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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疫情，催生了在线

教育的加速发展。作为一线教师，

必须应对在线教育的挑战。四川

省绵阳市游仙区街子镇五矿博爱

小学李敏老师设计的摄影系列课

程不失为一种优秀的做法，不仅定

格春天，也在发现生命之美。

一是审美教育正当时。正是

繁花盛开的春天，乡村孩子拥有

得天独厚的审美资源，平时孩子

多是见惯不惊的，而通过镜头的

展现、视频的交流、“学习强国”的

认可，孩子发现美、欣赏美、创造

美的欲望得到最大程度的激发，

所谓美在自然中的认识植根于学

生心中。

二是生命教育感性化。“一枝

一叶总关情”，疫情期间，敬畏生

命、珍惜生命、热爱生命的感受比

以往尤甚。那么，这种深层次的

反思如何传递给学生呢？通过观

察、欣赏自然界花木吐蕊、绿叶勃

发、花朵绽放、果实累累的生长过

程，孩子轻易就能感受到生命的

美好与成长的艰辛，热爱生命的

种子就这样悄然种下。

三是农耕文化的渗透。农耕

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

和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自然界

植物生长的观察，孩子既能感受

到父母种地的辛苦，也能感受到

春种秋收、春华秋实的美好，更能

激发自己积极向上的愿望。

四是心理健康教育有机融

入。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

重、对成果的期待、对审美的需求，

自然能激发孩子热爱生活的欲望。

另外，摄影、诵读、绘画、在大

自然中奔跑等，都能尽量减少孩

子与网络接触的时间，保护孩子

的眼睛，达到素养全面提升、身心

愉悦成长的目的。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

游仙区教研室）

以疫情为核心内容的综合学科主题课

程，旨在从疫情防护知识普及出发，指导学

生打破学科藩篱、突破时空隔离，观察真实

的社会、感知勇敢的人民、感恩可爱的祖

国。疫情之初，山东省滨州实验学校南校区

即自主研发并实施了《我的防疫阻击战》综

合学科主题课程，鼓励学生以父母、社区、网

络为老师，以家庭、社会、祖国为课堂，通过

项目式学习的真实探究过程、多元实践成

果，落实育人目标，实现学校课程建设与祖

国命运的同频共振。

基于课程标准，单元梯度推进。立足国家

课程，学校首先对课程标准进行疫情相关概念

的“纵向筛选”和“横向集合”，通过归类学科素

养、集合课程网络、搭建课程桥梁，围绕学校

“七彩幸福素养”目标，培养“乐思辨、守法规、

勇担当、爱祖国的出彩幸福少年”；进一步分解

阶段目标，逆向设计评价、梯度设计项目，将课

程内容设置为三大主题单元，达成“知—行—

为”素养目标从感性认知到理性分析、从自在

自省到自觉自为的循序渐进。

涵养人文底蕴，增强家国情怀。学校围

绕疫情防控主题，按“知彼谋划战略，知己设

计战术”的先后顺序，以“科学普及、人文担

当、家国情怀”的渐进过程做课程内容的梯度

设计。

在初识新冠病毒板块中，我们设计了《看

不见的敌人》主题单元，围绕“它是谁”，通过3

个阶段驱动问题开展项目研学：“今年过年与

往年一样吗”从传统文化和时政时事出发，融

合语文、思政、信息、艺术等学科的文化传承

与理解、社会责任与参与、信息意识与创意实

践等素养内容；“病毒什么样”“病毒怎样传”

则主要基于生物学基础知识，运用习作或语

言表达、美术表现或创客实践等方式做病毒

形象的建构，运用生物、物理等学科知识做科

学思维与预防诊断。

《新冠病毒的偷袭》主题单元以“溯源—

扩散—现状—历史”的跨学科问题串形式，驱

动学生进行数学抽象、数据分析与逻辑推理，

融合地理地图知识，锻炼综合思维、深化区域

认知，融入生命观念、彰显科学精神。

在进行了防疫知识的普及与发展现状的

认知后，第三单元《我的防疫作战手册》开始

回归学生的居家防控和复课防护的个人指导

本身，通过“梳理传播途径”“撰写防疫作战手

册”“致敬逆行英雄”3 个研学过程，使课程内

容落实到积极的生命、生存、生活观念行动

上，引导责任担当，践行家国情怀。

自主项目研学，引导创新实践。《我的防

疫阻击战》综合学科主题课程采取线上自主

选择成果模块，线下项目式研学的实施方式，

通过探究复杂、真实问题的解决方案来学习

学科知识、思想和方法，实现过程中的“学习”

和结果中的“发展”。以单元三的项目研学为

例，由师生共同确定回归个人及家庭主题，以

教师提供项目成果建议、学生自主选择的方

式，制作属于自己的《防疫作战手册》，以真实

产品和可见成果并展示为导向，开展持续探

究、流程梳理、成果展示、评价修改、实践反

思。师生协同发展，助推生态变革。随着《我

的防疫阻击战》主题课程的梯度推进，学生从

浅表学习开始走向深度研学，教师也从学科

知识传授开始关注学科素养落地，在综合学

科课程的研发与实施上带动师生的协同发

展，并进一步推动学校的生态变革。

综合学科主题课程突破了时空限制，实

现了学生线上自主选择成果表达、线下自主

探究深度学习；打破了学科藩篱，以综合课程

跨学科思维开展真实问题探究、生命项目研

究，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教师不再局限于课

程实施者的角色，而是全面参与课程创建、实

施、评价的全过程，提升了教师的专业发展；

平等的师生关系形成，教师成为学生成长的

同行者。主题课程打破学科界限，以解决热

点问题或现实项目为抓手，凝聚主题课程的

学科素养网络进行课程内容的重组织、再整

合；学习资源从课本放大到世界，学习途径从

教师、父母到社区、国家，通过真实的探究过

程、多元的实践成果，促进学生的自主成长。

课程采取自主选择成果呈现的方式，突破传

统在线教学效果主要看学生“自控力”和“自

学能力”的远程授课管理缺陷，实现以兴趣为

抓手、以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成

长的教育评价目标。

另外，综合学科课程的设计者、执行者和

改进者都是教师，这就需要学校设计更为系

统的学术教研评价和跟踪制度，由传统的课

程管理走向课程支持与辅助，全面实现学校

课程管理的生态变革，推动学校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实验学校）

（本文系山东省2020防疫专项立项课题

《〈我的防疫阻击战〉综合课程开发与实施研

究》成果）

□王 干

学习的学习的““防疫阻击战防疫阻击战””
□蒋大为

□ 李 敏

上完春日里的在线阅读课——

《疫情之殇》，我们开始课间休息。

窗外阳光明媚、繁花盛开，真

是让人心生愉悦。我突生想法：作

为疫情低风险的农村地区，我们可

以在家门口欣赏春天的美景。在

线教学让每个孩子暂时都拥有了

一部手机，为什么不用手机把家门

口的美丽春天拍摄下来，分享给所

有人看呢？

我兴冲冲地回到直播间：“老

师教你们拍照吧！咱们把家门口

最美的春天拍给大家看，好不好？”

话音刚落，互动面板上瞬间被各种

表情符号以及一大堆“好”字刷屏，

隔屏我都能感受到孩子们那颗激

动的心。

于是，我便在直播平台上开起

了摄影课，一些家长也跟着一起

学。课程结束后，我发布了一条活

动信息：街子小学第一届乡村小摄

影师大赛征稿启事，要求学生以“春

暖花开”为主题，将家门口最美的春

天拍摄下来，选最好的作品参赛，获

奖作品将在公众平台上展示，开学

后颁发奖品，同时举办摄影展。

信息一发布，孩子们就积极行

动起来，拿起手机在自家院落、家门

口捕捉千姿百态的春天。黄灿灿的

油菜花、流水潺潺的芙蓉溪、别具一

格的自家院子，都被他们收进了镜

头。仅仅两天时间，我就收到上千

张照片！透过那一张张粉嘟嘟、金

灿灿的照片，我看见了每个孩子家

门口姹紫嫣红的春天，更感受到了

孩子们对这个活动的强烈喜欢。

我将入围照片发到学校公众平

台上展示，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绵

阳晚报》对此事进行了专题报道，学

生拍摄的照片更是登上了“学习强

国”。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上课，好

与学生分享这份快乐。

再一次上课，我和学生在沸腾

的直播间一起欣赏、点评那些漂亮

的摄影作品。我灵机一动说：“孩子

们，谁来背一背与这些花有关的诗

词？”这下直播间更热闹了，好多熟

悉的诗词纷纷“跳”出来。我继续鼓

励他们查找、阅读更多诗词。片刻

之后，直播间里就开启了一场“诗词

大会”，气氛热烈极了。

兴致勃勃展示诗词的学生，继

续被我“为难”：创作诗歌。我们利

用网络资源一起学习了写诗的技

巧，掌握相应的规则后，学生的创作

才能再一次让我“惊艳”：不与百花

争娇艳，愿留真心动人间；天空蓝湛

湛，油菜金灿灿；红枝紫衣白眉妆，

欲与百花斗芬芳……

当摄影作品与诗句同框，景色也

便有了不一样的意境。学生把自己

喜欢或者创作的诗词放进照片里，再

读、再赏，一下子有了新的感悟和认

识……没想到一堂春天的摄影课竟

也可以变得如此美丽和有趣！即使

后来梳理整场活动，让学生写作文，

他们竟也觉得是“小菜一碟”了。

我庆幸自己在这个特别的春天

萌生了开发摄影课程的念头，家长也

称赞这样的学习方式让孩子受益匪

浅，很多学生更是从此爱上了摄影，

强烈建议继续开展相关活动。随后，

我们制订计划，选择拍摄对象，采取

跟踪式拍摄，如拍了花开，继续拍花

落；拍了种树、种菜，继续拍生长过

程。用镜头记录生活的美好，感悟生

命的成长与快乐。我相信，影像捕捉

到的不仅是这个春天的美，还有学生

童年不能忘记的生活。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游

仙区街子镇五矿博爱小学）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程。面

对全民战“疫”的大背景，每个人都

以自身的方式为抗击疫情做出努

力，涌现出丰富、多样的学习资源。

因此，深圳明德实验学校碧海校区

以这些资源为学习载体和内容，设

计出一门门时长在10-20分钟不同

主题的微课程。

“抗疫歌曲MV欣赏”
微课程

音乐是极具感染力的艺术形式

之一，不受环境和空间条件限制，用

音乐的力量凝聚人心，可以真正起

到号角的作用。

欣赏抗疫歌曲 MV 不能仅仅

只关注歌曲的旋律，还要听懂歌

词、看懂画面。以抗击疫情为主题

的歌曲是从不同角度进行创作的，

几乎覆盖了防疫救援的方方面面；

抗疫歌曲 MV 的场景画面，绝大多

数都来自于疫情中医院救治现场

工作图片、电视新闻镜头、人物风

采、武汉景观等具有冲击力、感染

力、震撼力的场景。因此，哪句歌

词最动人，哪幅画面最感人，哪个

情景最励志，从歌词中读懂了什

么，从歌声中获取了什么？这或许

才是抗疫歌曲 MV 作为课程资源

的价值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与分析，学校

设计了“抗疫歌曲 MV 欣赏”微课

程，对不同年级学生分别提出了不

同的课程要求：低年段学生只要观

看歌曲 MV 即可，而四年级以上学

生除了欣赏外，还要在一环扣一环

的问题引导下，完成《“抗疫歌曲

MV欣赏”微课程赏评表》。

赏评表从名称、歌词、画面、整

体 4 个维度设计了 8 个问题，比如

从歌词维度引导学生思考并回答：

你 最 喜 欢 的 一 句（段）歌 词 是 什

么？喜欢这句（段）歌词的原因是

什么？你从整首歌的歌词里感受

到了什么？

歌曲欣赏本身是美育；理解、感

悟歌词的内涵以及完成赏评表的过

程是智育；感悟歌词与画面反映的

社会现实生活，从中学会责任，学会

担当，学会感恩，理解家国情怀，激

发爱国精神……这些都是润物无声

的德育。

“防疫知识与心理健
康”微课程

全民抗疫之际，让每一个学生了

解病毒知识，掌握预防办法，缓解焦虑

紧张情绪，维护心理健康，是这个特殊

时期的特殊使命。因此，开设“防疫知

识与心理健康”微课程势在必行。

疫情方面的资源与素材特别丰

富，需要合理设计安排在每天20分

钟的课程里：一要精选资源，适合学

生，即要关注不同年段的学生差

异。我们为低年级学生精选了一系

列防疫知识绘本，如《写给孩子的新

型冠状病毒科普绘本》《冠状病毒历

险记》等；为中高年级学生提供了一

本图解彩图版《新型冠状病毒预防

手册》；还为初中生提供了与心理预

防有关、图文并茂的《抗击新型肺炎

“安心手册”》《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

理防护手册》等，供他们自主学习。

二要类型交错，题材丰富，即要考虑

不同内容的学习策略。我们安排的

学习内容不仅有无声的书籍绘本，

还有有声的视频讲座；同时也考虑

学生心理的特征，安排了防疫知识

视频、防病毒说唱等。

当然，只是学、看还不够，还要

练。学完两周的课程后，每一个学

生要根据所学内容创作一幅关于

“新型冠状病毒”的手抄报作品。

这门微课程，学习的过程是认识

提升的过程，是知识获取的过程，可以

看作是智育，当然还蕴含着德育的因

子；而作品的创作过程，则主要是美育。

“抗疫故事展播”微课程

这场战“疫”是一场人民战争，

每一个普通百姓都在以自己力所能

及的方式，为这场战“疫”作贡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纪录频道就

把镜头对准了每一个抗疫普通人

——《武汉：我的战“疫”日记》。于

是，我们设计了“抗疫故事展播”微

课程。学生每天通过观看5分钟微

视频，感悟疫情面前不同人的不同

生命状态，从而意识到不同的人在

战“疫”中为这个国家、这座城市作

出的努力和贡献。我们希望学生能

从这些平凡人不普通的生活经历

中，真正懂得科学生活、敬畏生命，

懂得无私奉献、责任担当，懂得公民

意识、家国情怀……

当然，观看短视频只是这门微

课程的第一步，随后还有三个步骤。

第二步赏评：我们从人物、故

事、感悟等 3 个方面设计了 7 个问

题，由浅入深引导学生深入思考。

比如，感知人物环节设计了“短片中

出现了哪些人物，他们之间是什么

关系，你对哪个人物印象深刻，原因

是什么，看了他（她）的故事后，你想

对他（她）说什么”等3个问题。第三

步写作：根据两周内观看的视频和

生活中的所见，写一篇向“逆行者致

敬”的文章、诗歌或歌词等。第四步

创作：模拟央视微视频拍摄自家的

微视频，题目《深圳：我的战“疫”日

记》。这是让感兴趣、有能力的学生

或家庭选做的项目。

这样的课程设计无疑又将德

育、智育、美育三者悄无声息地结合

在一起。这样的学习内容高度契合

当下生活，紧密联系社会现实，将德

智体美劳教育自然地融入到抗击疫

情的社会大背景下，让学生在这样

的特殊时期收获特殊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深圳明德实验学校）

☞点评

发现生命成长之美
□ 姚爱萍

春色关不住，红杏出墙来。 11岁 张彧妍/摄

蓝莹莹如洗，黄灿灿耀目。 11岁 峗羽倩/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