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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之前，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
暴发。按照教育管理部门的统一要
求，学生家长每日以接龙方式在班
级微信群里上报学生身体健康状
况。接龙几日之后，我发现全班同
学的身体健康状况均为良好，就改
变了原有接龙的模式。每天把全班
学生的名字按照学号顺序提前写好
发在群里，若身体健康，家长们就
在自己孩子名字后面贴上一朵玫瑰
花。每当玫瑰花盛开、接龙完成之
时，也是我这个班主任最开心的时
候。

“玫瑰花语”让师生心心相印

开始接龙结束时，我都会感谢一
下大家。几天之后我想，疫情当前，
师生见不到面，这个时候反而是我和
大家沟通的最佳机会，一来可以感谢
配合接龙工作的家长，二来又可以对
时刻惦念的学生表达关心、关切之
情，传播正能量，增强班级的凝聚
力。于是，我开始每天利用这个温馨
时刻送上我的小结，我给它起名叫

“玫瑰花语”。
2月4日，农历立春节气。我想，

一年之计在于春，虽然疫情还在肆
虐，但是冬会去，春会来。我要抓好
这个教育契机，鼓励学生们不要被眼
前暂时的疫情吓倒，要坚信美好的春
天一定会到来。这一天，我在“收
花”之后的“玫瑰花语”中写道：“立
春时节，春暖花开！玫瑰集齐，谢谢
大家！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更没
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只要坚持，很
快就能春暖大地；只要坚持，我们一
定能够战胜疫情！武汉加油！中国加
油！”没想到，刚一发出，班级群立刻
反响热烈，家长们表示好暖心，一定
告诉娃们！

接下来是元宵佳节，每年这个时
候，都是亲朋好友欢聚的时刻。可是
疫情当前，要响应政府的号召做好居

家防护。于是，我在“玫瑰花语”中
这样写道：“玫瑰集齐，谢谢家长！元
宵佳节，少出门、不聚会，安安静静
过好节。待到疫情过后，花枝烂漫，
亲朋好友再欢聚。祝大小朋友们节日
快乐，宅家更快乐。武汉加油！中国
加油！”

从2月4日开始，每天家长和娃们
都在等着我的“玫瑰花语”，全班师生
家长在时空中心心相印。

2月17日，本是开学时间。根据
疫情防控的要求，全国春季开学时
间延期并开启了新的学习模式。我
带的是三年级，八九岁的孩子从没
经历过这样的突发事件和自主学习
模式。作为班主任，我要做好孩子
们心理上的陪伴，使他们在这个非
常时期得到成长。这一天我在“玫
瑰花语”中写道：“玫瑰集齐，谢谢
家长！今天本是孩子们春日里、艳阳
下回到校园一起学习的日子，但疫情
的影响使我们不得不过一个‘延长假
期’。水随形而方圆，人随势而变
通，我们就开启陪伴孩子学习的全新
模式吧。武汉加油！中国加油！”我
每周一按时发放学习清单，指导孩子
们自主学习，同时继续发“玫瑰花
语”。

3月2日我写道：“上报完成，谢
谢家长！开启新的学习一周。再小的
努力乘以 365，收获也会变得明显；
再大的困难除以365，战胜也会变得
简单！美好的3月已经走来，草也青
青，木也欣欣，共盼樱花将灿，雾尽
风暖！”

“玫瑰美篇”指导学生居家学习

随着开学时间的继续延长，我感
到作为班主任责任更重了。教师不
仅要隔空指导学生自主学习，更要
关注每个学生非常时期的身心健
康。为了让学生多角度地看到自己
的小伙伴都在做着怎样的努力，取得

了怎样的进步，我在“玫瑰花语”基
础上，又通过每天微信、邮件、视
频、电话收集到的每名学生的情况和
照片，精心制作编辑了“玫瑰美
篇”，有指导性地分为“致敬白衣天
使”“精彩语文”“魅力数学”“燃情
英语”“走进科学”“健体强身”“家
务劳动”等板块，配上音乐，让学生
们欣赏。学生和家长看到后特别兴
奋，纷纷留言：“孩子们看了，感觉
从未与小伙伴分开过！”“感恩老师一
直正能量满满，陪伴我们和孩子度过
这段终身难忘的日子！”“看哭了，心
血与爱的凝聚”……“玫瑰美篇”延
续着对学生浓浓的爱与责任，让他们
始终感到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里，大家都在努力着，都在向着最好
的自己出发。

一个多月来，我和我的学生及家
长共同经历着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
重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
其中，我感受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
责任、一个班主任引领作用的重
要。班主任的一言一行都在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学生们的价值观，一个乐
观、开朗、阳光、充满正能量的班主
任，一定能带出一个团结活泼、努力
向上、凝聚力强、能够战胜困难的
集体。有句话说得特别有哲理：要
想跑得快，请你一个人跑，要想跑
得远，请和伙伴们一起奔跑。班主
任就是那个带领伙伴们一起奔跑的
人，尤其在这个让孩子们刻骨铭心
的时刻。

2020年的早春，新冠肺炎疫情依
然肆虐，但是我们依然热爱着生活，
依然满怀希望，依然憧憬着未来，依
然坚信美好终将回来。不经历风雨怎
能见彩虹，困难和挫折是人生中一笔
宝贵的财富，这段共克时艰的日子一
定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成为
师生经历中的永恒！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
验小学）

“玫瑰”绽放在居家的日子里
——抗疫期间班主任如何发挥引领作用

任丽

造成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方式单一、学生
学习效果不好，成为“哑巴英语”“应试英
语”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教师囿于自身经验和传统模式，主观上
或多或少排斥理念更新和模式改变，更倾向
于采取短平快的“以练代学”“以考代教”
等所谓的有效学习模式，剥夺了学生语言表
达的机会；二是指向成绩提升的单一教学模
式让学生倍感压力又心生反感，学生因机
械、被动的学习失去兴趣，导致英语学习越
来越糟，进入恶性循环。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成因分析，我们进
行了英语教学生活化的尝试和探索。

坚持“做中学”

“做中学”就是在生活中、经验中学
习，即通过实践来学习知识，旨在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和
自主学习习惯，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语言运
用能力。课堂上引导学生“做中学”，要求
初中英语教师在设计教学的过程中要创设真
实情境，引导学生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要
进行小组学习以实现同学间的讨论与交流；
要提供机会让学生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要
让学生在动手和实践中完成体验式的知识学
习，进而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英语教学
中，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既是起点又是终
点，它是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
教师在教学中要让学生带着相应的任务进行
思考，在思考中进行整合，在整合中尝试用
英语做事情。

例如，在学习《GO FOR IT》八年级
（上） Unit 8 《How do you make a
banana milk shake?》这一单元时，教师
带领学生在课堂上现场制作各种奶昔，就是
一个行之有效的“做中学”案例。学生一边
操作，一边用英语加以说明。在“做”的过
程中，学生既学会了知识，又掌握了一项技
能。动手操作极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
他们在教材内容的基础上又研究出新的饮
品，深化了本课内容学习。学生将制作的奶
昔与同学、教师、家人分享，又达成了对学
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教育。

培养文化意识

在初中英语学习过程中，接触和了解英
语国家的文化有助于增进对英语的理解和使
用，加深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
热爱。因此，初中英语教师要引领学生把英
语当成一门富有生活化味道的语言来学，加
强基于文化立场的思辨品质的培养。

教师应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学生关注文化
因素，课堂上应让学生在了解语篇所呈现的
不同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思考语篇反映的文
化传统，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并能够与本国文化进行比较，提升文化
鉴别能力，形成正确的文化态度和立场，在树

立国际意识的同时，敬畏传统文化，尊重文
化差别，培养家国情怀，提高对中国文化的
自信。

例如，在讲授《GO FOR IT》九年级
Unit 2 《I think that mooncakes are
delicious!》时，可以设计多项教学活动，
以做南瓜灯、学习相关知识的方式感受西方
节日，以书写“我最喜爱的传统节日”的方
式感悟中国节日，开展中国传统节日和西方
节日的讨论，让学生在实践和思考中既丰富
了文化知识，又能增进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激发民族自豪感。

强化体验式学习

英语教学要通过创造和谐、平等的课堂
环境，引导学生在交流中学习，达到提高学
习效率、增强语用能力和交际能力的目的。
体验式教学倡导的是对学习内容进行拓展，
不局限于让学生坐在课堂上被动地听、看、
记，而是引导学生进行主动性的体验。倡导
交互体验式学习，意在给学生提供“玩”

“做”和回归生活的机会，引导学生在玩耍
中体验、在操作中体验、在应用中体验，通
过开放教学内容，挖掘学生潜能，培养学生
提升知识的实践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交互
体验式教学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充分尊重学
生、信任学生，利用多媒体等手段提供游
戏、歌谣、编剧等多种趣味性学习方式，为
学生提供舒适愉悦的学习环境。

例如，在学习《GO FOR IT》七年级
（上） Unit 5 《Do you have a soccer
ball?》时，不妨为学生提供盲人足球比赛
的视频、趣味运动的视频，组织学生以小组
为单位讨论发明一种新的运动。在发明新的
运动环节，教师可以让学生给自己的运动命
名，制订他们喜欢的规则，示范该运动的操
作要领。这样的设计既可以让爱运动的学生
更加兴奋，又可以让不爱运动的学生充满期
待。

创建充满生活化气息的英语课堂，目的
在于改变以往囿于传统教学经验，囿于完成
教材进度，囿于达到考试标准的单一、狭隘，
甚至枯燥的教学模式，致力于更新教师理念，
突出学生主体，优化学习内容，改变学习方
式，促成英语学习转向科学化、趣味性、体验
式、实践性、富于情感的新的教学方式。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唯有打造出
高质量的课堂，学生才能走出英语学习的困
境。我们倡导英语课堂充满生活化气息，就
是要用先进的理念、积极的心态做符合时代
发展的教育；要用丰富的内容、科学的方式打
造鲜活的课堂；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
欲，把学习变成一系列让人新奇和兴奋的“发
现过程”。学习即生活，我们应在学习和生活
的有效融合中发现学习的乐趣，体验学习的
收获，享受生活的幸福。

（作者单位：吉林省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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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设计
建构艺术课程体系

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是一个
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学习乐园。音乐广
场、美术花园、艺术长廊以及精美的
雕塑，让学生们每天都能受到艺术的
浸润和熏陶；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让学生们的个性得以张扬，特长得以
发展；宽阔平整的运动场成为学生们
展示力与美的天地。在这里，每个学
生都有梦想，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实现
梦想的舞台，每一朵花儿都能炫出自
己的色彩。

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理由和价
值，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基
于这一认识，学校凝聚共识，确立了

“让每一朵花炫出自己的色彩”的办学
理念，体现了“个体共在、自然呈
现、素质全面”的教育内涵。关爱每
个生命的存在，尊重生命成长规律，
站在学生的立场，承认每个学生的个
体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机会和舞
台，唤醒和挖掘每个学生的潜能，让
每个学生都能自内而外展示自己生命
的精彩，促进每个学生健康、主动、

和谐、全面发展。由此，学校提出了
“创炫彩教育品牌，办一所具有家国情
怀国际视野的现代化小学”的办学目
标，培养“有梦想、有才情、有光
芒”的现代公民。

在炫彩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学校
聚焦培养目标，开展课程建设，将艺
术教育纳入学校中长期发展规划。立
足国家课程，以课堂为主阵地，沟通
课内课外、校内校外，充分融合一切教
育资源，开展艺术教育，建构了以“国家
课程打基础、校本课程扬特长、艺术实
践炫色彩”的艺术教育课程体系。

特色课程
提升学生艺术素养

为保证音乐、美术课程的开展，
学校完善师资和器材配备，强化教学
研究，不断提升音乐、美术教学质
量。有了扎实的艺术基础后，学校根
据学生兴趣爱好和教师专业特长进行
新的探索，深入挖掘民族和地方优秀
传统艺术，结合学校实际，开发了剪
纸、书法、陶艺、国画、手工、中国
舞、清音、扬琴、川剧、葫芦丝、竹
笛、二胡等传统艺术课程，供学生选
修，提高艺术兴趣，培养艺术特长，

传承传统文化。随着校园艺术氛围逐
渐浓厚，学生的艺术自觉、艺术自信
不断被唤醒，清音、合唱、直笛、川
剧、扬琴、葫芦丝、小歌手、剪纸、
拉丁舞、街舞、啦啦操、小指挥、小主持
等20余个学生艺术社团应运而生，校
园艺术节成为学生们期待的节日，校外
的各类艺术比赛和展演更是学生们争
相展示自己、勇于竞争的舞台。

还没走进教室，阵阵墨香就扑面
而来，课桌上文房四宝一应俱全，学
生们坐得端端正正，跟着教师一笔一
画学得有模有样，这是学校的书法课
堂。音乐响起，“小清苗们”打着檀板
敲着竹鼓翩翩而来，如小精灵般在自
信歌唱。每一句行腔都细腻温婉，每
一次敲击都清脆可人，每一个眼神都
传神抒韵，每一段舞姿都曼妙轻扬，
这是学校的清音课堂。操场上学生们
梳着高高的马尾，小脸蛋上洋溢着自
信的笑容，一个个热情似火，随着动感
的音乐舞动着矫健的身姿。每一个眼
神，每一个微笑，每一个手势，每一个
步伐，每一次转身，都传达出她们的自
信、阳光与活力，这是学校的啦啦操
社团在训练……像这样的特色课程在
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有40余个。

学校美术社团将课程与非遗项
目、民风民俗有机融合，创作了富有
地方特色的《白家肥肠粉》《校园清
音》《白家老街》《挖红薯》《川剧脸
谱》等系列优秀作品，在省市艺术比
赛中获奖，其中剪纸组画《白家肥肠
粉》入选小学美术教材。学校清音社
团在四川清音传承人田临平老师的指
导下，编写清音教材、创作清音作
品、开展清音传习、参加比赛展演、
培养清音小传承人，成绩斐然。近几
年，学校师生传承创新，共同创作了
《背起书包上学校》《小天使插上金翅
膀》《四川清音大家学》《姥姥的鼓》
《赶花会》《小放风筝》《盼望爸妈早回
家》《秋江船歌》等现代清音作品，其

中《背起书包上学校》获第二届全国
中小学生艺术节二等奖、香港“新苗
杯”青少年艺术展演金紫荆金奖、受
邀远赴美国夏威夷及洛杉矶参加“第
四届美国中国儿童文化节”展演，《赶
花会》获第八届四川省少儿曲艺大赛
一等奖，《盼望爸妈早回家》获四川省
文联百家“推优工程”曲艺优秀原创
文艺作品奖、参加第二届中国教育学
会音乐教育大会成果展演、参加四川
省乡村少年宫优秀作品展演。学校四
川清音社团把非遗文化带到了更大的
舞台，广受好评。学校还承担了全国
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国家教育部
门重点课题——非物质文化
遗产校园传承课题之子课题

“西部农村小学对四川清音
的传承教育实践研究”、四
川省教育科研资助金项目

“川剧与四川曲艺融入学校
艺术教育”等课题研究。这
些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艺术
的特色课程和课题研究，既
让学生们深入了解和学习了
中华优秀传统艺术，提高了
学生们的艺术素养和审美能
力，又以实际行动唤起了下
一代重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
意识和自觉行为，为传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贡献，培育了学
生的民族情、家国心，成为保护和传
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娃娃抓起的成功
范本，引来泰国维多利亚学校、新加
坡成康小学以及北京、西藏、贵州、
广东等地同行先后到校交流访问。

丰硕成果
促进学校优质发展

学校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的蓬勃
开展，提升了学生的艺术素养，促进
了学生身心健康，在学生们心中播下

了真善美的种子。近几年，学生们在
艺术方面获得1000余项个人荣誉、80
余项集体荣誉。

历经多年耕耘，四川大学西航港
实验小学遵循教育规律、尊重个体差
异，在立足国家课程基础上开发校本
特色课程，丰富了国家课程实践形
态，彰显了学校文化和特色，顺应和
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多样化的发展需
要，拓展了学生成长空间，激发了学
生生命活力，促进了学校全方位优质
发展，取得了丰硕成绩。学校先后被
评为全国传统文化基地学校、国家教
育部门重点课题非遗校园传承项目学

校、国家艺术基金“川剧音乐创作人
才培养”项目实践基地学校、四川省
艺术特色示范学校、四川省传统艺术
传承学校、四川省扬琴传承学校、四
川省民族音乐示范基地、成都市川剧
艺术特色学校、成都市新优质学校、
成都市曲艺特色示范学校等。

未来，学校将进一步放眼时代、
整合资源、推陈出新、培根铸魂，不
断深化“炫彩教育”内涵，提升学校
美育功能，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让每一个学生在艺术教育的浩
瀚天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抹蔚蓝，
绘就传承文化、创新发展、推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美画卷。

（高 飞）

文化育炫彩花朵 特色谱艺术强音
——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艺术教育纪实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
有灵魂。文化艺术熔铸在国家
和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
力之中，是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
展持久的因素，是国家和民族的
根与魂。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学
校美育工作，要求学校从提升国
民素质、汇聚民族共识、凝聚伟
大复兴深厚力量的高度，重视和
加强学校美育工作。四川大学
西航港实验小学坚持“梦想引领
行动、课程发掘才情、品行绽放
光芒”办学思路，走出一条独具
特色的学校美育之路。

四川大学西航港实验小学
坐落于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
国际空港城的核心区域——四
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
道。学校紧邻四川大学、西南民
族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中
国科学院光电研究所等高等院
校和科研院所，厚重的人文底蕴
与开放灵动的治学氛围，被誉为

“大学怀抱中的小学”。
学校占地面积 95 亩，建筑

面积 2.3 万余平方米，绿化面积
1.6万余平方米，环境优美，设施
设备完善，川西民居风格建筑清
新雅致，充满浓厚的人文气息。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五育
并举，关注每个学生生命成长
的需要，大力实施素质教育，
着力建构适合学生发展的育人
机制，将艺术教育作为培养学
生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的切入
点，通过营造艺术环境氛围、
开发艺术教育特色课程、构建
完善的艺术教育体系、强化艺
术教育，提高学生的艺术素
养，唤醒学生的文化自觉，培
育学生的文化自信，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弘扬伟大
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