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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少年宫教育课程建设的探索
和研究，教师们对绘本创作课程有了越来
越多的想法。

在一次第三单元 “我的自然笔记”课
程审议教研活动中，有教师提出：大自然
是学生最好的朋友，在“绘本旅行”活动环
节让学生投身于自然，寻找绘本创作的素
材，感受生态与人类的关系，能带给学生
创作的灵感。 我们要让学生、家长、少年宫
成为学习共同体， 支持学生主动观察、自
主探索。

为了加强学生对大自然的认识，我们
提前两周推荐学生与家长共同欣赏日本
绘本大师下冈至美的“自然图鉴”系列图
书。 这套图书有精彩的插图、简要的说明，
带领学生走向森林、原野和海滨，去发现
和辨认花草菇莓、贝螺鱼虾。 每次活动前
15 分钟，我们组织学生在少年宫的院子里
散步、写生，直接采撷第一手素材。

到了真正走出课堂的那一天，学生和
家长都非常期待，早早按照活动通知来到
运河公园。 在大草坪上，大家一起欣赏《笔
记大自然》和《法布尔昆虫记》，了解到自
然笔记是起源于国外的一种观察、记录自
然的方式，学习了做自然笔记的方法和大

师巧妙的创作构图。
有了对自然笔记的感性认识后，我们按

照学生兴趣和爱好的不同，将家庭分成若干
小组，开始了探索自然的“热身运动”———搜
集落叶、果实、石头、昆虫。 对昆虫感兴趣的
小组来到草丛旁，在石头缝里、泥土间找寻
虫子的身影；对花卉植物感兴趣的小组在争
奇斗艳的花卉前驻足，寻找他们最中意的那
一抹妖娆；对果实感兴趣的小组，饶有兴趣
地评头论足……学生们的记录本上可以不
局限于所选小组的分类物种，因为大自然随
时能给予学生惊喜的发现。

在整个活动中，平日里忙碌的家长与
孩子一起放慢脚步，观察和了解大自然的
变化，思考今天最适合他们的探索活动是
什么？ 教师带着学生与家长，一边观察大
自然的变化，一边将这些变化用画笔描绘
在纸上，并用文字标注所画内容。 每个人
都用心观察着身边的一切：阳光里透出了
金色， 五颜六色的瓢虫在花瓣上翻跟斗，
火红色的石榴花已经开了，所有的一切都
在告诉大家初夏已经来临。

按照约定，最后半小时大家在草坪上
汇合，把在草丛里、溪水旁、灌木丛中发现
的，在图鉴、手机里查阅到的内容汇总起

来，做一个“我的自然笔记”分享，这是各
小组相互交流、共享观察和学习成果的环
节。 我们重视这种综合实践活动创造出来
的学习价值，只需看一下学生们的观察笔
记， 就可以感受到他们在认识上的变化：
最初是像漫画一样的插画，随着近距离观
察和体验，后来非常细心地画，物体与线
条都开始鲜活起来。

学生在交流时， 话语更是五花八门、
创意不断，他们的观察力也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一个学生这样介绍：樱花已经掉光
了，树上只剩下叶子。 我用尺子量了一下
叶子，长 15 厘米，宽 7 厘米，叶子呈水滴
状，边缘是锯齿线，正反面分别是深绿色
和浅绿色。

一个男生画了一只金黄色的甲壳
虫：当我全神贯注作画时，一只甲壳虫与
我不期而遇，它落在素描本上一动不动。
我近距离观察它 ，大约 1.5 厘米 ，金黑相
间的色彩，花纹竟是轴对称图形，令人着
迷。 它还有 8 条长短不一的腿， 触须细
长，好似天线。

这样的变化还有许多， 过去参加活
动不能集中精力的学生， 在综合活动中
精神饱满； 过去主题创作画面模式化的

学生，通过自己的观察，素材收集立刻生
动起来。 教师也能够观察到每个学生在
学习过程中细小的变化，并关注其发展，
予以帮助。

此次活动也让家长收获颇多， 让他们
懂得应该如何与孩子相处、如何陪孩子玩、
如何帮助孩子的学习。同时，这次自然笔记
写生的意义不仅在于提高了家长和学生的
观察写生能力， 更在于活动本身是一个发
现美、表达美的过程，对学生探索自然，主
动了解植物、昆虫都有深远的意义。

《我的自然笔记》绘本创作是由学生
们亲自参与和发现的自然故事集，更是一
本帮助他们探索美妙大自然的小向导。 大
家在这个过程中共同探索、观察、讨论、记
录、分享，倾听生命拔节的声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少年宫）

下期预告：学期结束后的“新书发布
会”是孩子们最期待的活动。 在课程开发
中将儿童的意见和建议作为重要组成部
分纳入课程计划，使少年宫课程的学习更
加贴近孩子们的需求， 也为他们走向社
会、走进生活、实现个性发展提供多元选
择的课程菜单。

□尤敏红协同创课 少年宫绘本创作故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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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技术的魅力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少年班通用技术课程实践

拼教京剧课
精彩活泼的英文戏剧 ， 生动

有趣的象形字 ， 韵味十足的京剧
表演……近日 ， 在北京市东城区
史家实验学校举行的课程展示季
上 ， 学生全员参与了十几门特色
课程的体验活动。

该校构建了包括京剧、 汉字、
礼仪文化 、国学经典在内的 “立体
化”国学课程体系。 以京剧课程为
例 ，品德与社会课教师主讲 、语文
教师客串京剧赏学 ， 音乐教师主
讲、 体育教师客串小戏迷俱乐部，
由京剧艺术家开设京剧表演班。 几
个学科教师共上一节课，打破学科
之间的壁垒 ， 跨学科整合课程内
容 ；从京剧赏学 、小戏迷俱乐部到
京剧表演班，分低、中、高 ３ 个学段
设计课程，让不同年龄的学生都有
收获。

“乐购趴”体验理财
在校园开设 “银行”“店铺”和

“人才招聘中心”，学生通过游戏，在
银行换取“校币”购物……广东省深
圳市南山区第二外国语学校举办的
学生实践活动， 把一些日常生活场
景搬进校园，让学生体验了一场“乐
购趴”。

在乐购嘉年华现场 ，“秘密花
园”花店、“小天使”生活馆、“圈套”
学习屋等店铺门庭若市。 学生们刚
刚在数学课上学习认识钱币， 但他
们平常的物品都是由家长购买，对
于钱币价值、找零没有明确的概念，
乐购活动为他们认识钱币提供了
“实战”机会。

创意“期末总动员”
江苏省南京市致远外国语小学

在期末考试来临之际， 将一年级教
室变成了一个个“游乐场”，实施“以
玩代考”的评价方式。学生们被分成
若干小组，在组长的带领下，到各个
教室“过五关，斩六将”。

活动共分为 5 关：爱拼才会赢、
金牌神射手、快乐小渔夫、我爱我的
家、小小飞行员，每一关的背后都有
多元且丰富的考查目的。如“爱拼才
会赢”是学生按照教师的指令，站到
相应的拼图区域， 在规定的 2 分钟
时间内，以小组合作形式完成拼图。
在游戏过程中， 不仅考查了学生的
观察力和动手能力， 更考查了学生
的团队合作意识。

学校的“期末总动员”不仅将基
础知识融入活动中， 更注重培养学
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团队意识。

英语节校园寻宝
日前，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园

岭外国语小学为期一周的英语节暨
校园英语文化周活动结束， 本次活
动的主题围绕 “学习礼仪·感知文
化”展开。

英语文化周中， 学生最感兴趣
的莫过于校园寻宝活动， 教师为每
个年级的学生设计了 7 道不同的问
答题，题目均与所学教材、外国文化
以及日常基本礼仪相关， 问题卡分
布在教学楼走廊各处。 虽然现在是
冬季， 但是寻宝活动点燃了学生的
热情。

跟着课本读家乡
蕴含百年科教梦想的 “同文文

化”教材，在浙江省诸暨市牌头镇从
幼儿园到高中成为一个系列品牌。
浣纱小学基于校名由来的 “我的眼
里你最美”的“西施文化”；江东小学
基于奋发进取办学精神的 “种子文
化”等乡情韵味，深受师生欢迎。

以彰显特色、 引领一方文化为
理念，诸暨市开发市、镇、校三级乡
土教材， 分别侧重于深度挖掘诸暨
的乡土历史人文以及利用学校所在
地的自然资源、 人力资源、 信息资
源，体现教材的主题化、精品化、特
色化， 学生跟着课本读家乡， 各校
“和而不同”各放异彩。

（钟原 辑）

一线动态

开启绘本旅行

高中生居然自己能制作出“杀伤性武
器”———电磁炮？

一间工程坊中，几个学生在学习了电
磁学的相关知识后，对电磁炮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 于是，他们成立了小组，决定自己
亲手“做一做”。 查阅资料、设计电路、网购
工具……学生们开始了有模有样的试验，
保险丝熔断了，电容被击穿了，面对诸多
突发情况，学生们没有气馁，经过无数次
试验后，他们终于成功制作出电磁炮。 这
是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少年班学生在
通用技术课上做试验的一个缩影。 很难想
象，4 个月前，这些学生还不会使用万用电
表，也没见过电烙铁，对电磁炮一无所知，
而现在却成了电工、焊接工。

通用技术课是一门国家高中必修课
程，一直以来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但在
苏州中学园区校， 这门课却广受学生欢
迎。 用教师王志恒的话说，学生们简直“喜
欢得不得了”。 在这门课上，人人都是发明
家， 学生们进行着各种异想天开的尝试，
通过小组合作研究的方式制作出一个个
令人惊叹的作品。

一起碰撞“奇思妙想”

学生们为什么喜欢通用技术课，与教
师王志恒别出心裁的上课方式有关。 在传
统的课堂上， 教师大多按部就班教学，而
王志恒却改变传统的科技活动方式和教
学方式，以学习为中心组织教学，把学生
对知识的获得作为整个学习过程的最终
目的。

与其他学校不同，苏州中学园区校的
实验室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工程坊，它
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吸引着学生。 工程坊
根据课程项目分为 7 个功能区：“教学区”
“创意设计区”“金工区”“木工区”“自动加
工区”“教师办公区”“学生作品展示区”；
每个区都有不同的功能：教学区安排了可
以任意组合的原木工作台和原木凳子，学
生既可以绘制草图， 又可以动手加工；金
工区配置了小型车床 、铣床 、钻床 、砂轮
机； 木工区配置了迷你圆盘锯、 带锯、压
刨、砂皮机，学生在掌握了各种工具的基
本操作后，可以有效利用……只要走进工
程坊， 每个人便会有一种强烈的视觉冲
击，里面除去演示黑板外，全部是学生制
作的各式各样的作品，看上去就使人产生
一种想要亲自动手制作的冲动。

王志恒非常注重学生团队的合作能力
培养，他鼓励学生自发组建小组，在组内交
流讨论。有时，王志恒还会成为小组内的一
员，与学生一起交流讨论，共同分享智慧。
小组讨论的过程中，学生们相互启发，脑洞
大开，往往能碰撞出不少“奇思妙想”，如结
构奇妙的扩音八音盒， 能使钢珠延时落地
的延时构架，能产生 20 万伏电压的马克思
发生器等。有了构思，然后写计划、画图纸、
定流程，并最终写出实验报告，这种开放式
教学让每个学生从中获益。

对学生们来说，每周两节的通用技术课
让他们觉得“不够过瘾”，许多时候，学生们
还会利用午休时间在工程坊研究讨论，直到
他们再次找到灵感。

“我们期待 ，通过通用技术课 ，锻炼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王志
恒说。

“看见”技术的魅力

在王志恒看来，技术不能只是高高在
上的理论， 必须用来改进人们的生活方
式。 在最初的教学过程中他发现，省编的
通用技术教材的某些章节已不适宜学生
使用。 为此，他借鉴英国、美国、德国等国
家的高中技术教学课程，并结合当地的苏
州园林古建筑等地方资源，尝试自己编辑
校本教材， 让学生在学习技术的同时，接
触到数学、物理、化学、文学、美学等多学
科，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学生在课堂上、书本里学到的理论，
只有与丰富的社会实践相结合，才能变得
鲜活起来； 只有经过自己的亲身实践，知
识才能变得丰满、深刻。 ”王志恒说。

园林是苏州的名片， 园林模型也是
学校工程坊的一大招牌。 少年班学生在

学习数学建模的相关知识后， 对工程坊
陈列的 《姑苏繁华图》 产生了极大的兴
趣 。 于是， 他们决定试着用自己的双手
还原 270 多年前苏州繁荣昌盛的景象 ，
制作那些小巧精细的亭台楼阁。 几个学
生在初步讨论设计《姑苏繁华图》的建模
图纸后， 便体验了人生的 “第一次”：到
垃圾桶捡废泡沫、报纸，充分利用生活中
废弃的材料进行制作。

在制作的过程中， 学生们遇到了许
多难题，如《姑苏繁华图》是二维平面，而
还原建筑是形成三维立体模型， 如何把
压缩的平面图还原成三维立体模型 ，以
及设定多少比例为最佳？ 经过细心研究，
他们通过建立数学模型， 先用电脑将各
种建筑的长宽高及纵深大概测算出来 ，
再找到实际资料进行测算， 将虚拟变成
现实， 最终测算出每栋建筑之间的距离
以及比例。 然后， 在硬卡纸片上设计结
构， 并进行粘贴， 从粘檐扑瓦到成果出
现， 学生们尽可能还原场景中的每一栋
房屋 、每一条小路 ，不放过种树木 、植草
本的每一个细节。 终于，这个团队花了半
年时间 ，将 《姑苏繁华图 》中灵岩山脚下
的一个村落栩栩如生地还原出来。

“通用技术课让学生有多种机会在不

同情境下应用他们所学的知识，让学生手
脑结合，培养了创新精神，训练了思维能
力。 ”少年班物理教师秦江如是说。在一个
个令人眼前一亮的作品中，贯穿的是通用
技术课独特的课程理念———在体验中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环保意识、探索精神、
协作能力等综合素养，而不仅仅是学得技
术、获得学分。

打造属于每一个人的课程

每一个到工程坊上课的学生，做的第
一件事并不是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制作东
西，而是打扫卫生。 王志恒的想法很简单，
学生只有扫过 、搬过 、擦过 ，才会珍惜工
具，爱惜环境。

与其他学校通用技术课最大的不同，
王志恒的课最善因人而异，在制作每个作
品前， 将学生的兴趣点与项目巧妙结合。
比如在讨论如何制作立体圆形七巧板的
方案时，大家都在忙着制作，却有一个学
生在小组无所事事。 王志恒发现后，与他
做了简单沟通，了解到这个学生很喜欢数
学，但动手能力有些欠缺，独立制作圆形
七巧板有困难。 于是，王志恒没有让这个
学生继续做下去，而是让他运用数学课上
学到的相关知识，找出圆形七巧板弧与半
径的关系，让学生在不断动手画图研究的
过程中，慢慢找到兴趣点。

许多复杂作品的制作，往往最需要的是
学生的耐心。 为了让学生静下心来，王志恒
尝试让每个学生篆刻《弟子规》，了解其中的
内涵。 摆正印床，固定玉石，学生们拿起刻
刀，精心对待手中打磨好的青田玉石，为印
章注入生命。 经过近一个学期的努力，当一
方方印章刻好后，学生们将制作的印章盖在
册子上，以此激励自己。

“我以前甚至连工具都分辨不清，如
今能流利地讲解出模型的制作方案，熟练
地使用工具。 当我进入大学主修工业设计
专业时，我看到任何东西都会想到它的优
缺点是什么，如何改进，如何设计。 通用技
术课对我的影响很深， 培养了我的毅力，
增强了我的责任感。 ”

“工程坊带我走进了工艺与技术的领
域。 曾经头脑中构思很简单的东西，实际
上对工艺有很高的要求。 哪怕仅仅是粘木
头、钻孔也有许多讲究与门道。 我在制作
每个作品的过程中，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
的提高。 ”

这是已经毕业的学生徐思哲和应届
学生庆秉承的深刻感悟，他们在这里学到
了知识，拓展了视野，滋养了心田，并让自
己的梦想起航。

未来，通用技术课如何改进提升，王
志恒也有了自己的思考，“由于每个学生
的兴趣点和动手能力不同， 我们应在原
有课程基础上再进行细分， 最终满足所
有学生的需求， 让一部分学生学习创意
设计， 另一部分学生着手如何完成创意
设计的项目。 ”

□本报记者 钟 原

学生在还原《姑苏繁华图》

发现美好课程
十大高中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