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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乌”声声，古韵悠长
□ 印晓云 周士杰

“巴乌”是一种中音簧管乐器，音

色柔美如丝、婉转若水，因其简单易

学、物美价廉，十分便于在学校推

广。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第二实验

小学开设“巴乌艺术”校本课程，努力

培养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的审美情趣。

课程创建之初，学校专门成立了

校本教材编审小组，编写符合学校教

学特色的巴乌教学校本教材《艺韵童

年——巴乌》。图文并茂的教材融入

了各类有趣元素，深受学生喜爱。教

材以图画的形式清晰呈现巴乌吹奏的

基本指法，还明确了各年段的巴乌教

学曲目，音乐教师可以根据不同年级、

不同班级学生的演奏基础和实际特

点，精选适合的曲目开展教学。为了

让教材更加直观生动，学校还录制了

与教材配套的演示视频，将指导巴乌

吹奏的电子教材做成5分钟一段的教

学视频，名为《巴乌5分钟教程》。简短

精练的视频教程易于学生模仿练习，

拓宽了学生学习巴乌演奏的渠道。

学校为全校教师每人购买了一

支巴乌，组织全体教师借助校本教材

自学吹奏指法，再请音乐教师培训演

奏技巧，目前大多数教师都能运用巴

乌熟练吹奏几首简单的歌曲。学校

设一名副校长和一名副主任负责巴

乌校本课程的开发和推广，专职音乐

教师负责教学和评价，其他教师积极

参与辅助管理工作。在学生评价方

面，学校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制定

了三级评价标准。每年 6 月，教师综

合评价学生吹奏巴乌的能力等级，评

选出“巴乌小达人”，将他们的照片张

贴在“巴乌小达人荣誉墙”，鼓励学生

继续努力。

“为学生搭建展示艺术才华的舞

台”是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目标之

一，努力给每个学生一片艺术的天

空。巴乌展示活动花样繁多、精彩纷

呈，每一次活动都会做到“有计划、有

组织、有总结”，引导学生积极参与，

在活动中展示自己、绽放光芒。每年

一度的“巴乌考级”是学生展示吹奏

水平和表演技巧的舞台，学生在考级

中自我检验、自我发现，通过考级检

验学习成果，鞭策自己继续努力、不

断提高。

每年的开学典礼都有教师和学生

演奏巴乌的身影，每届“六一”文艺会

演也会以年级为单位让学生参与巴乌

表演活动，巴乌社团的组建更是让学

生在活动中可以充分锻炼提高。学校

每年举办一次“尚美艺术节”，开展形

式多样的巴乌表演活动，还曾开设巴

乌表演专场，一首首或悠扬或激越的

集体演奏留下了精彩的艺术瞬间。

在巴乌吹奏网络展示活动中，学

校将展示方式分为“班级展示”“年部

展示”“学校展示”三个层次。班级展

示全员参与、逐一表演，每个学生展

示一首最擅长的曲目，由其他学生投

票评定星级水平；年部展示由大队部

组织，按照舞台效果、吹奏曲目的难

易程度和熟练程度、乐曲表现力等方

面进行评定；学校展示汇集了各年部

吹奏的精彩作品，是每年巴乌艺术展

示活动的最高潮。

民族音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民族在长期历

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重要精神财

富。为了更好传承这一文化和财富，

学校大力推广民族音乐，向学生展示

民族音乐的魅力，引导学生热爱并弘

扬民族音乐文化。教师借助乐曲吹奏

教授巴乌表演技巧的同时，也会为学

生讲解所学民族歌曲的艺术成就，介

绍巴乌的艺术地位。

在“巴乌艺术”校本课程开发和

实施的道路上，学校会继续为学生成

长搭建更多施展才华的舞台，不断绽

放校本课程新的活力。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抚顺市顺城

区第二实验小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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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赣州：

开展“5+2”课后服务

本报讯（通讯员 刘德福 黄臻伟）

春季开学以来，江西省赣州市各

中小学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有效减轻学生负担，全面提

升学生核心素养，继续开展并推

进“5+2”课后服务，即“学校每周

5 天开展课后服务，每天 2 小时巩

固‘双减’成果”。如今，南康实

验小学、章江路小学、赣州天竺山

小学等学校每天下午的硬笔书

法、手工制作、户外篮球等活动开

展得如火如荼，学生乐在其中、学

在其中。

“给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彩

的舞台，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

让学生全方位发展自己。”会昌

小密初中校长郭养财表示。目

前，学校课后服务采取学生自愿

原则，设置了象棋、书法、葫芦

丝、篮球等 10 多个兴趣小组，通

过个性化课程满足学生全面发

展的需求。

龙南龙洲小学在课后服务时

间分年级组建了足球、篮球、羽毛

球、毽球、花样跳绳、舞蹈、围棋、朗

诵与主持、书法、美工、声乐等兴趣

社团。精彩纷呈的社团活动张扬

了学生的个性，拓展了学生的视

野，丰富了学生的生活，锻炼了学

生的能力。

据了解，赣州市 843所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均已落实“5+2”课后服

务，以“提升课后服务质量，保障课

堂教学质量”为宗旨，全力为学生

学习知识、发展自身特长和兴趣爱

好搭建桥梁，激发学生潜能，挖掘

学生智慧，增强学生自信，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

安徽霍邱长集镇中心小学：

创意课程促“双减”

本报讯（通讯员 王玉齐）“老

师，我的滑翔机已经拼装完成，可

以到操场上试飞啦！”航模班的学

生刚刚完成一个作品，正在分享自

己的成果。

“老师，你看我像不像一个大

设计师，这个‘古镇小桥’就是我最

得意的作品！”刚刚完成一个文创

作品，学生就兴奋地喊了起来。

日前，安徽省霍邱县长集镇中

心小学开始了新学期的课后服务，

探讨“双减”后如何让学生课余生

活更加丰富多彩。学校相继开展

了航模、文创等创意课程，将功能

教室充分利用起来，更大程度地满

足学生需要。

在航模教室，学生兴致勃勃

地将航模材料从材料袋里取出，

结合教学视频和授课教师的讲

解，饶有兴致地拼装起来。“咦，这

个金属片凸出的一面是朝里还是

朝外呢？”学生一边操作一边思

考。“老师，我的航模已经安装好

了电池，为什么螺旋桨不转呢？”

学生一脸疑惑地向教师寻求帮

助。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产生了

爱上航模、爱上科学的兴趣。

在文创教室，一根根长短不

一的小木条在学生手中产生了神

奇的变化：短的可能是吊床腿，长

的可能是相框边……在教师的指

导下，可以摇晃的双层婴儿摇床、

造型别致的古镇小桥、简约大方

的木房子都从学生的巧手中“变”

出。学生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再

困难的拼装也打消不了他们的动

手热情。

据悉，学校将进一步丰富课后

服务内容，开展能够满足学生多样

化需求的课程，努力让学生开心、

家长暖心、社会放心。

一线动态

现代社会发展需要人们能够应

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创造性地解

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因此，培养能

够打破思维定式的创新型人才已经

成为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江苏省

常熟中学立足教学环境、课程体系、

课堂模式、评价方式等内容，以“改变

育人模式、培养创新人才”为理念，在

拓展深化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构建创

新型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学生在“玩

中学、研中学、做中学”中获得成长，

培养学生专注、严谨、创新的学习态

度和科学精神。

打造特色教学场馆

学校对全校教室设备进行升级

改造，打造“智慧教室”，装备先进的

课堂教学系统，连接国家教育资源云

平台，构建数字虚拟学习环境和泛在

学习环境。教师和学生在教室就可

以获取互联网上的各种学习资源，随

时查阅、及时分享。

基于“CPS+创造力发展课程基

地”，学校以科教实验中心为主要载

体，设立了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信息与人工智能、海洋科学等研

学场域，建成海洋科学探究馆、机器

人创客实践室、3D 打印创客实践室、

物理创新实验室、化学创新实验室、

地理信息课程专用教室等教学场馆。

海洋科学探究馆内设有各类知

识展板、各类模型标本，如深海热液、

海洋立体模型、珊瑚标本等。现代化

技术手段让教学更加生动有趣，同时

也能形象、直观、立体化呈现海洋世

界，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

究学习的需要。

周五下午，选修“Hello World 机

器人”的学生来到机器人创客实践

室，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机器人的设计

和制作。构思设计遇到问题后，学生

通过小组讨论找到解决方案，运用知

识解决问题的关键能力得到提升。

在化学创新实验室学习“离子反

应”时，学生借助实验室配备的传感

器（离子浓度检测仪），盯着计算机屏

幕观察向硫酸溶液中缓慢滴加氢氧

化钡溶液的离子浓度动态变化。学

生表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数字

化设备，我们才能清晰观察离子反应

的本质。”

地理信息课程专用教室正在开

设一节有趣的“神秘深海”课，此时的

授课教师正在中国南海的科考船

上。通过信息技术，学生与海洋科考

船上众多科学家来了一次“亲密接

触”。学生了解到科考船在海上航行

和作业的状况、科考船上实验室和科

学家的工作情况，观看海底实况以及

遥控机器人在海底的采样和观测视

频，带着强烈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向

科学家提出各种海洋问题。

智慧教室和特色教学场馆的搭

建，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为学校

育人方式的转变、学生创新能力的提

升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

构建丰富课程体系

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学校

构建了丰富的校本课程体系，包括博

雅课程、卓越课程两类。博雅课程包

括学科综合主题类课程、学科综合社

会类课程、虞山文化特色课程、国际

理解课程等，学校开发了“数学史话”

“趣味生物实验”“历史上的哲学家”

“生活中的经济学”等 70 多门校本课

程，学生可以自主选课，每周五下午

到对应的活动教室上课。卓越课程

针对部分有特长的学生，学校采用

“中学专任教师+大学指导导师”的双

导师制授课方式。

选择方式的多样性使课程既能

服务于大多数学生，又能为部分学有

余力的学生提供特长发展平台。学

校将课程内容分为自然科学、工程与

技术、人文艺术、体育与心理、劳动与

实践等 5 个领域，每个课程领域包含

对应的国家课程以及在国家课程基

础上开发的校本课程。教师通过钻

研教材及相关理论，开发出与生活实

践紧密连接的项目内容，实现对国家

课程内容的拓展和深化。

为了加强课程的融通性，学校

开设了许多跨学科课程，采用项目

化学习的方式推进。比如，在“绘制

江苏省常熟中学地图”项目中，教师

首先在任务单中呈现关于地图绘制

的相关理论和背景知识，然后让学

生在校园实地考察、测量，了解校园

的分布格局，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合

作探究，在任务单上记录“地图中要

包含哪些要素”“怎样确定比例尺和

方向”“怎样使地图更加实用美观”

等子问题。学生通过小组讨论确定

并记录实施方案，运用不同的方法完

成地图制作——有的小组采用手绘

形式，有的小组采用软件辅助绘制。

项目最后，教师引导学生在任务单上

记录对整个过程的评价和反思，完成

对知识方法的整理和提炼，并将各小

组完成的地图制成实物。

虞山文化特色课程是学校的重

点课程，学校依托课程基地开设“走

进常熟老街巷”“‘虞风’课本剧”“‘虞

山印派’篆刻”“虞山书法艺术传承”

“虞山琴派传承”等 10 多门关于虞山

文化的特色课程。在“走进常熟老

街巷”课程中，教师拿起相机，用影

像向学生讲述关于春风巷、阁老坊、

醉尉街等地的常熟历史故事；学生

利用假期实地走访，写成调查报告

和 研 究 报 告 ，分 享 自 己 的 研 习 成

果。在“‘虞山印派’篆刻”课程中，

教师边讲解边篆刻，刀法被投影到

大屏幕，学生看着大屏幕学习篆刻

刀法，制作自己的篆刻作品；在“评

弹欣赏”课程中，学生聆听名家的评

弹和讲解，跟随名家学习弹唱。这

些作坊式、沉浸式的学习过程，在学

生心中种下乡土文化的种子，让学生

享受美的教育和人文素养的熏陶，也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优化“创生课堂”模式

课堂是课程实施的主阵地，学校

积极推进“创生课堂”构建。创生课

堂是创新和生长的课堂：创新体现在

教学过程，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

作运用发散思维提出不同的解决方

案，再根据某种标准运用聚敛思维进

行最终选择；生长指课堂中的问题和

内容是开放动态的，学生可以生长出

新想法、新问题，对原有问题进行延

伸拓展。创生课堂包含“情境创设并

生成问题”“方案产生与探究实践”

“问题总结及拓展反思”等环节。

情境创设并生成问题。根据情境

教学理论，基于真实情境的问题可以更

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学生问

题解决能力提升和高阶思维培养，因此

创生课堂的前两个环节便是“情境创设”

和“问题生成”。比如，在学习高中物理

“库仑定律”一课时，教师首先基于初中

知识创设问题情境引发学生的思考：

“在初中我们已经知道同种电荷

相互排斥、异种电荷相互吸引，那么

请大家猜想一下电荷间的作用力大

小可能与哪些因素有关？”

“可能与电荷量、电荷间距离、运

动状态、环境、带电体形状等有关。”

“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应该是点电荷间作用力F、带电

量q、距离r间的关系。”

“要找出上述三个物理量之间的

关系，大家觉得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怎样使研究对象带电、怎样反

映F的大小、怎样改变带电量……”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逐渐提炼

出课堂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始讨论

解决问题的方法。整个过程不仅充

分锻炼了学生的发散和聚敛思维，而

且使学生体会到科学的思维方式。

方案产生与探究实践。为了培养

学生的创造力和问题解决能力，教师

必须改变传统“满堂灌”教学模式中学

生“直线”思维的习惯，鼓励学生在得

出问题的解决方法前先以发散思维产

生大量的变通办法，之后再以聚敛思

维来选择最适合的解决方法。因此，

在“方案产生”和“探究实践”环节，教

师鼓励学生运用“头脑风暴”的方法，

自发形成学习小组对问题的解决方法

进行讨论，形成尽可能多的有创新性

的解决方案，结合实际条件确定最优

方案并通过实验落实方案。

“可以将带电小球用细线悬挂使

玻璃棒带电，悬线与竖直方向的夹角

反映电场力F的大小……”

“可以通过接触起电使两个完全

相同的小球带电，将其中一个小球悬

挂于细线下……”

“可以利用杠杆原理，放大电场

力 F 的作用效果，通过游码的位置 x

来反映F的大小。”

“可以参考课本上的库仑扭秤实验，

利用悬丝扭转的角度来反映F的大小。”

经过热烈的讨论，学生确定相对

可行的方案，教师则引导学生正确使

用器材对确定的方案进行实验并记

录结果。这一环节锻炼了学生的动

手能力，也培养了学生将理论与实际

结合起来的科学意识。

问题总结及拓展反思。总结和拓

展环节不仅要让学生在实践的基础上

得出结论，而且要引导学生再次利用聚

敛思维对探究过程进行提炼和总结。

“通过对两个方案的实验操作和

记录，我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

“带电体间距离越小，作用力越

大，电荷量越大，作用力越大。”

“真空中两个静止点电荷之间的

相互作用力与它们电荷量的乘积成

正比，与它们距离的二次方成反比。”

“方案四对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操作起来比方案一复杂，但是能得到

定量的结果。”

学生根据实验内容顺理成章地解

决了课堂中提出的核心问题，同时对探

究过程中的不足与值得注意之处也进

行了总结。在不断思考、质疑、总结的

过程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人格也

渐渐生长起来，实现了在创造性活动中

产生新体验、收获新知识的课堂突破。

在常熟这块崇文重教、人杰地灵

的教育沃土上，学校弘扬虞山文化传

统，发展学生的优势潜能和个性特

长，努力追求“让每个生命都绽放光

芒”的教育价值。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熟中学）

五育行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①

学生参加物理创新实验学习学生参加物理创新实验学习

抓好科技创新教育“三要素”
□ 龚胜强

在不同“智慧教室”学习相应的特色课程、与中国南海科考船科学家“亲密接触”、融通多学科知识绘制学校“地图”、走进老街巷

感受虞山文化、体验创新和生长的课堂学习……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方法、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江苏省常熟中学通过“教

学环境创设—课程体系开发—教学模型完善”等环节，努力探索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