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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课

国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国画的魅力在于它的传承意义和

美学价值。为了创新美术教学模式，

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为学生的美

育发展奠定基础，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第十一小学打造国画魅力课程，分

层次、分角度、分技能在每一个年级开

设国画课程。

充分挖掘国画课程的育人价

值。教授学生国画创作和鉴赏方法，

一是有助于增强学生对色彩的感受

力和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想象力、

创造力和表现力；二是有助于帮助学

生养成耐心和细致的习惯，国画工序

复杂，完成一幅国画写意作品需要 2

课时，完成一幅国画工笔作品需要 8

课时，学生在绘画创作中可以不断磨

炼自己的耐心；三是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综合协调能力，根据具体的绘画内

容和构图情况，学生在创作中需要使

用不同的毛笔、调配不同的颜色，这

让学生的脑、眼、手等都得到了灵活

运用。

重组全员参与的“2+2”班级授课

制。由于国画课程自身的特点，以及

上课需要携带的物品较多，学校对课

程的时间和师资进行重组，采用“2+2”

班级授课模式：两节美术课连上，学生

全员参与；每班配备两名美术教师，一

个主讲一个助教。一节大课下来，大

多数学生都可以完成一幅完整的国画

作品。

全面培养专家型师资队伍。学校

聘请国画名家每周用半天时间对相关

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寒暑假期间派美

术教师到省市国画培训班进行专业培

训，提升国画水平和艺术素养；鼓励教

师参加各级各类国画比赛和展览，加

强交流、拓宽眼界。学校还成立国画

名家工作室，每个月都会深入班级为

学生指导，国画社团的教学也由聘请

的国画名家进行授课。

增强国画教学的趣味性。一是

在“玩”中设计国画教学。教师巧妙

利用学生爱玩的天性，让学生感受用

毛笔蘸墨画画，可粗可细、可干可湿；

引导学生通过玩墨、玩笔学习笔的运

用；采用多种表现方式激发学生兴

趣，如揉纸法、点染法、晕色法、平涂

法、擦染法、拓印法等，让学生通过不

同表现手法描绘心中的画面。儿童

国画题材主要有人物、山水、花鸟等，

技法可分为工笔和写意两种，形式包

括壁画、卷轴、扇面等，这也为教师的

授课内容提供了丰富的选择性和可

能性。教师可以让学生了解文房四

宝的基本知识，了解诗书画印的基本

构成形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是利用现代教学手段增强国画

的学习趣味。教师通过互联网、多媒

体等手段对名著或故事进行讲解，让

学生用国画的形式表达理解和感受，

进而展开想象进行描绘。利用影像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融入国画教

学，可以极大提升学生的创作兴趣，让

学生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多

彩和博大精深。

开展分年级分梯度教学。低年级

的国画课程以简单的动物、植物、花卉

等内容为主，将成语故事、寓言故事、

神话故事等内容融入国画教学中，让

学生在掌握用笔、用墨和基本造型的

基础上，大胆尝试新的笔墨技法和语

言，突出国画水、墨、色的融合特点。

中年级的国画课程将花鸟、山水、

人物等内容进行完善，侧重笔墨和造

型训练。学生对国画中的皴、擦、点、

染、墨破水、水破墨、渗透融合等各种

写意技法进行深入学习和应用，更加

注重画面表达的艺术性、完整性、丰富

性。教师将艺术鉴赏与大师对话等内

容搬入国画课堂，让学生进一步感受

国画艺术的感染力，从而增强民族自

信心和自豪感。

高年级的国画课程开设工笔花鸟

和工笔山水教学，学生逐步掌握透稿、

勾线、晕染、罩染等工笔绘画技法；了

解中国工笔画发展史和各个时期的名

家名作，以及画中所传承的哲学思想

和审美价值；学习如何鉴赏传世名画，

如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仙卷、韩熙载

夜宴图等，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

国画课程的开设不仅增强了学生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锻炼了

学生的判断能力和思维能力，培养了

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让学生

通过绘画充分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

培养了学生更高层次的艺术思维方

式。画面丰富、造型各异、墨彩交融的

学生国画作品，已经成为校园一道美

丽的风景线。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铁岭市银州

区第十一小学）

国画课程 文化传承

嗨，请看我们的童书影视课
□杨雯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中国教师报 泰学教育
联合主办

育见故事

“太阳光金亮亮，雄鸡唱三唱，

花儿醒来了，鸟儿忙梳妆……”一

早起来，儿子就哼着歌在自己的植

物角里忙碌，活脱脱一个经验丰富

的“老农”。看着他对自己种的植

物视若珍宝的样子，我忍不住打趣

他：“干活累不累，额头都出汗了！”

儿子昂起头骄傲地说：“不累，歌里

都唱了，‘幸福生活从哪里来，要靠

劳动来创造’。”

对于这个两平方米左右的植物

角，我本没有太多的期望，以为孩子

只是 3分钟热度。但没想到几个月

过去，孩子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

就是忙着照看他的这些宝贝，观察

每一株植物细微的变化——这棵毛

豆长出了一个毛茸茸的豆荚，那棵

辣椒开了几朵颜色淡淡的小花，每

一个变化都会让儿子激动不已。

看着孩子幸福的模样，我回想

起自己的童年。我的母校地处深

山，虽然条件简陋，却是一座花园

式学校：花坛里的星星花自由生

长，恣意地开着红色的花朵；棕榈

树、柚子树、柿子树、桂花树、拐枣

树排成一个“一”字，高低起伏、郁

郁葱葱。在这个小小的花园，有许

多劳动的回忆。

撒地雷花种。植树节的时候，

老师发给我们每人一把黑色的花

种，形状椭圆、表面粗糙，像一颗颗

小小的地雷，似乎落地就会发出

“嘣”的一声脆响。放学之后，我们

无比兴奋地将种子撒在路边、河边、

家门口、菜地里、茶山上……事实

上，地雷花种的确落地即“爆”，成活

率极高，几场春雨下来，到处都是一

簇一簇的，直至今天还随处可见。

开辟菜园子。由于学校有许多

留守儿童，老师就为我们热饭、守着

我们睡觉，连自己的正常用餐都无

法保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大家

决定在教学楼后面开垦一片菜园

子，一起带着镰刀、锄头、土箕，将坚

硬的泥土一块块挖出、打碎、耙平。

菜园子开垦好了，便种上菜秧、播上

菜籽，然后浇水、施肥，我们感到前

所未有的兴奋和满足。

除此之外，捡拾木梓仁、浸泡涩

柿子、种植凤仙花这些劳动我们样

样都干，洗碗筷、叠衣服、扫地浇花

等更是不在话下。那时，学校还没

有明确的劳动教育理念，但是一场

场劳动都在真实开展着，劳动充实

着我们的学习生活，帮助我们与这

个世界亲密接触。

如今，我也成为一名教师，任教

的学校位于镇中心，周边房屋林立、

道路通畅、水系发达，却没有合适的

劳动基地可供选择，想要让学生通

过劳动感受幸福生活只能另辟蹊

径。我结合自己在学校时的劳动经

验，因地制宜设计了以下几条劳动

教育的实施路径。

路径之一：以学校为单位，将学

生需要掌握的劳动技能可视化。比

如，一年级的劳动是“完成扫地、擦

桌子、整理教室等班级值日工作”，

二年级的劳动是“学会自己系红领

巾，整理并保管自己的学习用品”，

三年级的劳动是“学会纸的折叠、裁

剪、粘贴等简单的手工制作”……还

记得没有把劳动教育精细化之前，

有一次我在校园散步，一个学生突

然腼腆地说：“老师，你可以帮我系

下鞋带吗？”我没有作声，蹲下身子

帮他把鞋带系好。虽然是做了件好

事，但我内心却非常沉重——这是

劳动教育的缺位，也是我作为教育

者的失职。现在，目标明确、贴合实

际的劳动教育，可以让每个学生都

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再次遇见之

前的那个学生，他早已不是“吴下阿

蒙”，铺床叠被、手工制作样样在行，

还被评为学校第一批“劳动之星”。

路径之二：以班级为单位，将劳

动教育与班级文化相融合。为了推

行劳动教育，我鼓励学生将绿植带

进班级，营造一个清新优雅的班级

环境，同时购买了一批泡沫箱，种上

韭菜、蒜苗、空心菜等，一个简易的

菜圃就完成了。为了让植物能得到

更好照顾，班长给每个小组都安排

了任务，在泡沫箱贴上了责任制小

组的标签。蔬菜丰收了，征集全班

学生的意见后，我们决定把韭菜割

下来给寄宿生包一顿饺子，把空心

菜割下来给寄宿生煮一顿面条……

学生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内心

无比满足，此后照顾植物也更加有

积极性了。

路径之三：以家校共育为抓

手，以实践性作业促发展。随着劳

动教育的不断深入，学校开展了

“我是小厨师”“争当劳动之星”等

家校互动活动，低年级学生铺床、

叠被、系纽扣，中高年级学生制作

主题菜肴。这些活动不仅让学生

体会了劳动的幸福，而且促进了亲

子关系，可谓是一举两得。

未来是属于孩子的，劳动教育

正是为孩子的成长赋能。作为孩子

的老师、家长，我当然有责任将感

恩、勤勉、奋斗、珍惜、创新等品质，

通过最基本的劳动“种”在孩子的灵

魂深处，让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收

获自信，收获难忘的童年，收获幸福

的人生。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泰和县沙

村中心小学）

幸福生活从劳动中来
□黄蔡林

提到童书影视课，还要从一节电

影欣赏课开始——

“书里的白雀不是很美吗？可是

电影里的……不美！”一个学生在看电

影时脱口而出。“白雀不是这样的”“白

雀应该亭亭玉立、文静秀气”……许多

学生纷纷附和，并找出书中的原文来

佐证自己的观点。

我有点诧异，看过这部电影许多

遍了，但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之

前观影只是为了辅助语文教材的单元

主题教学，而这次学生的疑问让我意

识到，把童书与影视结合起来，能够引

发学生的自我思考，在互相对比中进

行分析和判断，同时锻炼学生的思辨

能力和表达能力。

于是，童书影视课应运而生，学生

经常骄傲地向其他人推荐：“嗨，请看

我们的童书影视课！”

选择哪些童书

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童书筛选方

面，这是关乎立德树人的大问题。有

的童书虽然好，但是某些情节不适合

小学生阅读，应该如何取舍？有些童

书虽然许多人推荐，但是与学生的生

活相距太远，可以用什么方法激发学

生的阅读兴趣？这些都是当务之急。

我优先选用统编教材推荐的童书，

根据学生的年龄进行分层，一、二年级

以童话故事为主，三、四年级选择神话

故事、民间传说、科普作品等，五、六年

级选择长篇小说、古典小说、世界名著

等，接下来就是确定具体的童书书单。

《雪孩子》这个童话故事适合一、二

年级学生阅读，读完故事后我让学生观

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经典动画片

《雪孩子》。雪孩子奋不顾身冲进大火

抢救小白兔，它自己却融化了——看到

这个情节，有的学生眼中含着泪水，有

的学生满是不舍，还有的学生跟着片

尾曲轻轻哼唱：“雪绒花，雪绒花，清晨

迎着我开放……”学生小小的心像雪

一样晶莹透亮。

《中国神话故事》适合三、四年级

学生阅读。我选择了其中《哪吒闹海》

的故事让学生深度阅读，然后观看我

国第一部大型彩色银幕动画长片《哪

吒闹海》。我向学生提问：“你们觉得

是文字好还是电影好？”学生异口同声

地回答：“故事太简单了，读完没有什

么感觉。电影让我们印象深刻，原来

哪吒那么可爱、那么勇敢，还那么有正

义感。当哪吒为救百姓而牺牲时，我

们感动得想哭，所以电影更好。”我笑

了笑说：“《哪吒闹海》确实是部好电

影，但是电影就一定比文字好吗？这

倒不一定，我们要学会在比较中思考，

这样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为什么要设计练习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我发现如果

学生的阅读只是囫囵吞枣，那么观看

影视片段时往往只有感官享受，缺少

深刻的思考，这与童书影视课设置的

目标相去甚远。因此，教师要对童书

阅读的效果进行反馈和检测，才能为

接下来的童书、影视对比欣赏打下坚

实基础。于是，学生每次读完整本书

或者其中某个章节，我都会精心设计

练习反馈学生的阅读效果。以五、六

年级为例，学生阅读的是青少年版《红

楼梦》，在阅读指导课上我设计了 3 次

课中练习：

读文字，猜角色。“‘面若中秋之

月，色如春晓之花’，这一段描写的是

谁呢？”我问道。“贾宝玉！”学生高兴地

回答，看来他们都仔细读了书。“‘两弯

似蹙非蹙笼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

情目’，这一段又描写的是谁呢？”我继

续问道。“林黛玉！”还没等我说完，学

生就齐声回答。

游住处，取雅名。林黛玉的住处

叫潇湘馆，贾宝玉的住处叫怡红院，薛

宝钗的住处叫蘅芜苑，贾探春的住处

叫秋爽斋……我给学生出示这些住所

的名字，让学生学习这种典雅的起名

方式，然后让他们试着给自己的住所

起名字。“迎风轩”“听雨阁”“君雅馆”

“英姿园”……学生果然很有想法，我

也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对比读，谈感受。阅读“晴雯撕

扇”这部分内容，再欣赏87版电视连续

剧《红楼梦》里关于“晴雯撕扇”的片

段，我让学生比一比文字与影视作品

的差异。一个学生说道：“我觉得影视

片段更有意思，因为书上的文字不足

80 字，看得不够过瘾。影视片段的表

演特别精彩，把晴雯的泼辣大胆、顽皮

可爱全都展示出来了。饰演晴雯的这

个演员真厉害，眼神会说话，动作也很

到位，真是把晴雯演活了。”

课程如何活动化

脱离情境的知识是“呆滞的知识”。

知识和能力的发展，要发生于不断利用

知识的真实活动之中。关于童书影视课

的活动化，我的做法是这样的——

观后感征文比赛。“观”是基础，

“感”是重点，让学生结合生活实际谈

读书和观影的感受，既提高了学生的

写作能力，又激发了学生的阅读兴趣。

香樟影视戏剧社团。有想象力和

创造力是高阶思维的重要特征，影视戏

剧社团能立体呈现学生的阅读思维。

学校成立“香樟影视戏剧社团”，通过比

赛、表演等方式，展示学生的阅读成果。

课本剧表演。讲述书中的故事可

以促进学生阅读，锻炼他们的表达能

力，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情操。课本

剧表演的形式既能营造宽松愉悦的学

习气氛，又能加深学生对文本内容的

理解和感悟，是语文素养综合运用的

体现。

拍摄“微电影”。学生将电影《城

南旧事》改编成两个“微电影”——《爸

爸的花儿落了》和《送别》。为了拍好

两部“微电影”，学生从全校选拔“小演

员”，连副校长也被拉来扮演小英子的

父亲。这次表演非常成功，充分调动

了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建立影视资源库。我将符合学生

成长需要的童书和相关影视作品，分门

别类保存在“香樟影视资料库”，方便需

要者随时提取。影视库深受师生喜爱，

也让童书影视课的推广更为便利。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有思考、有设计、有创意的童书影

视课，在方寸之地进行得有声有色，塑

造了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也提升了学生语言运用、审美创

造等方面的综合素养。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东莞市樟木

头镇中心小学）

晒成果

日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齐德小学面塑社团创作了一组“梦回大唐”的主题作品。学生利用旧纸箱、太空泥、丙烯

颜料等，借助科学知识分解组合战车零部件，复原“古战车”，以独特的艺术形式传承面塑艺术，表达对非遗文化的热爱，

传承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崔彪/图文）

□ 胡 冰

复原“古战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