作中激活

了思维，升华了情感，净化了灵魂，在

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品格也润泽了

生命。

以瓷促智。陶艺教育作为一种

以形象思维为主、抽象思维为辅的

教育方式，在挖掘、开发和促进学生

智力发展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学生

在陶艺制作过程中，手脑并用，时搓

时团、时捏时压，不断调整比例，改

变造型，手随心变。这样，不但充分

发挥了学生观察、思考、想象、分析、

判断等能力，而且还协调了智力和

动作技能间的关系。学生在玩手拉

坯时，需要把泥团置于转动的轮盘

上，用手抱正扶顺，注意力要高度集

中，观察泥团的变化，及时调整双臂

力度……整个过程都需要制作者心

平气和、全神贯注、眼准手稳，这样

既锤炼了观察能力、思维能力和反

应能力，又能促进了多种智能综合

发展。

以瓷健体。在尚思小学陶吧课

堂上，学生们揉的揉、搓的搓、捏的

捏、盘的盘、粘的粘、拉的拉、画的画，

看上去似乎是简单的上肢运动，其实

却是全身运动，是靠四肢的巧妙配合

完成的，促进了全身的血液循环与大

脑的发育。

以瓷孕美。陶 艺 ，是 美 的 化

身。它的每一道工序、每一件作品

无不蕴含着美的元素，透露出美的

情趣。学陶艺，在孩子心中播下美

的种子，让孩子在美的熏陶下快乐、

健康地成长。如泥塑作品《展翅欲

飞的小鸟》《笑容可掬的老伯》等，展

示出千姿百态的“造型美”；彩绘作

品“华东第一瀑”《岱仙瀑布》《瓷都

雨景是幅水墨画》等，展示出五颜六

色的“色彩美”；陶瓷操，展示的是运

动美、节奏美、形体美……陶艺教

育，就这样使每一个生命在不知不

觉中得到推动和唤醒，让每一个孩

子在快乐中健康成长。

敲门砖：把综合实践课
程做成特色

学校教育的主阵地是课堂教

学。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实质是培植

校园文化特色土壤，也是突破校园文

化建设的一个难点。

为了传承陶瓷文化，开发孩子的

智力，挖掘孩子的潜能，学校开发了

陶艺综合实践课程，并确定为学校的

办学特色项目。具体而言，一是筹建

了 800 多平方米的陶吧，内设手拉

坯、彩绘、泥塑、电窑烧成、作品展示

等五个区域，并设计了德化名片、陶

瓷历史、名家名瓷、生产流程、陶艺技

巧等五个宣传专栏。二是开发“陶

艺”教材，出版贯穿德化陶瓷历史、知

识、技法、名家名瓷等内容的《陶艺》

综合实践教材，为开设《陶艺》综合实

践课程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纳入

课程体系，从一年级开始，每周上一

节《陶艺》课，让每一个学生从小接受

陶瓷文化的熏陶。

在这样的实践体验中，学生不但

学习了一些简单的陶艺知识，掌握了

基本的雕塑技能，还在创作中激活了

思维，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了品格。

金钥匙：把综合实践课
程做成活动

学校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给学

生提供了一块释放自我的绿洲，感受

陶艺文化的心灵浸润。

参观学习增感受。邀请陶艺大

师进课堂，现场传授陶艺；组织学生

参观德化陶瓷博物馆、屈斗宫古窑

址；进瓷厂参观学习；拜访瓷雕泰斗

邱双炯先生，欣赏陶瓷瑰宝……

搭建平台提兴趣。学校每年举

办一届校园陶艺节，每届都有新突

破，让学生在“说瓷史”“唱瓷歌”“诵

瓷诗”“跳瓷舞”等文艺表演中了解瓷

文化；参加各类大型陶艺展示活动。

社会实践显身手。每年寒暑假，

家长带孩子上瓷厂体验陶瓷制作。

这样的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不仅促进

了孩子陶艺技能的提升，也让他们体

验到做工的艰辛、生活的不易。

助推器：把综合实践课
程做成文化

校园文化产生于民族文化的背

景中，也根植于地域文化的土壤中。

综合实践课程离开了地域文化，就没

有其生存的土壤，就会失去个性。

为此，学校立足瓷都，以“弘扬

陶瓷文化，培养瓷都接班人”为宗

旨，以培养学生“知瓷、学瓷、会瓷、

爱瓷”为着力点，让学生在“以瓷塑

德、以瓷促智、以瓷健体、以瓷孕美”

的文化氛围中成长，全力打造陶艺

综合实践课程，提升办学品位。具

体举措如下：

一是让优秀的陶艺作品在陶吧

的展示区展示：鸟爸爸、鸟妈妈和小

鸟三只鸟儿偎依在一起的情景——

《小鸟的家》，传递出和和睦睦、幸福

快乐的家的温暖；《神舟二十号》等作

品则表达了孩子的远大理想……一

尊尊小瓷塑寄寓着他们童年的快乐

和美好的心愿。二是窑烧较有代表

性的陶艺作品，在教学楼的显眼位置

展览，激励更多学生在展柜争取自己

的“一席之地”。三是每届毕业生都

参加以“为了理想，我们共同许下心

愿”为主题的陶瓷制作活动，其作品

在陶吧展示墙永久性展览。四是注

意文化融合，包括课程文化融合——

学校将陶艺综合实践课程与其他学

科有机融为一体，让学生在不同学科

的学习过程中感受陶瓷文化，体验陶

艺乐趣，促进个性发展；校园文化融

合——学校围绕“尚行、尚学、尚思、

尚进”的校风，用陶瓷大师的代表作

品为背景，把校园文化和陶瓷文化有

机融合在一起。

理念的追寻，让课程生根发芽；

陶艺的特色，让校园充满芳香；多元

的活动，让学生张扬个性；文化的融

合，让教育更加丰盈。在这“陶”花盛

开的地方，呈现出一道综合实践课程

的美丽风景线。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德化县尚思

小学）

———————————————

【本文系 2018 年度福建省中青

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基础教育研究

专项）立项课题“基于本土资源的综

合实践课程开发与实践的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JZ180249）。】

□郑文庆

滇池创意涂鸦扮靓校园
为了让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温度，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的学生在美术教师的带领下，围

绕滇池课程体系开设了“滇池创意涂鸦”课程。校园里一个个冰冷的窨井盖、宣传栏脚下“寂寞”的水泥桩，在

师生的画笔下呈现出滇池湖面、红鸥掠帆的景象。

一年级学生说：“我画的是一个长长的海底隧道，穿过这条隧道就可以和红嘴鸥做朋友了。”三年级说

说：“我觉得涂鸦也是需要毅力的，一幅简单的作品要反复几次上色，要有耐心，也要在心里不停地计算、想

象。最终作品完成了，特别有成就感。” 赵倩倩 辜平/图文

晒晒学习成果

北京市朝阳区格瑞特双语幼

儿 园（办 学 许 可 证 编 号 ：

111010562001491）不慎遗失办

学许可证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