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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接触布艺是在大学的

手工课堂上，这算是我与蓝印花布

最初的缘分。实习的时候，结合

《美化生活的装饰布》这一课，我把

布艺手工第一次带到课堂，得到了

学校的认可。正式工作后，我的布

艺手工成为学校的特色社团。因

为共同的热爱，美术教师刘程程

和李儒娴先后加入，还开设了与

蓝印花布相关的专属课程“蓝白

雅韵——砀山蓝印花布”。

由砀山兰花印染技艺制作出

来的蓝印花布是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目前制作作坊也只有砀山胡

氏一家，从构思到刮浆、印花、晒

底、染色，再到漂洗、脱水、晾晒共

20多道工序，全部手工制作。作品

色彩鲜明、风格清雅，印染用的模

板为胡家蓝印花板，祖传技艺雕

刻，注重色块对比和细部刻画，具

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为了深入挖掘砀山蓝印花布

中所包含的美术知识和文化精髓，

我拜访了砀山兰花印染技艺第四

代传承人胡正申。老人虽然年事

已高，身体抱恙，但提到蓝印花布

时依旧热情不减，用朴实的话语诉

说 着 胡 氏 蓝 印 花 布 的 历 史 和 传

承。之后，我诚挚邀请砀山兰花印

染技艺第五代传人胡玉民进校指

导，让学生切实感受艺术之美，理

解“非遗”中的精神价值，也让具有

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能够得到传

承和弘扬。

其实，作为美术教师，我曾经

很迷茫：真正的美术课堂应该是

什么样的，仅仅就是让学生动动

手吗？

直到那天放学，我收到一封学

生写给我的信，她的话让我感悟到

美术课堂和手工教学的意义。学

生在信中写道：“每一天，我都会来

到手工教室，感受着宁静的缝针过

程。一根根针、一缕缕线、一块块

布……我看着它们，如同饥饿的人

扑在面包上一样。”或许是热爱的

力量，这个平时很腼腆的学生变得

越来越自信，还经常向别人分享她

的手工作品。

我第一次觉得“纸短情长”，仿

佛明白了“为人师”的意义，明白了

学校开设这门课程的意义。其实，

手工课的目的不仅是教给学生一

门技艺，还希望学生从中学会耐

心、细心和热爱。教育也不应该是

单纯的知识传递，更应该是一次人

格心灵的唤醒。

“美术是一门没有标准答案的

课程，要学会尊重每个学生的想法

和创作能力，让他们的作品在个性

中发展。”刚入职的时候，我觉得这

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真正做起

来才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今年是我入职的第三年，伴随着学

生的成长，我逐渐找到作为教师的

成就感和幸福感。“半路”加入手工

校本课程的学生余梦瑶用执着和

努力告诉我，“失败不怕，再坚持”，

也让我学会了赞美，给予学生最好

的鼓励，更加享受教育的幸福过程

和成果。“手拿花布的那种欣喜，我

想只有亲手制作的人才能体会！”

即使手指被扎破了，也不能阻碍学

生纪卓含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

缝制着自己的作品。她对手工的

热爱让我赞叹不已，仿佛她的每一

针每一线都倾注着自己的心意和

感情。

爱是相互的，感谢遇到的每一

个学生，是他们教会我成长；我还

有许多这样的学生，他们虽然不善

言辞，但是我能看到他们眼里放出

的光。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行

知学校）

“布”一样的手工
□高盼盼

有所思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广西北海存在着多种形态的本土文

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疍家文化。

疍家人以船为家，独特的地域环境和

生活方式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疍

家文化，疍家棚、疍家服饰、疍家美

食、疍家咸水歌等都是疍家文化的瑰

宝。为了建构本土文化视域下的园

本课程，广西北海市第一幼儿园以北

海本土文化为主题，从创设疍家特色

园所环境、构建系列主题活动课程、

开展多元化教育实践活动等方面进

行探索研究。

创设疍家特色园所环境。环境

是育人“土壤”，幼儿园将具有疍家特

色的幼儿园环境创设纳入园本课程

体系之中，使环境成为园本课程体系

的一部分。

一是营造疍家特色园区氛围。

幼儿园充分挖掘本土素材资源，例如

筛子、鱼篓、疍家帽、箩筐、渔网、贝壳

等，经过幼儿的涂画和装饰，悬挂在

幼儿园的围墙、大厅、楼道等地方，营

造出具有北海本土特色的“疍家文化

博物馆”场景，创设真实、自然、熟悉

的体验情境，鼓励幼儿主动接触具有

代表性的疍家文化传统物件。

二是打造疍家风情文化院落。

幼儿园通过规划改造，开辟了具有北

海本土风情的文化场景，激发幼儿主

动参与体验的兴趣。比如，建造疍家

棚，利用废旧渔船和沙水池打造本土

特色区角——疍家渔村，让幼儿在游

戏中体验疍家人的生活起居、休闲娱

乐等地域文化；创建疍家文化长廊，

不仅向幼儿展示疍家居所、疍家劳

作、疍家服饰、疍家美食等文化，而且

让幼儿在其间开展疍家自主游戏活

动；创设老北海风情区，建造北海轱

辘摇井、石磨区、筛沙区、采珠区等，

改造疍家渔船，添置老北海民间游戏

材料等，让幼儿在游戏体验中感受老

北海的生活记忆，了解老北海的生活

文化；开辟种植园，栽种具有北海本

土特色的瓜果、蔬菜、花卉，如香蕉、

木瓜、三角梅等，从而生成相关的主

题课程，让幼儿浸润在本土文化之

中，激发幼儿体验的兴趣和欲望。

三是创设疍家特色主题墙。幼

儿园的主题墙饰、常规性墙饰、功能

性墙饰、区域背景墙饰等，每一面墙

的产生都经过教师和幼儿的共同参

与。比如，创作北海历史发展主题儿

童壁画，以儿童画的形式呈现合浦汉

文化、传奇故事“合浦珠还”、海上丝

绸之路、北海历史文化名人、当代北

海形象等，帮助幼儿感受北海的历史

文化和高速发展。

四是创设疍家特色活动区域。

幼儿园在活动室创设了“疍家生活体

验馆”，包括贝雕艺术馆、南珠宫、海

味城、疍家美食城等；在户外创设了

“疍家文化城”，包括疍家渔村、疍家

小艇、疍家渔船、外沙海味市场、华侨

美食街等；还创设了“碧海银滩玩沙

区”“瞭望塔树屋”“浅水湾沙水区”等

特色活动区。各班级利用活动时间，

开展自主游戏和跨班区域活动，让幼

儿在角色扮演中体验家乡文化魅力，

激发幼儿热爱家乡、保护家乡文化的

情感。

构建系列主题活动课程。幼儿园

通过“体验+创造”主题园本课程，传承

疍家文化及本土特色文化。在课程内

容方面，幼儿园采用单元主题的组织

方式，根据幼儿的生活经验、兴趣需要

和发展水平，确定主题核心，分为“疍

家渔村”“南珠瑰宝”“珠城美食”“珠乡

风情”“壮丽北海”“博爱品行”等主题

板块，结合3—6岁不同年龄阶段幼儿

的学习和发展特点，将主题板块细化，

形成适合小中大班的主题课程内容，

通过疍家式环境创设、渗透式生活活

动、体验式游戏活动、主题式教学活

动、创造式实践活动、文化式节庆活

动、交互式亲子活动等途径，开展丰富

多彩的课程活动。

开展多元化教育实践活动。一

是充分利用社会资源，让幼儿走进社

会，体验北海本土文化。例如，中班

“走进老街”活动，幼儿每人带 10 元

钱，到老街逛一逛，认识老街的建筑、

商铺，并购买一件商品；大班“走进侨

港”活动，幼儿采访民间艺人，了解民

间工艺的制作特点，慰问休渔期的渔

民，表达自己的崇敬之情。二是充分

利用自然资源，开展自然课堂。幼儿

园组织大班幼儿赶海，挖螺、抓沙蟹、

制作沙蟹汁；组织中班幼儿采摘鸡屎

藤、制作叶麻籺；组织小班幼儿观察

木菠萝树、榨果汁。三是充分利用家

长资源，开展节庆日亲子活动。幼儿

园开展每年一度的主题活动——疍

家文化节，成功举办了“疍家美食节”

“疍家游戏嘉年华”“疍家亲子运动

会”“疍家亲子手工制作大赛”“疍家

摄影大赛”等活动，邀请家长与幼儿

一起参与。

北海本土文化博大精深、内容浩

瀚，对于心智尚未发育健全的幼儿而

言，并非全部适宜开发成课程。因

此，在建构园本课程时，幼儿园采用

科学的方法和策略，从传承北海本土

文化和促进幼儿发展角度出发，围绕

北海本土文化资源“利用什么”“为什

么利用”“怎样利用”等问题，通过创

设和提供各种适宜幼儿生理和心理

年龄特点及个体差异特点的教育环

境、教育活动、教育方法，促进幼儿身

心自主发展和健康成长。

（作者单位系广西北海市第一幼

儿园。本文系广西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2019年度课题《“核心素养”理念

下的幼儿园园本课程内容构建研究》

的研究成果，立项编号：2019B231）

让园本课程多一点“本土味”

在动漫世界里边玩边学
□于香飞

□张重宁

爱看动漫是孩子的天性，因为

动漫的表达方式简单纯粹，想象丰

富大胆，用独特而有趣的手法构建

出一个个恢宏壮阔、精彩纷呈的世

界，比较符合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年

龄特点。教师不能以简单的“不务

正业”为理由压制或拒绝学生所热

爱的东西，而应该有的放矢、适当引

导，帮助学生走进那些承载着热血、

光明、温暖、真诚、友爱的故事。为

此，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竹林寺小

学开设了“神奇的动漫”综合实践课

程，引导学生感受动漫世界的流光

溢彩，了解动漫之美。

设计理念

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课程以“说

动漫、谈动漫”开始：首先，选取不同

时代、不同国家喜闻乐见的经典动

漫，通过交流感想、汇总资料，了解学

生的喜好特点和审美倾向，适时引导

从而加深学生对文化和历史的认识，

对动漫艺术社会作用的认知；其次，

借助耳目一新的互动游戏“猜猜动漫

人物”，进一步深化课程，引导学生大

胆发挥想象力，选取生动有趣的生活

细节，通过提炼、夸张、比喻、象征、借

喻等手法，让学生进行艺术加工和二

度 创 作 ，设 计 出 属 于 自 己 的 动 漫

故事。

看动漫、玩游戏、讨论交流、发

散思维、启发联想等教学环节环环

相扣、层层递进，力求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学生观察

生活和艺术表达的能力，帮助学生

掌握动画创作的基本要领，重视对

学生个性和创造精神的培养，着力

实现音乐、美术、文学、历史等多学

科的相互渗透，让学生全方位感受

动漫的乐趣以及蕴含其中的文化

底蕴。

课程实施

探索求知聊动漫。动漫伴随着

孩子长大，曾经带给他们无数快乐，

因此实践活动的第一个环节“瑰丽

的动漫——识动漫 ，谈动漫 ”便以

“你能说出这些动画片的名字吗”为

题导入新课，屏幕依次出示的《鼹鼠

的故事》《千与千寻》《哪吒之魔童降

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等动漫画

面，彻底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放映

过程中，教师以简洁生动的语言概

括动漫的主要内容和艺术特色，通

过师生交流深入挖掘这些动漫所承

载的文化内涵以及所要传递的价值

导向，初步了解动漫在政治、文化、

意识形态领域等方面的宣传指引作

用。如在《鼹鼠的故事》中，小鼹鼠

善良勇敢、乐于助人，与小伙伴齐心

协力，克服了重重磨难，终于在高墙

林立如铁桶般森严的人类世界中获

得一息生存空间；在《千与千寻》故事

中，千寻的父母因为贪吃变成了猪，

千寻为了拯救父母，独自一人闯入异

世界，从一个娇生惯养的小女孩渐渐

成长为一个勇于担当的少女，终于在

神明的帮助下让父母变回人类，故事

惊心动魄而又寓意无穷；作为师生交

流重点的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降

世》，主人公哪吒不服输、不认命的精

神也感染着学生。

表达角色竞高下。实践活动的

第二个环节“有趣的动漫——猜动

漫，议动漫”，教师与学生探讨角色，

引导学生对所喜欢的动漫人物进行

分析，增加问题的深度和广度，探究

动漫与学习生活、学生成长的关系，

拓展学生的思维和眼界。同时，教师

设计了小游戏“猜猜动漫人物”，在游

戏中提升学生的表达能力：以小组为

单位，每组派一个代表上前，背对大

屏幕；屏幕出示一个动漫人物名称，

其他小组成员利用语言、神态、动作

模仿表达这个人物，让小组代表在最

快时间内猜出动漫人物到底是谁；小

组成员的描述不可以出现人物名字，

包括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单字，违规者

不计分。

这些魅力四射的人物构成了精

彩的动漫世界，不仅能够愉悦身心，

而且可以寓教于乐，蕴含许多做人做

事的道理。游戏结束后，教师引导学

生升华主题，如鼹鼠面对即将破壳的

鸡蛋，想到的不是毁坏或玩耍，而是

精心呵护，这种对生命的珍爱正是值

得学生学习的内容。

《千与千寻》中的每个角色也都

耐人寻味：浑身散发恶臭的“腐烂

神”，洗去一身污垢竟摇身变为河神，

堂堂河神之所以满身泥污，正是人类

乱扔垃圾造成的恶果；因为贪吃而变

成猪的千寻父母一直在警示，人类如

果毫无节制地放纵欲望，那便与猪再

无区别；还有那个身高近丈的巨婴，

生活中简直无处不在，身体明明已经

长大，心智却依然停留在幼童时期，

毫无自立能力……由此可见，对于经

典动漫，不能只用眼去看，还要用心

去思考。

内伸外延绘动漫。实践活动的

第三个环节“厚重的动画——学动

画，讲动画”，教师让学生搜集资料、

拓展知识，如动画的起源、动画的发

展、动画的制作等。学生将课下搜集

的资料整理汇总，先在小组内汇报，

然后挑选出最有价值的信息在全班

进行汇报，最后将大家认可的知识点

摘抄在小卡片上，分类粘贴在教室专

门开辟出的动漫专区，以便课下随时

参观学习。

实践活动的第四个环节“神奇

的动画——玩动画，做动画”是课程

重点。学生通过探究“动画是怎么

动起来的”“什么是视觉残留现象”

等问题，了解动画制作的原理以及

其中蕴含的科技理念和美学观念，

积极主动投入到动画制作的实践活

动中。比如，制作“火柴人”小动画

时，教师结合屏幕出示的动画人物

动作分解图，帮助学生理解动画到

底是怎样“动”起来的，引导学生回

忆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的有趣事

情，从生活中选取创作素材，激发学

生的创作灵感。完成“火柴人”动画

创作后，教师通过投影仪展示优秀

学生作品，先让学生对作品进行简

短介绍，教师再进行总结性评价。

课程反思

“神奇的动漫”因为环节紧凑新

颖、节奏欢快活泼，极大调动了学生

的参与兴趣。它在带给学生无限欢

乐的同时，还能开发智力、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动漫真正成为学生的

良师益友。

在课程实践中，学生的发言常

常带来惊喜，他们对于自己喜欢的

动漫有独特的见解和看法。教师应

该认真倾听学生的看法，深入挖掘

他们的内心世界，了解他们的喜恶

爱憎，帮助他们解析动漫之美。在

与美好情感的互动体验中，教师还

可以潜移默化进行美育和德育渗

透，让学生懂得勇敢、拼搏、善良、友

爱、真诚、宽容、责任、梦想，学会如

何爱自己、爱他人、爱生活，进而学

会爱这个世界。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承德市双桥

区竹林寺小学）

课程图纸 育见故事

晒成果

“校园农场”喜丰收

江苏省东海县桃林镇陈州小学通

过建设“校园农场”，为学生提供了一个

劳动实践、种植探究、亲近自然的平台，

让学生在体验农耕文化的同时，从小养

成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良好习惯。“校

园农场”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而

且让学生在劳动中锻炼成长，感知食物

的来之不易。 （张正友/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