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郭瑞 电话：010-8229673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他们这样游亚洲
日前，知行课程之“走进亚洲”

中西文化主题实践活动在清华大学
附属小学拉开帷幕。 低、中、高 3 个
学段的学生分别在少数民族研究、
亚洲国家和世界国家研究方面进行
了课程展示。

三年级学生以 3 分钟演讲的形
式，呈现了亚洲各国的国旗、美食、
语言和服饰舞蹈； 四年级以阿凡提
游亚洲的童话故事为戏剧情境，带
领学生们体验了亚洲的万种风情。
展示结束，学生们分年级走班，小导
游带领大家分享自己手绘中的亚洲
地图，展示手指尖上的美好亚洲。

中日历史教师同台授课
日前，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

高一年级的学生们上了一节特殊
的历史课，中日两国的历史教师同
台授课，这也是日本历史教师首次
走进南京的中学课堂。 课上，金陵
中学历史教师首先讲述《战后中日
关系》一课，并让学生们以“未来中
国 、日本领导人的身份 ”阐述了对
中日关系的展望。 随后，日本法政
大学附中历史教师走上讲台，为学
生们讲述日本和平人士眼中的战
时中日关系。

学习诗词不再枯燥
如今，学生们对于当下热播的

影视作品兴趣很大。 如果语文课部
分教学内容能够与当下流行的影
视元素相结合，对语文教学会有很
大帮助，而且不会枯燥。 河北省石
家庄市第十五中学高二语文教师
郝娜在讲解温庭筠 《菩萨蛮 》一课
时，播放了电视剧《甄嬛传》中的同
名插曲 ，以歌曲导入 ，让学生进入
情境之中初步感受，再分析词句所
要表达的情感。 不少学生当堂就将
这首词背诵下来，达到了良好的教
学效果。

国学主题运动会
兴趣是最好的教师。 为充分满

足每个学生个性化成长的需求，四
川省内江市天立国际学校推出了韩
语、法语、航模、陶艺、手工、民族舞、
国学等 126 门深受学生喜爱的选修
课。国学是其中重要的特色课程，学
校还以国学为主题召开运动会，引
导学生关注中华文化， 不断增强自
身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情怀。

体育模块选项教学
怎样才能让学生喜欢一项运

动？ 江苏省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学
生给出了一种答案。近日，南京市高
中体育与健康模块选项教学和课余
训练观摩研讨会举行， 来自全市的
200 多名体育教师观摩了第十二中
学的田径、羽毛球、篮球、排球、健美
操和乒乓球体育课， 感受到学生高
水平运动的快乐。

操场上，20 多名高二女生在排
球选修课上练习垫球，20 多名男生
在篮球选修课上练习侧掩护配合投
篮。教练先解说技术要领，然后让学
生开始捉对练习。羽毛球练习场，学
生的一招一式都堪称专业水准。 体
育模块选项教学给了学生自主选择
权，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自选
课程， 真正调动起每个学生的运动
积极性。

（钟原 辑）

一线动态

“小绘本里有大世界”，我常用这句话
作为开始，向家长或同行介绍儿童绘本创
作课程。儿童文学家梅子涵曾在他创作的
绘本前言中说，“这是他们最初的故事，最
早的颜色，最难忘的太阳升起和照耀。 每
一个故事的美好，兴许就是他们后来天天
的心情，是他们的性格和人品，是他们隐
形的翅膀和飞行的方向，是他们显示给世
界的美丽，也会是他们可能赋予世界的情
怀和格局。 ”

小小绘本呈现出儿童成长空间的大
世界，如何挖掘其中的教育价值，绘本创
作课程目标的设计又需要何种教育理念？
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课程目标的
研究寻找理论依据。

儿童绘本创作课程的目标主要依据
基础教育学习指标体系、儿童体验的七大
板块和绘本创作课程的价值等三个方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美国著名智库机构
布鲁金斯学会提出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学
习最重要的七个领域，构建了基础教育阶

段学习指标体系。该体系与儿童绘本创作
课程指向相重合的领域有社会情绪、文化
艺术、学习方法和认知。其中，社会情绪领
域包括社会与集体价值、公民价值、精神
健康，文化艺术领域包括艺术创作、了解
文化，学习方法和认知领域包括坚持与专
注、合作、独立自主、知识、理解、运用、批
判性思考。

而儿童体验领域分为七个板块 ，个
性体验、视觉体验、知识体验、交流体验、
创造体验、文化体验、环境体验。 对应以
上七大板块， 绘本创作课程的价值主要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个性价值———充
分发挥儿童个体的才能， 在生活实践体
验中获得绘本创作内容，理解与接受；视
觉价值———增强儿童对事物的观察力和
表现力 ，发展儿童观察 、理解 、反应 、创
造、鉴赏和延伸的能力；知识价值———让
儿童初步了解各种绘画艺术风格的特
点，提高对绘本艺术的欣赏能力；交流价
值———提供儿童各种表达机会， 鼓励儿

童用艺术语言表达思想情感， 与同伴分
享，体验共同成长的乐趣；创造价值———
运用各种适切的艺术表现形式， 提高儿
童综合运用材料和绘画方法的能力 ，引
导儿童在创作过程中运用感知觉大胆表
达、 自信展示， 培养创新精神和动手能
力； 文化价值———文化信息的传递为儿
童了解世界提供了有效途径， 形成了多
元文化的视角和观念； 环境价值———生
动有趣的视觉情境设置能激发儿童的创
作欲望和情感表达，启迪儿童的智慧。

由此，儿童绘本创作课程的目标确定
为 “艺术·生活”“学习方法·认知”“社会·
情绪”三个领域。“生活·艺术”领域的目标
是让儿童了解绘本语言的主要表达方式，
掌握绘本创作的基本过程，合理选择并使
用工具和制作方法；让儿童学会基本的绘
画、制作、语言、表演等艺术形式，粗略了
解各种绘画艺术风格的特点，掌握绘本欣
赏和评述的方法。 “学习方法·认知”领域
的目标是让儿童运用美术语言表达思想

和情感， 通过视觉图像传递个人的情感；
运用画面描述表现生活，运用连续的故事
情节表现动态思维和动态画面。 “社会·情
绪”领域的目标是让儿童形成积极的自我
与他人观念，对合作团队怀有热情，在课
堂上积极快乐地生活；在同伴和更大范围
内参与群体活动， 乐于与他人分享作品，
倾听不同意见和建议。

课程开发不是一项盲目或机械的工
作，需要教师拓宽研究思路，找准研究方
向。课程目标的确定让教师对课程建设研
究有了方向， 教师应该紧紧围绕课程目
标，选择课程主题内容，设计课程活动模
式， 让绘本创作活动充满独特的魅力，带
给儿童无限乐趣。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下期预告：少年宫教育课程是学校教
育课程的拓展、综合与提高，如何构建体
现新课程理念和精神的新课程教学体系，
是我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小绘本里有大世界
□尤敏红协同创课 少年宫绘本创作故事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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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
校，校园中的建筑并没有常见的教学楼、宿
舍楼等标志，取而代之的，是“理想国”“童
话城”“呼噜岛” ……这是校长奚亚英的创
意，在她看来，学校不应该仅仅是学生学习
的场所， 更应该是学生共同生活的 “地球
村”。 “学生是‘地球村’的原住民，他们要在
‘地球村’中学会求知、学会办事、学会共
处、学会做人。 ”奚亚英说。 为了打造“地球
村”，学校开设了一系列相关课程，让学生
在课程中获得能力、体验生活、提升素养，
并将校本课程、班本课程、自主管理等融入
“地球村”中，形成学校的课程文化体系。

“地球村”中有什么

在“地球村”初建之时，并没有这么丰
富的课程，只有一门名叫“阿福童银行”的
理财课程。

副校长王岚介绍，“阿福童银行”按照
一比一的比例复制银行营业厅，简单划分
了等候区、取票区、存储区等功能区，并在
醒目位置张贴利率表、银行制度等，给学
生提供模拟存储的空间和机会。

“阿福童银行”设置了多个岗位，包括
行长、副行长、大堂经理、柜员等，全部由
学生担任，目的是让学生在角色体验中收
获工作的乐趣和经验。学校邀请专业人员
对学生进行指导，帮助学生熟悉银行的基
本规章制度、掌握银行业务流程、明确银
行规范礼仪，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设计
储蓄单、清英币 ，制定贷款制度 、流通制
度、奖惩制度等。

仅仅会理财，并不能让学生在“地球
村”中更好地生活。于是，奚亚英又与学校
教师一起 ，在 “阿福童银行 ”课程的基础
上，开发了农场、邮局、医院、车站、超市等
一系列配套课程，共同构成了学校的“地
球村”课程。“只有具备了丰富的课程体系
和岗位体验，才能真正成为‘地球村’。”奚
亚英说，“在‘地球村’中，学生培养了与现
实生活息息相关的核心素养。 ”

“黑小麦终于要收割啦！ ”这是“阿福
童农场”传来的欢呼声。半年前，学生们在
教师的带领下，耕地、选种、播种、浇水、施
肥……半年多的辛勤耕作，终于到了收获
的日子。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一边比赛一
边收割，虽然累得满头大汗，但却收获了
许多。 不仅有一袋袋沉甸甸的黑小麦，还
有种植农作物的知识、 珍惜粮食的体会。
学生杨鑫雅说：“我们学会了研究，学会了
劳动，更收获了快乐。 ”

这边是 “阿福童农场 ”里的 “挥汗如
雨”，那边却是 “阿福童影院 ”边的 “绞尽
脑汁”。 影院的负责学生承担了万圣节放
映电影《僵尸新娘》的任务，海报设计、票
价管理这些都好说， 但是如何售票却让
几位“影院老板”很头疼。 学生赵景怡在
日记里写道：“我宣传了好久， 才卖出一
张票，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我是女生，总
是不好意思开口，这样可不行，期待明天
能取得好成绩！ ” 学生吴崔宇则颇有信
心 ：“我一边挥着电影票一边喊 ，‘卖票
了，卖票了！ 《僵尸新娘》等你来，有团购
票，有普通票，有 vip 票，快来买啊！ ’这

样吆喝果然有用， 好多同学拿着清英币
向我冲来。 ”最终，学生众志成城，电影票
房一路飙红。 “真没想到卖得这么好，大
把大把的清英币 ， 我们数都数不过来
呢。 ”学生们高兴得合不拢嘴。

“地球村”中的每个岗位都有自己的
故事， 学生在医院看病和学习医学知识，
在邮局寄信给亲人和远方的朋友，在超市
交易物品……这些岗位不是独立的，而是
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共同形成了一个大
的“地球村”生态。

班本课程怎样进入“地球村”

“地球村”是一系列课程，但是奚亚英
觉得，如果将“地球村”课程与学生的日常
学习割裂，就难以让学生“在生活中学习，
在学习中生活”。因此，奚亚英一方面让学
生以班级为单位，承担“地球村”各个岗位
的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则将班本课程融入
“地球村”中。

教师孙爱国的班本课程是 “石头创
意”，从简单的捡石头、了解石头开始，慢
慢向多样性与深入性发展。科学教师加入
进来， 与学生一起研究石头的种类和成
分；语文教师加入进来，讲述与石头相关
的历史和典故；美术教师加入进来，带着
学生打磨石头，然后在石头上画画……

孙爱国忽然发现这门课程的 “商机”
所在，为什么不让学生将精心制作的石头
画拿到“阿福童超市”去卖呢？

每周五是学校的“阿福童日”，各班学
生都会拿出自己的“好东西”到“阿福童超
市”摆摊儿，有买的、有卖的，好不热闹。孙
爱国也带着学生支起了摊子，但现实却没
有想象的美好———超市里的“商家”实在
太多了，小小的石头引不起 “顾客 ”的注
意，根本没有什么人驻足。这样下去，不仅
没有收入，连在学校超市摆摊的“摊位费”

都要赔进去。 这时，学生们想出了一个主
意，他们在自己的摊位前跳起了“小苹果”
舞蹈，伴随着活力十足的音乐，他们一边
跳一边唱着自己改编的歌词———“你是我
的小啊小石头，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这一招果然有效，被歌曲吸引来的“顾客”
越来越多，成交量自然也上去了。

除了卖 “创意石头”， 有的班级卖发
卡，有的班级卖树叶画，有的班级卖手指
画，有的班级卖自制玩具……这些都是学
生班本课程的“成果”，丰富多样，精彩纷
呈。 学校课程发展部主任许新征骄傲地
说，许多学生非常有“经济头脑”。 她特别
提到了一个把“种植”作为班本课程的班
级，“农作物丰收后， 这个班的学生拿到
‘阿福童超市’去卖，收获颇丰，居然有上
千元。学生将其中的大部分捐献给‘牵手’
学校四川省乐山市水口小学的学生，但还
留了 20%。 这 20%不是他们要自己分掉，
而是作为买种子投资的‘再创业’基金，循
环不息地发展”。

谁来管理“地球村”

谁是“地球村”的主人？ 当然不是教
师，教师只起搭建平台以及发挥服务和指
导的作用。 “地球村”的主人是学生，他们
在这里生活学习， 同时也会自己制定规
则、自己策划管理。“地球村”的“最高权力
机构”称作自治委员会。

学生王梦洁是首届自治委员会会长，
她讲述了竞选的流程和经历，“每个班级
先推出一名候选人，然后所有候选人在学
校层面进行选举”。 选举时还要面对一些
“刁难”问题，王梦洁记忆犹新的是被问到
“你要开会时怎么通知其他人”。她当时回
答出“利用校园广播”“群发短消息”等答
案，总算“涉险过关”。

不仅要每周开会，策划活动、商议事

情，自治委员会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制
定“地球村”村规。 既然是“地球村”，自然
会有不同的国家，自治委员会模拟联合国
大会，由各班级推选出的学生代表进行自
我介绍，说出自己认为应该添加和应该删
除的规章条例，然后进行“联合国辩论”，
最后在投票与协商相结合的基础上，确定
最终的“地球村”村规。

自治委员会包括国际生活社、学友合
作社、创业社等多个分社，其“管理团队”
也由学生组成。学生王宜凡是国际生活社
副社长，他的职责之一是协助社长，帮助
学校的外教融入“地球村”。王宜凡与同学
一起，组织了“外教进万家”活动，带着外
教来到常州市的各个景点， 讲解中国历
史、品尝中国美食。学生周家韶通过竞聘，
担任创业社社长，他要打通校内“地球村”
与校外“地球村”的通道。 周家韶介绍，他
会组建一支“营销团队”，将农场中收获的
农作物卖给学校附近的居民；还会寻觅校
外工作的机会，组织有空闲的同学去体验
生活。

自治委员会的每个“分社”都有自己
的任务，学生负责人各司其职，有条不紊
地推动着“地球村”的管理与运转。学友合
作社社长宣言说：“在管理‘地球村’的过
程中，我们需要许多知识和能力，有的是
在相关课程中学到的，有的是通过不断锻
炼培养的，还有的是与老师、同学的交流
中获得的。 ”

“地球村”是一系列课程，更是一种学
校文化。在‘地球村’中，学生与自我对话、
与他人对话 、与世界对话 ，每一时 、每一
刻、每一处的相遇，都发生着静悄悄的教
育。 “清英外国语学校的学生来自世界各
国，拥有不同的国籍、民族、个性、基础，多
元的文化在‘地球村’中悄悄地交融，强大
的能量在‘地球村’中积极地传递。这就是
学校的‘地球村’文化。 ”奚亚英说道。

学校是一个“地球村”
□本报记者 金 锐

学校是一个“地球村”，在这个“地球村”里，学生与自我对话、与他人对话、与世界
对话，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处的相遇，都发生着静悄悄的教育。

学生在“阿福童超市”交易物品

发现美好课程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