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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改变和收获，都源于
课程整合。课程整合给我打开了一扇
全新的大门。我在成就学生的同时，
也 体 验 到 了 做 教 师 的 快 乐 和 幸
福。”说这话的是山东省淄博市临淄
区晏婴小学教师边春霞。2015 年，
她先后两次应邀登上国家教育行政学
院的讲台，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
校长，介绍她在英语教学方面的先进
经验和做法。

“因为课程整合，我的
教育观教学观发生了改变”

边春霞最早在临淄区辛店街道中
心校工作，她在这所学校的英语教学
一线工作了 15 年。2010 年，由于临
淄区教育布局调整，她从原来的工作
单位调入现在的晏婴小学。

从农村到城区，对一名普通的英
语教师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跨越，更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每堂英语课，她
都尽最大努力去准备。她希望将英语
课讲得精彩一点、再精彩一点，但惯
性的授课思维仍然左右着她，学生在
学英语的过程中还很被动。如何让学
生们都爱上英语课呢？当时，她找不
到答案。

2013 年，晏婴小学探索开展课
程整合。为了寻找英语课堂的突破
口，边春霞主动报名加入了学校的课
程整合团队。在这期间，学校请来山
东省教科院的研究员张斌举办讲座。
听完讲座后，边春霞觉得她曾经苦苦
思索的那个问题有答案了。

这个答案就是课程整合。她认可
张斌的观点：“课程整合可以让课改
落地。在课程整合中，教师可以变学
科教学为学科教育，让课程成为教育
的生态园。”

张斌告诉边春霞，课程整合要求
教师有理论基础，并给她推荐了一些
关于课程整合的书籍。从此，她坚持
每天早晨读书一个小时；每天下午，
等学生离校后再读一个小时；晚上睡
觉前还要翻几页。

边春霞手头有一个特殊的笔记
本，上面是她对自己所读书籍的摘抄
和记录。她还给这个笔记本编写了详
细的目录，并且标注上具体的页码。
其中，每个子目录都是课程整合的相
关主题。

边春霞几乎将全部的课余时间都
用在了课程整合上。她不停地研究课
程标准，研究教材的编写特点，研究
教学方式的创新⋯⋯

“课程整合使我的教育观、教学
观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原本单调、
重复的教学离我远去。我感觉每天的
教学都是新的，每天的挑战都是新
的。这种幸福的感觉是原来不曾有、
也不可能有的。”边春霞说。

“教师不是知识的传声
筒，要让课程有自己的烙印”

语音学习是学好英语的基础和关
键。边春霞发现，目前小学英语课程
标准对语音的学习有规定，但是内容
和形式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学校使

用山科版英语教材，这本教材中的语
音学习内容比较靠后，内容也比较单
薄 ， 以 致 教 师 的 “ 教 ” 和 学 生 的

“学”都不理想。
针对这种状况，边春霞结合学生

和教材的实际，对课标中的二级语音
目标进行分解，制订了 《小学英语二
级 语 音 教 学 目 标 及 评 价 内 容 分 级
表》，从 26 个字母的名称音、拼读
音、字母组合音等角度入手设定了具
体、详细的语音教学目标。

根据前期整体设计的语音目标及
语音学习的重点，边春霞开发了晏婴
小学的 《自然拼读》 校本教材。教师
让学生先学习 26 个字母的拼读音，
再学习 5 个元音字母的拼读音，然后
学习各种字母组合的拼读音。“ 《自
然拼读》 教材图文并茂，既好玩又好
学，深受学生喜爱。”晏婴小学校长
孙镜峰说。

在此基础上，随着课程意识的增
强以及课程理论体系的逐步完善，边
春霞又开发了“阶梯英语”课程。她
逐渐走向课程整合的深处。

“阶梯英语”课程分自然拼读、
情景口语和原版阅读三个子课程。在
小学三年级，实施自然拼读子课程，
重在提升学生的拼读能力，让学生做
到“看词能读、听音能写”；在小学
四年级，实施情景口语子课程，重在
提升学生的听说能力，让学生做到

“听得明白、答得正确”；在小学五年
级，实施原版阅读子课程，重在提升
学生的读写能力，让学生做到“读得
明白、写得出来”。

“阶梯英语”课程的三个子课程互
为依存、层层递进、步步深入，不仅打
破了小学英语传统教学和教材的局限，
而且打破了支离破碎、“鹦鹉学舌式”
的英语学习方式，让学生感到学英语是
一件快乐的事。

“课程整合给予我重新认识和把握
英语课程教学的能力，让我从一个全新
的视角开展英语教学，并且开展得很
好。”边春霞总结道，“教师不是知识的
传声筒，因此要学会与教材、学生互动
并产生共鸣，让课程带有自己的烙印。”

“激发心中那一份英语教
学改革的潜质”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学习“阶梯英
语”课程，边春霞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通过自创学具、开展英语游戏、创作绘
本等方式，充分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热
情。

在边春霞的“自然拼读”课堂上，
学生每两人为一组，每组拿一副磁卡学
具。学生在学具中间区域放元音字母，
在其周围放辅音字母。边春霞将元音字
母“O”放在中间，然后说：“在 1 分
钟之内，看看哪个小组能拼出最多的单
词。”接着，学生们纷纷把不同的字母
放入，并把它们与“O”搭配，拼出不
同的单词。

边春霞认为，140 多页的 《自然拼
读》 教材对小学生而言太复杂了。于
是，她又设计了一幅与教材相配套的

《自然拼读挂图》，并张贴在每个教室的
墙壁上。挂图设计得简单直观、生动活

泼，课上、课下都能用，在潜移默化中
培养了学生的拼读意识与能力。

“自然拼读”教学法只能解决“听
音能写、见词能读”这个问题，却不能
帮助学生了解单词的意义。于是，她又
适时地引入绘本故事，让学生在绘本故
事完整的情景、有趣的氛围中感知丰富
多彩的语音，从而解决了单词的音、
形、义的问题。

从《自然拼读》绘本开始，边春霞开
展的主题绘本阅读已经涉及天气、动物、
颜色等 11 个主题，共创作绘本 33 册。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利用自己在课堂上
学到的发音规则，自主尝试朗读绘本故
事，以提升拼读单词的能力。同时，学生
通过想象自制绘本，创作微故事，以加深
对单词的理解。

小羽原来最不喜欢英语课。边春霞
曾经问他：“小羽，你喜欢英语吗？”等
了好一会儿，小羽才伸出右手，很不情
愿地将拇指与食指稍微分开了一点儿，
也就是大约一厘米的距离，说：“喜欢
这么一点。”如今，“阶梯英语”课程的
有效实施，让小羽真正喜欢上了英语。
有一次，边春霞又问小羽：“你现在对
英语还是‘1 厘米的喜欢’吗？”1.5 米
高的小羽张开手臂，使劲往外伸展了一
下，然后说：“现在，我喜欢英语的程
度比我的个子还高呢！”这说明，教师
的改变也带来了学生的改变。

“我一路走来，无意间与课程整合结
缘，激发心中那一份英语教学改革的潜
质，改变了我的教学之路。”边春霞说。

（作者单位：山东淄博市临淄区教
育局）

课程整合打开教学新视野
——记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晏婴小学教师边春霞

宋以生
老师清脆悦耳的声音，慈爱、赞

赏、鼓励的眼神和表情，魔幻般的手
势，优美舒展的肢体动作，和着音乐的
节奏把在座的每个人都带入了美妙的音
乐境界里。学生跟她一起聆听欣赏、分
辨主题、敲击乐器，跟她一起唱、一起
转、一起跳，丝毫没有大瑶山孩子的羞
涩和胆怯⋯⋯

去年，湖南省江永县第一小学副校
长、永州市音乐骨干教师顾亚玲把音乐
欣赏课“微笑波尔卡”送到源口瑶族乡
的情景，让我记忆犹新。

从后门步入教室，我发现孩子们一
边好奇地看着粘贴在黑板左上角的三副
表情图，一边迫不及待地等着县城里的
音乐老师。

瞧，老师微笑着进来了！她逐一指
着欢笑、哭泣和发怒的脸谱，亲切地问
孩子们分别代表什么情绪，然后播放乐
曲，请他们用心听，感受音乐的情绪，
选择符合音乐情绪的脸谱。

“为什么选择笑脸？”老师笑吟吟地
提问、分析，学生乐滋滋地争着回答。

轻松愉快的谈笑间，老师导入了课
题：“请同学们带上微笑的表情和表现
欢快的动作再听乐曲。”

在老师的示范下，笑容洋溢的孩子
们纷纷起立、舒展胳膊、转动身体、快
乐舞动，二十多位听课老师情不自禁地
放下笔，尽赏视觉和听觉之愉悦。

“ 我 喜 欢 我 们 三 （1） 班 的 小 朋
友，与老师配合得好！”适时鼓励中，
课堂内容在推进，“请大家一边听音
乐，一边看老师在黑板上画的图谱。”

接下来，老师分析说，图谱上高低
不同的点是根据音高来画的，并用优美
的肢体语言诠释了不同的图谱。跃跃欲
试的孩子们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接
龙参与的方式，和着音乐的节拍，演绎
着欢快活泼的A主题。

聆听欣赏B主题时，老师提示学生
与 A 主题进行比较，并从给出的“舒
展优美、雄壮有力、悲伤难过”中选出
符合音乐特点的词来表达，让学生带着
问题集中注意力在音乐欣赏中掌握知
识。在参与方式上，她采用了打击乐器
演奏。孩子们第一次亲手拿到这种能发
出清脆悦耳声音的乐器，感到既新鲜又
兴奋。在孩子们亢奋的状态中，在老师

“你们都是小小演奏家”的点赞中，舒
展优美的B主题教学顺利结束。

对比聆听欣赏 A 主题和 B 主题后，
老师板书了它们的乐曲结构，再让学生
静静聆听 C 主题，一起分析它的特点：
旋律素材来自 B 主题，演奏乐器不同，
音色随之发生了变化，音高也发生了变
化。

最后，老师让孩子们完整聆听全
曲，记写主题顺序，并在黑板左上角的
微笑表情图谱下写上“微笑波尔卡”，
让学生猜猜是什么意思？竟然有位小男
孩猜出了是一种舞蹈，老师喜出望外地
夸他有音乐天赋。“‘微笑波尔卡’最
初是一种轻快活泼的舞蹈形式，后来就
演变成一种音乐体裁。下面我们一起来
欣赏用西洋乐器手风琴独奏的‘微笑波
尔卡’。”

在观看手风琴独奏的视频中，令人
陶醉的音乐课圆满落幕。

放学后，三 （1） 班的孩子们争先
恐后地挤在顾老师身边拍照留影，灿烂
的笑容洋溢在小脸上。下午上课前，三
位女生守在楼道口，眼巴巴地对执教老
师顾亚玲说：“老师，你能不能再给我
们上一节课？”备受感动的顾亚玲老师
谦虚地说：“这是一节很普通的音乐
课，想不到学生们这么喜欢。”

透过这节执教老师自己认为很普通
而又深受师生喜欢的音乐课，我有三个
方面的感受。

其一，受应试教育大环境的影响，
音乐课和其他不考试的所谓副科备受冷
落，课程表上的音体美常被语数外取
代，这种现象偏远山区更严重——没有
专职教师，即使上音乐课，也是打开录
音机听听而已。这种局面深深压抑了学
生对艺术的渴望与需求，严重影响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甚至埋没了一些有艺术
特长的人才。我们期待这种局面能够尽
快得到改善。

其二，顾老师的课从学生的兴趣爱
好出发，以问题为引导，通过设计身体
动作参与、图谱参与、演唱参与和打击
乐器参与等不同形式的参与方式，使学
生在不知不觉中感受、体验到音乐的情
绪，让学生充分感受音乐的表现力，熟
记音乐的主题，了解音乐的表现特点及
相关的音乐常识，充分体现了“以学生
为本”“以音乐为本”的教学理念。

其三，顾老师的教学风格深深吸引
了学生。40 多岁的她，既有娴熟的技
巧、稳重的课堂掌控力，又有年轻人的
热情和激情，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加上她的表情、声音、动作以及对
学生的关注和鼓励，让她的课堂别具一
格，孩子们如此喜欢就不足为怪了。

（作者单位：湖南省江永县第一小学）

微笑波尔卡
唐美兰

何谓文明时代的野蛮人？美育意
义上的野蛮人并不是指低级社会中的
无教养的粗野之人，而是特指文明社
会里受过教育的一些人。

由于审美教育的缺失，唯功利的
教育往往割裂理性与感性的生命联
系，导致受教育者尽管身处文明社
会，心灵却仍蒙蔽于陈陈相因的偏激
习性，置教育过程和教育效果于野且
蛮的可悲境地。这种偏激习性表现为
两种不可调和的极端：一方面是以感
性、个性、特性、独创性为标榜的感
性的极端力量，形成文明社会里排斥
理性、共性、体制和规范的以感性为
旗号的极端力量，此种极端偏颇的狭
隘的精神力量最终可能形成现代文明
背景中的“感性紧张”。另一方面，
以理性、共性、体制和规范为名号的
极端力量，则以感性、个性、特性、
独创性为对手，最终可能造成现代社
会偏执于体制和统一规划的极端的

“形式紧张”。从美育价值看来，两种
各不相让的“紧张”态度势必造就出
现代社会的野蛮人——“感性紧张”
者是野人，“形式紧张”者是蛮人，
合则可称之为现代文明里的野蛮人。

这两种仅追求分化而不接受融合
的“紧张”反映在高中语文教学中，

必然会流露出野蛮人的习性。野人习
性或许会以天才不可复制为由，拒绝
跟大众进行有效的交流。这种极其偏
颇的意识具体表现为在高中语文课的
教学中漠视对文本的词汇、结构的细
致分解、分析和分享，该意识认为天
才的文本是不可认识的。蛮人习性却
与之相反，讲究过度分析文本结构，
并以理性的一般规范批判文本的个性
独唱。

比如，依照人的视觉和空间关系
的常理批判 《将进酒》，必然会怀疑
人的视觉是否能同时看到黄河的起始
和归宿，照此推理，从空间角度看，
人不可能同时看到黄河之水的奔流和
大海的汹涌恣肆；从时间角度看，人
也不能在同一天看见人的黑发与白发
之间的变化。从时空常理看，《将进
酒》 是不合逻辑的。再如，《荷塘月
色》 中的“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
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
的”。将清香比作歌声，疑似混淆了
事物的不同类属。气体与声音属于不
同性质的事物，归属于不同类别，并
各有不同特性。将不同事物作比，也
是很难合乎常理的。事实上，对以上
两篇作品的这种所谓批判认识是典型
的野蛮人思维，导致此种结果的原因

正是高中语文教育中美育价值的失
落。

德国文学家、哲学家席勒曾这样
深刻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在自然创
造出美的地方，人们也就产生了对美
的要求；心灵中引起的理想，就会在
得到印象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就在那
自然被提高到人类的美的地方，自然
也创造着更加高尚的性格。在人有比
较美的性格的地方，他更加感觉灵
敏，更加善于接受知识，更加充满崇
高精神。”

和谐地溶解、稀释“感性”与
“形式”紧张，将两者的对立转化为
一种对话，这就是美育的效果。

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文质彬
彬”的古典理想正是现代社会克服野
蛮人思维的恰当方法 。《论语·雍
也》 指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孔子
看来，一个人如果“质”胜过“文”
就会显得粗野，缺乏教养，算不得君
子 ； 反 过 来 ， 如 果 “ 文 ” 胜 过

“质”，则显得繁缛虚浮，也不符合君
子的要求，只有“文质相符”才是真
正的君子。从此，“文质彬彬”就成
为中华民族一种历史悠久且具有普遍
性的审美标准，在做人方面要求内在

品质与言谈举止相符合，既有高尚的
道德修养，又有优雅的外表；在诗文
创作方面要求既有充实恰当的内容，
又有华丽精美的形式。文与质之间的
平衡关系，正适合于消解高中语文教
学中或偏执于常理或偏执于感性需求
的状况。

从这种“文质彬彬”的古典理想
再回头看 《将进酒》 中的“君不见黄
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
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
雪”，它不仅仅是可接受的，而且是
典型的天才创造。因为这种创造超越
了常理的羁绊，同时又合乎常人常
理。海河之宏阔正在于超越任何大小
对比，朝暮之永恒在于人情中的悲
悯所具有的超越价值。无论用多么
奇特的语言和夸张的时空对比，宏
阔的心怀、悲悯的情志都是人之常
情、常态。此种特殊表达是人人可
接受、人人又可享有的大众情怀，
同时又扬弃了对怪异的偏执或对教
条的固守。朱自清在 《荷塘月色》
中将清香比作歌声，从单纯的教条
说 ， 香 气 与 声 音 分 属 于 不 同 的 事
物，看似无可比性和逻辑关系。然
而，正是因为文章打破了气与声之
间的隔阂，造成语言的奇特变化，

这种特殊用法同样在人的审美感受
的范围内。这也具体清晰地表明了
文学作品奇特的表达效果与人心趣
向审美感受的普遍需求完全吻合。

《普 通 高 中 语 文 课 程 标 准 （实
验版）》 指出：“语文具有重要的审
美教育功能，高中语文课程应关注学
生情感的发展，让学生受到美的熏
陶，培养自觉的审美意识和高尚的审
美情趣，培养审美感知和审美创作能
力。”可见，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目
的不仅仅在于提高高中学生的阅读技
巧和写作技艺，更在于强调美育的意
义，从美育角度促进高中学生的人格
全面、健康发展。高中语文教学的责
任之一便是在教学过程中将文明社会
里的野蛮思维转换为彬彬君子之风。
对高中学生而言，是被动沦落成为文
明社会的野蛮人，还是努力做文明社
会里的彬彬君子，是一个亟待更多关
注的美育问题——一个除了高中语文
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讨、反思、
总结，高中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主
动学习、思考、探究之外——值得整
个教育系统各方面人士密切关注的美
育问题。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

文明时代的野蛮人与彬彬君子
——高中语文教学的美育回归

尹洪振

⦾名师 ⦾听课

“5.12”大地震、“8.8”特大山洪泥石流灾
害让甘肃舟曲县教育事业遭受重创。大地震使
舟曲县近 14 万平方米校舍变成了危房，3 万余
名学生在活动板房度过了 3 年地震恢复重建
期。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舟曲一中3300多
名师生只好到兰州、定西的 4 个安置点异地借
读⋯⋯

如今，舟曲教育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实验
室、图书室、仪器室、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
体电子白板等一应俱全，中小学生幸福快乐地
生活学习在校园里。

图为甘肃舟曲县曲瓦乡中心小学二年级数
学课上，杨年卓玛通过珠算在进行“万以内数
的认识”。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舟曲教育“重生”

⦾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