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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程周刊 教改视野·

“四季课程”缘起与实践流程

杭州市时代小学作为浙江省课程改
革试点校，学校的课程由基础类课程和
拓展类课程两部分组成，其中基础类课
程基本上就是国家课程，拓展类课程分
为体艺类拓展课程与实践类拓展课程。
体艺类拓展课程由各种体艺课程以社团
的方式供学生选择，实践类拓展课程主
要有四个板块：走遍杭城、节日课程、
经典活动和“四季课程”。

“四季课程”是学校在深化课程改
革背景下新开设的实践类拓展课程。课
程以大自然中儿童熟悉的自然现象和事
物为主题，组织学生围绕主题选择合适
的可以探究的小项目，开展持续的跨学
科或单学科的项目化学习。每一次时间
跨度一个月以上，一个季节一次，一年
四季，故名“四季课程”。

在课程实践过程中，学校制订了严
格的项目学习流程。我们也尊重学生在
项目开发中的意愿与选择。下面就以

“四季课程”第一个主题项目“秋天的
叶”为例来阐述课程实践的关键环节。

厘清学习目标。学生在教师的帮助
下，围绕主题内容进行“头脑风暴”，
按照学习目标层次，确定自己的研究项
目，寻找合作伙伴，共同收集资料，然
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整理、综合等，最
终形成学习产品或解决一个真实问题。
在此过程中，课程目标定位不再是传统
课程聚焦的知识、概念，更多的是关注
学生学习方式的选择、学习过程的体
验、学习产品的展示等。

规划学习单元。在大主题下学生先
根据自己的兴趣提出小的项目选题，再
通过同伴学习，找到与自己主题相同或
是相似的同学组成一个学习单元组，一
个单元组里面可以有一个或几个学习小
组。全校一共组成55个单元组，每一位
教师负责指导 1 至 2 个单元组。单元组
研究项目有人文艺术类的——叶脉书
签、树叶水彩画、树叶拓印画、树叶工艺
品、落叶水粉画、落叶的剪贴画，也有自
然百科类的——树叶重量，测量“叶”的
周长面积、落叶小船承重、树叶叠叠高、
标本展览、制作叶的美食等。

规范学习过程。“四季课程”每一
个项目须经历以下五个学习过程：确定
目标、拟订计划、实践研究、产品评
价、展示交流。

一是确定项目：在大主题范围内，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需要确定选题，
提出学习目的或需要解决的问题。教师
可以指导学生进行选择，但不强制。当
然也允许学生自行组合学习小组，选择
指导教师。

二是拟订计划：学生按项目单元小
组分组讨论制订完成项目的行动计划，
包括材料问题、工作任务分配、实施步
骤、量规选择等。拟订计划由学生承
担，教师对学生的计划实施情况进行指
导。

三是实践探究：学生根据计划步
骤，通过各种渠道，收集各方面与项目
相关的信息与材料，并对信息、材料进
行交流、选择、处理。

四是产品评价：师生共同讨论提出
评价的标准和方法，由学生自己进行评
定，如是否按照原计划进行，预定的目
标是否实现，学生从项目中学到了什
么，产品是否还可以提升等。

五是展示交流：确定统一时间，对
主题项目学习活动进行成果产品的汇报
交流，通过展览、报告会、表演等方式在
全校范围内汇报交流项目学习的成果。
最后组织成果展示。每次项目学习接近
尾声时，我们都会安排一天用于展示学
生的学习成果。展示的形式多样，有静
态的作品展示、动态的节目展演、过程性
的问题解决等。

课改实践中项目化学习尝试

我们经过三轮“四季课程”的实践
探索，尝试了单学科与跨学科的项目化
学习。学科项目化学习不是学科的活动
化，而是学科观念在情境中的再建构与
创造；跨学科项目化学习也不是几门学
科的叠加，而是需要综合运用两个或两
个以上学科知识解决有挑战性的真实问
题，创造出新的成果。

“四季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试
图打破以教科书为中心的一元化内容来
源，拆除不同学科之间以及学科与生活
之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整
合，使学生能够接受多元知识的滋养，
从而能恰当应对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
挑战。

在“春天的花”项目学习中，数学
组的教师组织了“数学之花——钉线
画”项目，学生从花瓣数量入手，通过
调查、分析，了解到花王国神秘的数学
特性——花瓣都是按照一定的顺序和角
度排列，与神奇的斐波那契数列相符。
这样螺旋形的序列可以让植物最充分地

利用空间和阳光，吸引蜜蜂、蝴蝶这些
传播花粉的昆虫。学生在动脑创意和动
手操作中，调配色彩，优化造型，既需
要数学的图形和空间观念，又有美术的
创意设计思维，也有如何在钉子板上呈
现作品的工程问题，最后呈现出来的是
名符其实的综合素养。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怎样用
褶皱纸设计花裙子”“怎么用废旧的纸
箱设计房子”等主题的项目学习，都跨
越了学科，需要多元素养的支持。

基于学科的项目学习实践

每一次学校推出“四季课程”的大主
题后，各个学科教师也会创生适合的小
主题，如围绕“春天的花”主题，语文教师
带领的小组就研究古诗词里的花，数学
教师会组织学生探索花的形状，美术教
师带领学生创作“花的画”，音乐教师则
组织“花的歌曲赏析”。

这些基于学科的项目学习虽然会偏
重于某方面学科素养，但在整个项目学
习流程中，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还是
需要跨学科素养的参与，例如“鸟窝”
制作涉及工程设计等，“古诗词里的
花”涉及花季与花时等。基于项目的学
习，不是为了巩固学科的事实性知识和
技能，我们是在创设一个个真实的问题
情境，让学生亲身经历一个个完整的运
用各学科知识、概念、策略等去解决真
实问题的实践过程。

项目学习方式的迁移。最初，我们
进行项目化学习的尝试仅限于“四季课
程”。后来，我们慢慢发现一些教师从
拓展类课程中总结出经验，迁移应用到
了基础类课程中，用到了日常的课堂教
学中。这样的学科活动跨越了儿童经验
与教材知识之间的鸿沟，创设出了真实
的问题情境，真正按照儿童真实生活状
态来解释并丰富学科教材，将教材知识
与儿童生活联系在一起，并应用于儿童
的日常生活。

实施效果：对师生的有益影响

对学生合作创新能力的有益影响
在项目学习中，采用了跨学科、跨

年级的分组方式，选择相同项目的4至
6 名学生成为一个项目研究小组，在研
究过程中，学生合中有分，分中有合。
各自收集相关资料，利用集中学习时间
进行讨论交流，还主动寻求教师的帮助
与支持，不断修改和完善作品。在真实
的情境中，来自不同班级的学生与教师
进行直接的交流和合作，能发展自己的
沟通交流、创造批判等综合素养。

对学生非智力因素的有利影响
通过三年多的实践，我们真切感受到

项目化学习与非智力因素有直接的正向
联系，尤其是对学业中等或不良的儿童更
加有效。在“四季课程”实践中，我们的数
学教师观察中发现：那些在传统环境下数
学学习困难的学生，居然在项目化学习过
程中找到了自信，甚至找到了优越感，动
起手来比那些平时学业成绩优秀的孩子
还要敏捷。也许孩子们的潜力没有发掘，
是因为我们没有为他们的学习提供最适
合他们的个性化方式。

对教师课程研发能力的有效影响
有了四年项目学习的成功体验，学

校教师对课程研发的态度已经从“被动
接受”转为“主动创造”，有了更强的
研发意识和组织能力。教师们再也不排
斥这种远离工作舒适区的“新尝试”，
也不再担心下一季研究的主题，而是更
好地调节自己的角色定位：不做主角做
配角，做好合作者和促进者。

教师们还共同讨论总结基于项目的
学习内容的生长点：基于学科、基于活
动和基于生活，熟悉了项目学习的流程
和方法，让课程的研发具有可持续性。
项目化学习，让教师在探索项目的过程
中减弱了重复教学带来的烦琐和平庸
感，增强了教学的幸福感。

（作者单位：浙江省杭州市时代小学）

“四季课程”：项目化学习的校本实践
唐彩斌 于孔慰 王云英

人们常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这对于小学音乐教学来说，尤
其重要。《小学音乐新课程标准》
也表述了这样的理念：“以音乐审
美为核心，以兴趣爱好为动力。”
因此，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那么，如何激
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呢？

直观情境激发学生兴趣

学习环境的创设。首先要有专
门的音乐教室。音乐教室中墙面的
布置，可以张贴一些音乐名人的画
像和各种乐器图片等。教室中可以
摆放钢琴、打击乐器等，让学生走
进教室就想动起来。在教学中，要
创设温馨和谐的音乐情境，比如可
将准备学习的歌曲变成玩游戏、节
奏训练的背景音乐，此种情境下学
唱歌曲就容易多了。

联系生活创设情境。引导学生
把生活经验和课本知识有机结合起
来。比如我在执教五年级音乐课

《春雨蒙蒙地下》 时，首先播放了
几个描述下雨的音乐片段，让学生
通过认真聆听音乐然后分辨几段音
乐所表现的下雨情景有何不同。学
生分辨出这些音乐片段中有表现春
天小雨的、有表现雷雨的，等等。
通过对比，学生懂得表现春雨的声
音应该很柔和，歌曲最后表现的是
雨越下越小，力度应是渐弱。我还
让学生用自制的乐器来为歌曲伴
奏，学生自制了沙锤表现雨声。

生动的课堂教学语言。一个幽
默风趣的音乐教师往往能让课堂气
氛非常活跃，教学事半功倍。例
如，我在执教三年级音乐课 《唱给
妈妈的摇篮曲》 时，开始时没有告
诉学生用怎样的方法、情绪、力
度、速度去演唱歌曲，学生一开口
唱就声音很大，好像比赛谁的嗓门
大一样。我微笑着问他们：“亲爱
的小朋友，你们这样唱妈妈睡得着
吗？”有名学生愣了一下说：“睡不
着。”我接着讲：“同学们，我要是
歌中的妈妈，一定会被你们的歌声
吵醒了。”学生们有点儿不好意
思。接下来我介绍了摇篮曲的特
点，学生们再次演唱时声音自然而
然地就轻柔了很多。

生活经验与教材巧妙结合

在小学音乐教学中，创编歌词
是个难点。只要教师用心钻研，精
心设计，营造出相关的生活情境，
并加以引导，就能使音乐课堂变成
充满想象的空间，激发学生的创造
力。例如：我在上二年级的唱歌课

《不再麻烦好妈妈》 时，就设置了
一些有助于学生产生联想的问题，
比如“妈妈平时都为你们做些什
么？”这些问题贴近学生生活，学
生七嘴八舌地抢着回答，课堂气氛

非常活跃。学会歌曲后,我因势利
导，对学生说：“你在家会自己做
什么减轻妈妈的负担、让妈妈体会
到你的关心呢？”学生们马上回答
出很多答案，我趁势在黑板上出示
创编歌词题目和加有空括号的片段
语句，让学生填空并唱出自己创编
的歌词，学生们很快就唱出了新编
歌词，有的唱“自己擦玻璃呀，自
己倒垃圾呀⋯⋯”有的唱“自己洗
手帕呀，自己梳辫子呀⋯⋯”并加
上动作表演，教学效果很好。

音乐游戏促进学习效率提高

课堂上，可以把音乐游戏渗透
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在音乐中进
行游戏，在游戏中学习音乐，这种
游戏教学法能大大提高课堂效率，
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例如，我经常
在课堂上与学生玩“开心列车”游
戏，我扮演火车头，以当节课所学
歌曲为背景音乐，一边双手摇动模
仿开火车的动作，一边假装火车向
前行驶。当我停到某名学生面前的
时候，我就用手拍击一段节奏，让
学生模仿，学生拍对了，就加入到
开心列车的行列，如果拍错了，我
就说：“欢迎你下次乘坐开心列
车。”列车继续行驶，直到“火
车”越来越长不方便在教室内挪
动，就换一轮学生玩游戏。这个快
乐的游戏，渗透了歌曲的旋律，又
可以练习歌曲的节奏，使枯燥的知
识技能学习变得简单化、趣味化。
在音乐课中，可以开展的游戏种类
有很多，音乐教师要精心设计适合
教学的游戏，甚至可以让游戏贯穿
于整节课教学中。

激励性评价激发学生自信

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能使学
生始终保持积极的学习状态。很多
音乐教师在课堂上不断重复的只是
简单几个字：“很好！”“对了！”

“不错！”⋯⋯对于这些平淡而无差
别的评价，聪明的学生会认为这是
一种敷衍。而具体生动的评价效果
就会大不一样。“你们的声音太动
听了！”“你唱得真有感情！”“你的
节奏感真强！”“你提的问题很有价
值！”⋯⋯每一次评价都有具体内
容，评价语言丰富多彩，才能让学
生看到教师对他的重视，因而感到
自豪和开心快乐，学习更努力。而
针对低年级学生的评价可以物质评
价为主，例如聪明星卡片、小红花
等。

教学过程中，通过各种有效的
途径和方法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
趣，是音乐教师必须做的功课，这
也是将学生引入音乐学习殿堂的第
一步。

（作者单位：湖北省武汉市黄
陂区前川第二小学）

如何为学生找到
“兴趣”这位好老师

李翠红

⦾⦾课改一线

⦾⦾经验分享

近年来，河北省
邯郸市永年区教育部
门把开展乡土文化教
育作为创新和深化教
育改革的重要途径，
在暑假期间组织开展
唢呐、戏曲、武术等
乡土特色公益课堂，
让孩子们在获得素质
教育的过程中快乐度
暑假。

图为近日邯郸市
永年区第二实验学校
的教师在指导学生练
习戏曲动作。
新华社记者 牟宇 摄

乡土文化
润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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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年鉴》
保存史料 鉴往知来 服务现实 惠及后代

▶按年度 （每年一卷） 向国内外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状况的专业性年鉴，是教育
管理决策、教育教学改革、教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帮手。

▶全面反映中国教育事业新成就和经验的大型教育资料工具书，是教育信息沟通、教
育经验交流、教育资料查询的重要参考。

▶销往部分国家，是国外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教育的重要资料来源。
▶大 16 开，图文并茂，精装印行，适合各级各类图书馆特别是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图书

馆 （室） 珍藏。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编，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教育年鉴》彩页广告联系电话：010—82296854 邮箱：zgjynj16@163.com
※各大网络书店、天猫商城人民教育出版社旗舰店、各大中城市新华书店均有销售
※人民教育出版社门市（读者服务部) 邮购电话：010-58759302

·广告·

在举国同庆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金秋十月，广州涉
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将迎来建校 20 周年华诞。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在这喜庆的时刻，我们谨向多年来一直
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和发展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各
界朋友、广大校友致以最衷心的感谢和最崇高的敬意！

受冠之时正值青春年少，双十欢歌谱写风华正茂，
鉴往知来只为薪火相传，志存高远以图未来发展。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是经广东省政府部门批

准、国家教育部门备案的省属全日制民办普通高职院
校。学校秉承“走向世界从这里开始”的办学理念，恪
守“勤奋、厚德、求实、创新”的校训，遵循为社会培

养外语、外经、外贸，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培养模
式，为国家建设输送近 4 万名优秀毕业生，就业率在全
省民办院校中一直名列前茅。学校历经长期的建设和发
展，如今已成长为万人大学，获得“中外合作院校示范
单位”等荣誉称号。“乘冠风采，涉外领航”——学校在
高职教育领域阔步向前，勇立高职教育的潮头。抚今追
昔，鉴往知来，在高职教育蓬勃发展的新时代，“涉外”
将融汇中西文化，未来再创荣光，为祖国的建设发展作
出新的贡献。

2019 年 10 月 19 日为建校 20 周年校庆日，广州涉外
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将举办“一带一路”涉外教育研讨

会、第二届世界华文教育机构交流会等学术活动以及建
校 20 周年庆典；届时还将举行“涉外领航 共铸辉
煌”——中国涉外教育集团领航启动仪式。我们诚挚邀
请各界宾朋拨冗莅临，共襄庆典盛事，共商未来发展大
计；热切期盼海内外校友重返母校，重拾青春记忆，畅
叙同窗友情，亲睹校园新姿，共创未来辉煌，与全校师
生共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

特此公告 敬祈周知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2019年9月18日 官网二维码

通信地址：广州市沙太路大源北28号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邮政编码：510540 联系电话：020-36783086
电子邮箱：704832133@qq.com

官微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