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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第六中学是一所艺术
特色学校，有 20 多年艺术教育的
基础。如何在满足具有艺术潜质
学生的发展需要、为高等学校培
养输送艺术人才的同时发展具有
个性的教育，创建校本化的艺术
课程体系？学校围绕美术、音乐、
舞蹈、表演和播音主持（简称表
播）4个专业，进行了课程创新。

以培养审美能力为目
标，优化艺术学科课程

学校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将培养审美能力作为课程目标。
在给学生打下扎实的文化基础的
同时，重视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
艺术能力，培养艺术创造能力，为
其今后走入社会、走向成才之路及
个人艺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
础。例如，基础素描教学，重在形
式语言的表达；声乐教学，重在夯
实声乐基础，培养音乐综合素养；
舞蹈教学，重在形、神、劲、律的传
达；表演教学，重在对于学生人格
的塑造；播音与主持教学，重在培
养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语言组织
能力和表达能力。

艺术课程审美体系多元化、
审美教育教材专题化、艺术课堂
差异化，是学校推进艺术课堂实
践创新的总体思路。艺术课堂从
以教师讲授演示为中心转变为以
学生学习、练习为中心，从偏于技
能的培养转向专业素养与能力的

指导提高，探究学生审美自主发
展、个性化的融通学习方式。如
素描、色彩、速写，声乐、乐理、视
唱、练耳，芭蕾基训、古典舞基本
功等艺术类基础课程，重在艺术
知识、技能与方法的积累，使学生
具备发现、感知、欣赏、评价美的
意识和基本能力，为专业技能和
审美素养打下扎实的基础。雕
塑、身韵、剧目、艺术鉴赏与评论
等课程，则根据学科特点及学生
的审美差异和特质，组织适切有
效的专业教学，使学生理解和尊
重文化艺术的多样性，培养艺术
表达及创意表现的兴趣和意识。

学校还开发艺术学科第二课
堂，让学生在独特的学习和生活
中发现美、感受美、表现美。利用
新媒介，促进学生审美意识的个
性化形成，开展线上、线下交互学
习，校内、校外补充学习，学校、家
庭联通学习，让学生根据自己的
特长和潜能，自主选择今后的艺
术专业发展方向，及早科学规划
人生。

丰富拓展性艺术课程，
培养学生艺术实践能力

学校把素质课堂创新作为目
标导向，探索国家课程的校本化、
校本课程的多元化，关注课程之
间的融合和连接，发挥课程综合
育人的功能。学校设置了三类特
色课程：

园林文化课程：苏州六中校园
里留存着具有 400 多年历史的古
建古宅，学校还联系周边的世界遗
产——拙政园及狮子林等苏州古
典园林作为学校课程基地，挖掘与
园林艺术相关的审美要素，开设了
4大类21门相应课程，包括美术类

（篆刻、摄影、园林花窗、园林石、园
林写生等），表演类（昆曲、评弹、江
南丝竹、江南民歌、茶道等），科学
类（园林植物、园林模型、园林材
质），宣传类（园林导播、校园影视
编导等）。把课堂从教室搬到苏
州园林，体验艺术智慧的触类旁
通和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课程
基地成为学生连接古今、沟通中
外的窗口，成为学生多样化学习
和多元发展的“立体课堂”，成为
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实现专业成
长的“发展中心”，也成为学校转
型升级的“展示窗口”。

社团、演艺课程：学校不余遗
力地为学生搭建不同的平台，尝
试用现代技术、学生喜闻乐见的
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不断开拓创
新。去年寒假，六中优秀毕业生
打造了“凡尘”晚会，赢得了良好
的社会美誉。今年 9 月，六中返
校学子联手在校生演绎了一台

“新生”晚会，创意设计、剧务、灯
光、音效都由学生完成，节目形式
多样，精彩纷呈。六中优秀毕业生
——中国十大男中低音歌唱家施
恒特意从上海赶来，为母校设立

“艺·恒”奖学金。毕业的学生看到

演出后，在微信朋友圈里说：“我能
不能再回六中读书？”在校的学生
更是直接说：“我不想毕业。”

一年一度的校园文化艺术节
到今年已经成功举办 24 届，每年
的初夏时节，是六中学子们充满期
待的时刻，艺术节成为校园文化艺
术的缩影，是艺术专业课堂教学的
补充和延伸。交响乐团、民乐团、
合唱团、校园剧等课外艺术实践课
程，由个体学习向团队合作学习转
变，学生提高了协作意识和集体主
义观念，在协调配合中体验融合互
补的艺术之美、多元之美。

国际交流课程：观摩画展、交
流音乐会、游学、联合才艺展示等
各种形式的国际型审美艺术课
程，帮助学生了解异域文化和艺
术，提升艺术审美素养，开阔国际
视野。多年来，学校与乌克兰中
央美院、新加坡莱佛士音乐学院
等国外高校开展教学合作，打开
与世界艺术对话的大门。乌克兰
巴甫雷什中学、澳大利亚昆士兰
凯恩斯三一湾中学及柯林伍德学
校、美国河谷学校、德国 ASK 柏
林语言艺术学院、新加坡南洋艺
术学院等来校开展研学，艺术教
师全员开课，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艺术交流。

挖掘校内外课程资源，
全方位打造课程创新环境

学校依托得天独厚的校内外

物型资源：东北街—平江路—
拙政园—苏州博物馆地理人文
风景线，发挥世界遗产——苏
州园林的文化优势，开发校本
化物型课程建设，利用校内有
原美术馆、古建德善书院、艺术
图书分馆等“物型课程”体系，
推动传统文化与中小学教育的
应用与发展。

苏州六中的有原美术馆是
向社会开放的，举办师生作品
的 常 设 展 与 特 色 展 。 今 年 3
月，开馆第一展“修远·求索
——全国重点艺术高中师生作
品”展出了央美附中、国美附
中 、 鲁 艺 附 中 、 天 津 美 术 中
学 、 大 连 十 五 中 、 郑 铁 六 中、
南京宁海等知名艺术高中校 139
件 师 生 画 作 ， 作 品 贴 近 教学，
有老师的课堂范画，也有学生
的课内习作，原汁原味、可评
可点。9 月展出的“家训·家
书 · 家 风 ” 优 秀 获 奖 书 画 作
品、10 月展出的苏州市第二届
中小学生艺术节的优秀书画作
品 ， 在 校 内 外 都 产 生 很 大 反
响。有原美术馆已经成为苏州
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个重
要支脉。

通过挖掘社会资源、高校资
源，学校提升了艺术师资的实
力，靳尚谊、全山石、杨明义、
杭鸣时、王芳、盛小云等一批艺
术大家走进六中校园，开讲座、
办展览。

开展教科研工作，提升
教师艺术课程能力

围绕当前的艺术高考改革，
学校加强了艺术素养与艺术技能
之间的教学规划及课程管理与设
计方面的研究，以教学科研一体
化为目标，在教育教学研究的多
个方面进行各种形式和内容的探
索，每位教师都有个人研究专题，
积极投入到学校组织的形式多
样、内容丰富的教科研活动中去，
以“师生音乐会”“师生美术作品
展”“专题论坛”“课堂观摩”等方
式进行研讨。

为了增进对高校课程设置和
人才需求的了解，学校利用艺术
教师校本研修等途径，组织音乐
表演舞蹈方面的教师到上海音乐
学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师范大
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武汉音乐
学院等高校观摩学习；组织美术
教师赴乌克兰中央美术学院与建
筑学院进行绘画交流；组织教师
到中央美术学院“中西美术教育
比较”高研班，中国美院素描、色
彩基础教学高研班进修。国内外
许多知名高校和其他中学也到访
苏州六中，“六艺联方”美育课程
得到一致好评。2013 年至今，苏
州六中艺术高考本科上线率持续
保持高位，文化艺术双达线率始
终保持在95%以上。

（作者单位：苏州市第六中学）

课程创新提升艺高学生审美素养
马艳红 朱文学

数学课堂问题化，就是在实际情
境中，用精心设计的一连串教学问题
贯穿教学过程，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促进其高级思维的发展，实现
对学习内容持久深入理解。这种教学
模式，是培养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有效途径之一。

数学建模成为学习的方法和
习惯

问题是数学的“心脏”。在实际
情境中，从数学的视角发现问题、提
出问题、分析问题、构建模型、求解
结论、验证结果并改进模型，最终解
决实际问题是数学课堂教学的生命
线。我们的课堂教学往往忽略了这一
点，只注重知识的理解和技能的应
用，一味地做题强化，久而久之，学
生对数学学习失去兴趣，缺乏获得
感。因此，构建以问题为中心的数学
课堂方能凸显数学教学的真谛。

举个简单的例子，二次函数就是
一个数学模型，很多数学问题甚至实
际问题都可以转化为二次函数来解
决。而通过将问题数学化，通过模型
构建、求解检验使问题获得解决的方
法被称为数学模型方法。我们的数学
教学说到底就是教给学生前人给我们
构建的一个个数学模型和怎样构建模
型的思想方法，以便学生能运用数学
模型解决数学问题和实际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培养学生
运用数学建模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关
键是把实际问题抽象为数学问题。学
生这种能力的获得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情，需要把数学建模意识贯穿于教学
的始终，也就是要不断地引导学生用
数学思维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表示
各种事物关系、空间关系和数学信
息，从纷繁复杂的具体问题中抽象出
我们熟悉的数学模型，进而达到用数
学模型来解决实际问题的目的，使数
学建模意识成为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
和习惯。

问题化学习成为课堂的主旋
律

改革传统课堂，把以讲授为主的
课堂转变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课
堂，着力点在“问题化学习”。这就
要求教学设计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
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充分的时间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学生在对问题的追寻
中顺其自然地形成知识体系，从而让
学生自己体会知识的构建，在问题与
问题的解决中认识学习的必要性，密
切联系知识与真实世界，主动参与到
学习中来。

例如：我在等比数列的教学中，
总是先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类比等
差数列，推导出等比数列性质，从而
让学生发现等差数列与等比数列的异
同点。在做等比数列的题目时也类比
等差数列的解题方法，从而能够解决
这两类数列问题。

在“类比—发现—自悟”的学习
过程中，学生自然会体会到类比在数
学教学中的三个学习目标：一是知识
结构上的类比；二是证明方法上的类
比；三是学生自主的理性思想方法的
类比。

这种“问题学习法”教学模式，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思维，使学生在比
较、辨析中掌握类比的思想方法，利
于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的生成。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寒亭
区固堤街道中心学校）

数学课堂问题化
凸显教育本色

李艳波

⦾观察与思考

中华文明绵延久远，深厚的
民族土壤孕育出了博大精深的东
方文化。几百年前甚至几千年前
我们就有了四书五经，有了宋明理
学，有了儒释道，有了诸子百家，有
了诗词曲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博大精深，凝聚了先哲圣贤们恒
久、普世的思想智慧，铸就了中华
民族的灵魂，宛如清新而流动的活
水，滋养着我们的心灵。在被外来
文化、快餐文化、商业文化充斥的
今天，对学生进行经典文化的“培
根”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那么，该如何让学生亲近经典
并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下
去呢？在多年的语文教学实践中，
笔者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日有所诵

诗歌是语言的精华，内容虽
然简短，但韵味无穷，亲近经典文
化，首先得熟读诗歌。多年来，我
让学生养成每天熟读一首诗歌的
习惯，包括中国的古诗和外国的
儿童诗。不同的季节，让他们吟
诵《咏柳》《夏蝉》《秋词》《江雪》等
不同的诗词，和诗人一起在大自
然的怀抱中驰骋，在语言的意象
中徜徉，做到人文相亲，天人合
一。学到《示儿》，让学生读描写
战争的诗篇，诗歌的平仄把我们
带入了战火纷飞的古战场；学到

《赠汪伦》，让学生读描写送别的
诗歌，在“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汪伦送我情”“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孤帆远影碧空
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等诗句中，
体会朋友之间依依惜别之情。诗
歌不仅语言美，更是一部百科全
书，内容涵盖了天文地理、人文风
俗、政治文化、历史人物。常读诗
歌，能让学生领略到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

根据孩子们的认知规律，我
还让他们每天诵读一篇国学精粹
中的名句，如《论语》中“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
子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
其善而从之，择其不善而改之。”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父母
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德不孤，
必有邻”等，让孩子们明白，仁爱
礼义孝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从而
培养自己高尚的德行。

当然，朗读的方法是重点，不
能机械地朗读，形式要不拘一格：
全班齐读、教师范读、师生共读、
名家范读、诗歌接龙、主题朗诵
会、诗歌配图、看图猜诗等。这些
形式，既激发了学生朗读的热情，
又提高了朗读的质量，一举两得。

周有所讲

名著是永远的经典。在小学
三年级他们接触到第一篇童话
后，我就布置他们每天读经典童
话，先后读完了《格林童话》《安徒
生童话》《希腊神话》等大部分篇
目。经过童话熏陶的孩子，他们

的想象力、敏感度、神采气质肯定
比别人强。我让学生先挑选自己
喜欢的历史名著在课外阅读，让
他们挑选自认为最精彩的名著、
最精彩的段落在班上交流。有的
学生讲述“三打白骨精”，有的学
生讲述名将廉颇的丰功伟绩，有
的学生讲“赤壁之战”，有的讲“智
取生辰纲”。他们讲述的方法也
多种多样：个人讲，多人合作，两
人双簧，还有学生用评书的形式
讲述：“话说西汉末年⋯⋯”一开
口便引得全班学生的喝彩。

月有所演

有些文章语言精美，适合诵
读；有些文章故事性强，适合讲
述；有些文章情节曲折，人物描写
细腻，个性鲜明，适合表演。于
是，每个月的月底，我拿出两节课
的时间作为“表演课”。孩子们有
的把课文改成课本剧，如《晏子使
楚》；有的把课外看的童话、神话
故事、历史故事改编成话剧，如

《小王子》《王子复仇记》等。从编
剧、背景、道具服饰到台词的设
计、节目的编排都由学生自己确
定，遇到不懂的问题和困难，老师
才加以指导。几年下来，从最开
始的生疏到现在的惟妙惟肖、收
放自如，学生在文字中陶醉，在经
典中成长，在名著中遨翔。

（作者系湖北省蕲春县檀林
镇乌沙畈小学教师、湖北省黄冈
市十佳师德标兵）

怎样让孩子亲近经典
毕传高

青岛寿光路小学科技实践课程，引导小学生了解“一带一路”有关知识，感受祖
国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

连日来，学校各班级在操场设摊点，展示本班“一带一路”科技课的成果。如趣
味纸画、纸飞机投掷友谊赛、童眼看“一带一路”知识游戏棋等活动，巧妙地将科学
知识融入学生喜闻乐见的游戏中。

与此同时，在“巧手、巧思、巧设计”建模和“牵手‘一带一路’畅想科技发
展”科幻画展评区，学生徜徉在科幻的世界，既有对“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美
好憧憬，又有对祖国腾飞的期盼与祝愿。图为青岛寿光路小学学生用废旧纸壳制作的
中国“复兴号”动车带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走向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孙军 摄影报道

科技实践课程牵手“一带一路”

⦾课改一线

⦾分享

湖南文理学院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精准扶贫再建新村

学校党委
聚焦脱贫攻坚 全进深访实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未来
五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时期。乡村振兴是重要的一环，学校要
继续聚焦扶贫攻坚工作，推动河口社区
向着更加富裕、更加美丽、更加和谐的
康庄大道迈进！”学校党委书记谷正气
在党委会研究驻村扶贫工作时，对驻村
党员干部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年来，湖南文理学院将河口社区

脱贫攻坚任务当作一把手工程来抓，党
委书记亲自挂帅，组织部门精心策划，
驻村干部狠抓落实，党员教工全员参
与，形成了党建引领，全校上下齐心助
力的大格局。

党委书记谷正气、校长龙献忠率先
垂范，率领其他班子成员先后 30 余次深
入河口社区走访慰问、调研指导。三年
来，党委 10 多次专题研究河口社区脱贫
攻坚，在人财物智等方面全面对接社区
发展，派出伍宗富、刘光明、刘晓波 3
人工作队驻村工作，组织专家进村访困
问需、访贫问计，为每户村民脱贫开药

方、创条件、齐动手、拼落实，实现了
“全进、深访、实扶”目标。

驻村干部
党员干部带头 精准扶贫起飞

“驻村干部就是一面旗帜，村党支
部就是一座堡垒，我们党员同志为了乡
亲们能早日脱贫致富，放下了脸，跑断
了腿，熬白了头，找到了村民脱贫致富
路！”驻村工作队队长、河口社区党支
部第一书记伍宗富认为党员干部带头
干，是河口社区能脱贫的“第一抓手”。

工作队 3 位同志刚到河口社区就铁
了心，紧紧抓住党建总龙头，把党支部
夯实成基层战斗堡垒，打造一支战斗力
强的干部队伍。工作队定期召开党员民
主生活会，不断提升党员干部素质，常
年与村支两委干部沟通、交流扶贫工作

思路、方案、执行、督查等事项。
3 年来，工作队带领党员干部多方

奔走筹资，行程上万公里，跑遍了南方
多省市，求资助、找项目、学经验、抓
落实，让河口社区精准扶贫之路走上了
快车道。

河口社区
产业引领发展 美丽乡村起航

“3 年时间，咱河口社区就脱掉带了
几十年的‘贫困村’帽子！这真要感谢
湖南文理学院！”说这番话的是在村集
体企业工作的村民陈纪浩，他在这里生
活了 50 多年，亲眼见证了贫困村的美丽
巨变。

河口社区原名双台村，地处武陵山
区腹地，人均耕地面积 0.88 亩，山高坡
陡群众出行难，走几里山路喝山塘水，

生产成本高，群众增收难，是远近闻名
的“贫困村”。

工作队驻村 3 年，以扶贫项目为抓
手，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为脱贫打下硬
件基础。工作队整合进村项目资金 2491
万元，建起河口商业新街，打造金湾和
六湾聚居点，3 条公路硬化更是让世世
代代走不出大山的村民见识了外面的世
界。608 户饮上了自来水，光伏发电 62
千瓦，改造危房 87 户，建立了幼儿园、
中小学、养老院、医院公租房，安装了
87 盏太阳能路灯，工作队的成绩清单数
不胜数。

以教育扶贫为抓手，提升村民素
质，为脱贫打下智力基础。工作队多次
组织学校专家举办产业发展专业技术讲
座，提升中、青年人的务工能力；利用
学校教师党员的捐款，设立贫困救助和
教育扶贫基金，对 42 名贫困户的子女予

以助学资助，防止贫困代际传递。
产业发展为抓手，贫困户齐入社，

为脱贫打下经济基础。工作队采用“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将贫困户编
入专业合作社，发展种植、养殖与生态
循环经济。目前，该村建起农业综合服
务有限公司、山水湾香猪养殖合作社、
蛋白桑构树合作社、丰禾石蛙养殖合作
社、天顺养蜂合作社等 5 处产业基地，
运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
桑。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湖南文理学
院帮助河口社区贫困户 81 户共 259 人脱
贫。日前，湖南文理学院党委郑重承
诺，扶贫任务完成后，学校将根据新农
村发展规划和目标，继续推动河口社区
朝着社会主义美丽乡村的建设目标稳步
前进。

（袁勇军 杨云）

2015 年，湖南文理学院根据湖南省政府部门、省教育工作机
构部署安排，派驻工作队开始了常德市石门县三圣乡河口社区的驻
村帮扶工作。3 年时间，该村贫困发生率由 32.23%直降为 0.69%，
今年年底即可完成扶贫工作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