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的教育 让师生遇见更好的自己
“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

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素养和
人文素养。”从去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到
今年教育部工作要点发布，美育工作成为
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

如何将美育工作在学校里落精落细
落实？一直以来，巴南区鱼洞四小高度重
视艺术教育，将其作为实施美育的重要内
容和途径。学校以“润泽生命，静待花开”
为办学理念，突出生命教育特色，同时构
建校园文化、课外活动、课堂教学三位一
体的艺术教育课程，通过提升学生艺术素
养，涵养学生生命成长，让校园处处充盈

“生命之美”。

魅力课堂
让生命灵动飞扬

缠绕、结节、粘贴……课堂上，老师亲
手示范，耐心讲解，学生精心构思，细致编
织。很快，在孩子们的巧手创作下，一件
件美轮美奂的线编作品便相继呈现：趣味
十足的瓶妆、精美别致的胸针、各具创意
的衣架……“美”的种子就这样悄悄根植
在孩子心中。

据了解，这是鱼洞四小富有特色的线

编课程“彩线物语”，也是学校基于
“STAM”生命课程体系发展而成的艺术
审美课程。课上，学生运用各种形态的
绳、线进行手工制作，在系统化的教学过
程中，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眼手协同能
力。

“我们还将彩线编织与重庆非遗项目
‘鱼洞乱针绣’相融合，在传承传统文化的
同时又加以创新，为艺术教育的发展增添
新的亮点。”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

用灵动的艺术教育点亮生命智慧，这
样的课堂在鱼洞四小早已成为常态。

“在我们看来，艺术课程不仅要开齐

开足，还要上活上好。”校长龚胜利表示，
为此，鱼洞四小在创新教学形式上“下足
功夫”。在四小课堂上，美育方式并非局
限于儿童绘画，学校还让学生充分利用各
种生活废旧物品、工业材料制作工艺品，
在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中享受美术带来
的乐趣。

美育课题
助力名师成长

学校还以课题研究为导向，提升课堂

教学质量。在学校“生命课堂”研究总课
题的指导下，美术组开展了“对话式”小学
美术欣赏教学模式的设计和实验研究，收
集整理学生名作赏析集；开展了《线编艺
术进课堂》课题研究，建立“彩线编织”艺
术工作坊。

《涂鸦进行时》《线条散步记》《课徒字
书》……鱼洞四小还根据学生的年龄特
点，精心编撰了丰富的书画校本教材，进
一步完善了美术教学的内容和形式。

课程的脉络搭建好了，还需要一支高
素质教师队伍。学校坚持每周开展教研
活动，每学期组织艺术教材的研究活动和
艺术课堂的交流展示，开展学科赛课活
动，多形式多渠道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多管齐下，成效凸显。今年，学校美
术教研组被评为巴南区“最美团队”，教师
张聪明荣获重庆市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
器乐演奏第一名、全能一等奖，教师李晶
艺在巴南区第八届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
功大赛中荣获小学组全能一等奖，声乐单
项第一名;在2019年中小学音乐美术教
师教学技能展示活动中荣获音乐类个人
一等奖。学校“彩线物语”工作坊获全市
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巴南区一等奖、重
庆市二等奖，艺术教育之风正香满校园，
为师生发展增光添彩。

巴南区鱼洞第四小学校

走进鱼洞四小，能发现不少妙趣
横生的主题壁画。有以废弃汽车零
件、机械零件组成的“拾来识趣”的主
题壁画，有用种满植物的洗衣液瓶点
缀而成的“直来植趣”主题墙，以及在
废旧碰碰车上的涂鸦画作，楼层立体
标识牌等等。这些“变废为宝”的创
意作品均由学校师生精心设计制作
而成。放眼校园各个角落，到处都是
孩子们大展拳脚的艺术舞台，各类脑
洞大开的作品让孩子不仅充分发散
思维，还在旧物利用的过程中懂得了
环保的可贵。

此外，秋实楼的“刻纸求艺”、“美
食觅图”等课堂习作展区，冬韵楼的

“名画创想”主题绘画作品展区，东原
楼的以“美丽生命”为主题的书法、音
乐、美术作品展区……学校在各个教
学楼楼道开辟文化长廊，以多元化的
艺术形式对学生进行浸入式的生命
教育。

鱼洞四小将校园文化作为艺术
审美类课程的一部分，通过美化校园
环境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用完善
的文化设施，浓郁的人文气息，让师
生的情操得到陶冶，心灵得到升华。

聚焦

教育 12CHONGQING DAILY

2019年5月27日 星期一
责编 屈茸 彭光灿 美编 夏隆杰

每逢“六一”儿童节前夕，鱼洞四小的
校园总是热闹无比，各个班级的孩子们纷
纷摩拳擦掌，合唱、舞蹈、小品、演奏……
大家不约而同投入到节目的编排与准备
中，只为了能在学校举办的“我要上六一”
选拔活动中脱颖而出，登上六一节的舞
台，一展风采。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艺术活动在鱼洞
四小还有很多。在学校看来，艺术教育要
浸润到师生发展的方方面面，课程改革创
新是关键，开展互动性多、体验感强的活
动形式也必不可少。

学校通过“社团活动、节庆日活动、竞
赛演出、对外交流展示”等形式为全校师
生提供展示艺术才能的舞台。不仅是“六
一”儿童节，在国庆节、元旦节等重大节庆
日和科技节、艺术节、读书节等传统活动
节上，科幻绘画比赛、学生才艺大赛、现场
书写经典……活动集训练、欣赏、艺术品
鉴为一体，让学生乐在其中。

“针对学生特长和爱好，我们开设了
多种形式的艺术社团活动。”学校相关负
责人介绍，美术学科设立涂鸦创意社、趣
味线描社、色彩魔方社等，音乐学科设立

口风琴艺术团、合唱艺术团、舞蹈艺术团
等，书法设立翰墨社等，吸引了大量学生
积极参与其中以提升艺术技能。

一夜好风吹，新花一万枝。如今，在
鱼洞四小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艺
术教育成果愈加显著，特色愈加鲜明。学
校90%以上学生能掌握音乐、美术、书法
等基础知识和技能；学生每年参与市级、
全国性比赛达500人次，获奖人数连年攀
升；加拿大、美国、英国等国教育人士先后
到校考察交流……学校艺术教育氛围浓
厚，影响力日益扩大。

多元化艺术活动 让校园“火”起来

精彩童年

何霜 刘洋 图片由鱼洞四小提供

大江小学 以美育人成就闪亮的“大江孩童”
全国教育工作大会提出了“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将“美育”置于重要地位。

美育历来是大江小学的重头戏。学
校在课堂上播下一颗颗美的种子，用课本
剧点亮一个个美的希望，用大爱留存一段
段美的记忆。

“做好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我们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学校校长张永东表
示，学校将围绕“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
新价值、“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的新
目标，全面开创学校美育工作新局面，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以美启智
学科融合 每堂课都是寻美之旅

“同学们，你们从这首诗中看到了哪
些景物？”“我看到了幽静的森林”“我仿佛
看到了夕阳照在青苔上”……学生们畅所
欲言，并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把想象中
的场景用笔把它画下来。而在手脑并用
的过程中，学生自然体会到诗人那种以动
写静的独巨匠心，从而获得了更丰富的意
蕴美。

大江小学的语文课格外注重美育的
渗透性，使语文教学生动活泼，富有情趣，
学校也被评为重庆市美育发展与改革实
验学校。

“以前，人们对美育课程的理解限于
唱唱、跳跳、画画，但是在现在美育课堂有
了更多精彩纷呈的内容。”张永东强调。

美育在各个学科中渗透。冉小霖老
师说：“数学课堂上，通常会将知识点与生

活联系起来，让学生认识数学学科的结构
美、匀称美、秩序美、和谐美等，明白很多
美的事物符合这一和谐美妙的比例。”

体育教学中，老师可以让学生认识人
体的运动美、力量美、姿态美，在自由、舒
展的运动中表现美、体验美。英语课上，
老师可以教会学生发现、欣赏、领悟这种
语言背后所蕴涵的内在美，从而激发起他
们学习语言的兴趣和极大愿望。

“美育既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及心
灵教育，在发展学生综合素养方面具有不
可替代的功能。”学校相关负责人强调，学

校要求各科教师根据学科的特点和规律,
在潜移默化中实施美育。

一堂堂寻美的课堂，如一条条寻美之
路，带领学生在审美的道路上愈走愈宽。

以美筑梦
课本剧创编 小角色演绎大精彩

舞台上，骄傲的“铁罐”傲慢地问“你
敢碰我吗？陶罐子！”“不敢，铁罐兄弟。”

“陶罐”谦虚低着头，温柔地回答。
“孩子们的扮演太精彩了，把铁罐傲

慢、轻蔑、恼怒，盛气凌人的神态表现的惟
妙惟肖、活灵活现，对陶罐的谦虚低调也
把握的很精准。”该课本剧获得师生家长
一致好评，并经区选拔后参加重庆市校园
剧评选。

课本剧是一门综合表演艺术，它融多

种艺术表演手段于一体，是思想道德教育
的重要阵地，也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
道。

自2007年12月，大江小学被巴南区
文广新局授予“课本剧创作特色文化基
地”以来，学校大力推进课本剧基地建设，
专门成立校园课本剧管理机构，进行课本
剧校本特色课程研究。不仅邀请校内骨
干教师担任培训教师，还聘请校外专家及
家长到社团进行传、帮、带，社团定期开展
舞台表演、剧本编写、优秀课本剧赏析
等。举行读书节，学生的参与率几乎达到
了100%。在2016年4月被授予市艺术
（课本剧）特色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师生自编自演的语文
课本剧《司马光砸缸》《卖火柴的小女孩》
等几十个课本剧深受好评，孩子们的表演
是街道社区重大集会的重头戏。童话剧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在市英语课题
活动展示演出中获得二等奖。学校先后
培育出男团TFboys的成员王源等优秀学
子。

在学校看来，小学六年影响一生，学
校持之以恒的打造课本剧，并不是为了培
养大明星，而是希望能够点燃孩子的梦
想，让他们拥有一个美丽的人生。

近两年，学校不仅引入“DI”创新大赛
的理念，从剧本的创编，到节目的排练，再
到正式的演出，一切放手由学生自主完
成。学校去年还成立DIY手工作坊，主要
以原木作画、扎染、剪纸、石头画等方式，
帮助学生放飞想象，提升审美素养。

这一形式突破了美术展原有局限性，
同时将地域特征、民族特色和教育特点等
融入在工作坊中。五彩斑斓的石头画，精
心设计的原木作品……让学生们在动手
动脑中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健康的
审美情趣、培养良好的艺术修养，加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促
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何霜 胡忠英
图片由大江小学提供

播下美的种子 点亮美的希望 留存美的记忆

“幸亏遇到了大江小学的
好校长、好老师，孩子才有今天
的表现。”即使孩子已经毕业多
年，力力（化名）家长提及孩子
就读的这段岁月，仍满怀感恩。

力力入校时，生活自理能
力弱，有时候上厕所会把污物
弄到裤子上，老师帮助他擦干
净。老师也会引导其他学生给
予他关爱关心。对力力的游泳
爱好和特长，更是加油打气。

一次重要的比赛开赛在
即，力力耍起了性子不愿比
赛。王明萍老师连夜赶到比赛
现场，给他做思想工作。她知
道孩子集体荣誉感强，就因势
利导，孩子最终顺利参赛，拿到
了优秀名次，现多次在全市乃
至全国残疾人的游泳比赛中拿
到前三名的好成绩。

在大江小学，每一个孩子
都得到珍视。小希（化名）患有
脑瘫，表达困难，上课自言自
语，王明萍老师索性把他安排
在讲桌边上，给予关照和提
醒。巧巧（化名）是一个单亲家
庭的孩子，胆小怯懦，张校长在
清晨迎接他们入校时，给孩子
一个温暖的微笑，一句鼓励的话
语，让孩子小鸟似的欢快着迎接
一天的学习……

有时教育不能用语言表
达，是靠心灵的触碰来感受。
在学校看来，美是纯洁道德、丰富精神的重
要源泉，对塑造美好心灵具有重要作用。学
校美育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全面提高学
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达成“以美成人”的目
标。

因此，学校整合各类美育资源，大力推
进学校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的有机融合，
培养学生的美育素质、美育观念，让学生多
才多艺，塑造学生的美好灵魂，培养其“精神
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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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自编课本剧在社区进行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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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重庆德育一体化建设·走进巴南

创意携手
与美相伴

学生巧手编制线编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