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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人人都有表达美的权利和意愿，

即便是工读学生也不例外。在工读学

生的美术教学课程中，教师可以通过

个性展示区、班级美创墙、园艺治疗区

等手段，满足工读学生的需求、学校文

化的需求，要让“美”开花结果，将美术

教育延伸到校园文化建设中，让学生

在文化浸润中发现美、创造美，提升美

术素养，进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一、个性展示区成为学生“发光墙”
在班级的墙面上开辟一个个性展

示区，将学生优秀的绘画作品和证书

一起悬挂在墙上。把工读学生优秀的

一面，展现给师生看，既证明了“工读

学生”也是好学生，更重要的是让长期

不被认可的学生得到众人的关注和认

可。

2018年 6月，学生的美术作品《美

好香肠》和《包子》荣获成都市教育局

食品安全绘画大赛一等奖，事实证明：

“工读学校”的学生，如果引导教育得

当，也能发光发热。

如今，班级里的这面墙已经成为学

生的发光墙、鼓励点，学生每天经过那

里，不经意地抬头就会看到自己的作

品，心中有自信、心中有阳光、心中有方

向，所以抬起头，面带笑容向前走。

一面个性展示墙，既美化了班级

文化，展现了孩子的特长，又带来了家

长对孩子的认可，成为一种无声胜有

声的教育。

二、学生参与，美创墙激发内在动力
班级美创墙强调学生的参与感。

整个班级的学生齐动手，一起来涂涂

画画，涂鸦和设计属于自己的班级美

创文化。这些文化不需要广告部设计

和喷绘，全是学生自己的想法和纯手

工绘制，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主人的文

化氛围。

实践证明，班级美创墙可以有多

种多样的表现。例如，七年级 1 班为

了约束自己的行为，绘制一整面“优秀

是一种习惯”涂鸦墙，时时刻刻提醒同

学：大家都是优秀孩子，不要因为不优

秀的行为和思想，影响班级文化和形

象。涂鸦在墙上的口号如同一种目

标，触动了学生向优秀发展。 2019
年，七年级 1 班被评为成都市优秀班

集体。

在八年级班级文化理念呈现中，

学生们脑洞大开，把空牛奶盒洗干净，

拼出班级理念“积善博学”四个字，贴

在墙上就是浮雕的感觉，醒目而有意

义，得到了老师和领导的认可，学生们

的此举实际上是美术课《变废为宝》的

拓展。一间教室，学生自己命名，“自

强班”“腾飞班”“笃志班”等等创意氛

围无限；学生宿舍培植绿植，自己在陶

艺课上做花盆，种植多肉，增添宿舍的

丝丝绿意；还有宿舍命名，带自己喜爱

的书籍和布绒玩具装饰与陈列艺术，

凝造一个温暖的、家庭式的校舍文化。

做到“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立

美”与“创新”并举。52中学生“变废为

宝”的班级文化建设，正是施展“立美”

与“创新”的一个教育举措。废品是低

廉的，美创是无价的。

三、自己动手，园艺治疗区疗愈伤口
园艺治疗区就是陶艺基地和开心

农场。DIY 陶艺基地，自己动手制作

纯手工花盆，再栽培、栽植、花艺设计

活动；自留田式的开心农场，种植花卉

蔬果、田园环境维护；学校专门开辟园

艺片区，让“工读学生”在园艺劳作中

体验播种的期望、劳作的艰辛、丰收的

愉悦，心归田园，疗愈伤口。

成都 52 中的学生经过 12 道工序

体验纯手工制作花盆，遵循“工匠精

神”耐心完成一件花盆，种上绿植，放在

书桌上。心情不好时，看看自己的盆

栽，看到自己成功做了这件世界独一无

二的作品，顿时觉得自己还是很能干

的。学生们到开心农场拍照，给蔬果浇

水、松土，修整一下田园环境，情绪状态

在园艺治疗区得到净化、愈合。

校园文化是思想品德教育的大课

堂，要让学生视线所到的地方，都带有

教育性。画画让“工读学生”找到自

信，美创让学差生找到创造的亮点，优

美的校园文化是学生最好的“哑巴老

师”，用心营造的教室是孩子成长的温

床，温馨的校舍是学生温暖的家。校

园文化的营造离不开美术，因为美的

文化给人心灵上的滋养和修复。

成都 52 中的校园留下了莘莘学

子美好回忆，从害怕到理解，从叛逆到

爱上，从懵懂到懂事。他们的变化跟

用心教育和美的治愈分不开。美创校

园文化对内具有认知力、整合力、创造

力，对外具有辐射力、感染力、影响力，

是学校品牌的重要体现之一。美的校

园文化对心灵有治愈效果，也是无声

教育，我们以“环境育人、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为工读教育理念，拯救了迷途

少年。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

出：“教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应根据需要

合理安排，以便为幼儿提供多样化的学

习机会和条件，提高教育效益。因时、

因地、因内容和幼儿的学习特点，运用

集体、小组、个别等活动形式。”分组教

学既有集体教学的统一性，又有个别活

动的灵活性；既有利于幼儿主体性的发

挥，为每个幼儿提供更多的自由表达或

参与活动的机会，又有利于教师更好地

关注幼儿的个别差异。

我个人认为分组教学走到现在，它

的功能有点形式化，甚至异化了。

教师在将幼儿分组时，一般有以下

几种分组方式：

一是按能力分组，即教师根据幼儿

学习速度、学习水平等将幼儿分成不同

的层次，并分成相应的组；二是按兴趣

或幼儿不同关注点分组，即教师将幼儿

按照他们的不同兴趣点或关注点分成

不同的组，分别施以教学；三是随机分

组，即教师不考虑幼儿之间的特点和个

别差异，将幼儿随机分成几个组；四是

通过自身的以往教学经验将幼儿进行

分组。

将幼儿分成几组进行探讨时，教师

仅仅会关注到思维活跃的组别，进行交

流和引导，而另一组有可能就会失去教

师引导的机会，导致幼儿出现零教学的

可能。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幼儿园一半

的教师表示由于教师人手不够，而不能

采取分组教学。将孩子分几组，老师对

一组孩子教学时，如果其他的孩子没有

教师照管，很容易出现安全问题。由于

幼儿人数过少，教师无法保障两组幼儿

的有效教学。幼儿人数过多，在分组活

动时教师无法保障幼儿安全。教师由于

没有足够的材料而很少采用分组教学。

分组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应用与推

行，教师要善于在一日生活，游戏活动

中对每名幼儿的发展，认知，能力等各

方面进行观察和发现。发掘每个幼儿

的能力，了解每个幼儿的优势和劣势，

能够根据每名幼儿的不同和差异进行

不同的教学教育手段引导，让每一个幼

儿都能在教学中获得成功的机会，体验

到生命成长的快乐。教师需要在与幼

儿接触的过程中学会尊重幼儿的人格

和权利。尊重幼儿身心发展的规律和

学习特点是《纲要》的要求，也是我们的

责任与义务。

教师对幼儿差异的认识不能是模

糊的或笼统的，认为幼儿大概是什么

样，或可能是什么样去进行分组，这会

造成教学中的目标偏差、内容偏差、方

法偏差等问题，不仅不能达到预期目

的，而且有碍幼儿的发展。

我认为同内容、异要求的分组教学

有利于幼儿能力的提高，按不同的经验

水平进行分组教学，会更有针对性，更

有利于幼儿主动思考和解决疑问，根据

幼儿不同的能力水平，适当调整活动材

料，调整教学要求，可以较为有效地帮

助幼儿建构有价值的知识，掌握重要的

技能。

在幼儿园分组教学中，教师需要在

日常工作中注意观察幼儿、分析幼儿的

发展状况、掌握幼儿的发展动态，并且

以此为根据，确定达到什么教育目的，

使用何种分组形式，以使分组教学更为

有效。

如何处理知识和素养的关系是新课

程改革的核心问题。当前，一线教师通过

培训和学习，对“素养离不开知识”已形成

共识。但对“什么样的知识才能培育素

养”，仍然充满疑惑和焦虑。其实，后一个

问题还可以换一种提问方式，知识以什么

样的方式“现身”或“打开”，有效链接知识

与人生，使知识成为化育生命的必需营

养？

体验先行：让知识有根
记得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根之

茂者其实遂”，就是说凡事从根基上下功

夫，自然会有显著成效。同样，假如知识

是“果实”，那么经验就是“茂盛之根”。哲

学家怀特海认为，生活经验是知识生成的

“先决条件”，知识若不与个人的生活经

验相结合，就会沦为一堆无用的信息堆

砌。但当前教学存在知识“无根”的倾向，

知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被切断，以结论形

式单向灌输，这种无根的知识很难支撑核

心素养。为此，必须坚持体验先行的原

则，把书本知识转化为生活中的真实问题

和鲜活情境，让学生走进熟悉亲切的生

活，把已有的经验唤醒与调动起来。一位

老师在比较分母不同的分数大小时，面对

学生的困惑，不是讲授书本知识，而是唤

醒学生经验。他说，同学们，你怎么比较

两根筷子的长短呢？学生说，放在桌子

上，先让一头平齐，根据另一头的长短就

知道筷子的长短了，说完也就恍然大悟。

一克经验胜过一吨理论。在学生生活中，

类似于筷子的经验很多，我们要培育学科

核心素养，就要自觉启发、丰富与发展这

些经验，从而厚植知识之根，让后续学习

从学生心里既顺乎自然，又合乎规律地生

长出来。

深度拓展：让知识有魂
知识有结构，假如用冰山来类比，那

么，处于水平面上的是知识的“概念、命题

和理论”，处在中间的是知识创生的“过程

与方法”，而处在底部的则是知识创生所

携带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指向学科核

心素养的知识教学，必须从“概念、命题

和理论”的表面，深入到知识创生的“过

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里面，只

有这样，才能抵达知识的生命和灵魂，为

形成学生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打下坚实基础。面对“为什么泰勒

斯是世界上第一位哲学家”的学生提问，

假如你让学生只记住“世界本原是水”是

古代唯物主义，那你的教学尚停在看得

见的知识之“表”，没走进看不见的知识

之“里”。但如果你创设情境和问题，引

导学生在探究和讨论中明白，泰勒斯的

“第一”，不仅是形成时间上的“第一”，还

第一个批判了“世界是神创的”思想，显

示了崇尚科学的“勇气和态度”，更重要

的是第一个把“世界万物归于一”，为以

后哲学家追问世界本原提供了思维方

法。这样，学生不仅记住了知识的命题，

而且领会了哲学的思想与方法，培育了

学生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因此，发展

核心素养不是不要知识，而是要深入到

知识的里面，把知识蕴含的深层育人价

值“挖掘”和“呈现”出来。

活力取向：让知识有品
知识教学存在“存储”取向和“迁移”

取向。前者把知识“作为定论、作为对象、

作为结果”来接受，把占有与获得书本知

识作为学习的目的，后者把知识作为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追求知识在新情

境中的活化和转化，在知识与人生之间建

立内在的关联。显然，两种取向获得的知

识品质有高下有无之分，其中，“存储”取

向让学生获得的只是没有活力的惰性知

识，只有后者，才能提高学生应对生活世

界真实处境的能力。你可以引导学生调

动语文知识，为李兰娟申报“感动中国”

人物写一段说明书；整合地理和经济知

识，为家乡产业结构调整提出建议等

等。因此，要培育核心素养，必须提升知

识品质，增强知识在新情境中拓展和迁

移的能力，一方面通过“怎么看”的精神

指引，引导学生走出原有认知的“局限”

与“狭隘”，生成新的“视野”与“格局”，实

现与文本知识的“视界融合”；另一方面，

通过“怎么办”的实践指引，提高学生“将

理论转化为实践，将抽象思想转化为实

际成果”的能力。这样，我们的知识教学

就克服了人生、情境与知识的彼此疏离，

实现境知相依、人知融生，成为学生重构

精神自我，洞察生活智慧、增进人生幸福

的智慧旅程。

苏霍姆林斯基说
过：让校园的每一块墙
壁都会“说话”。美术创
作在校园文化中具有的
特定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氛围，它能在无形中影
响师生的心灵，起到“润
物细无声”的教育意
义。美创浸润校园文化
一块石头，一幅画，一面
墙，一个班级，一间校舍
都是一部“工读学生”转
化有力的教科书。

我在“工读学校”教学生“涂鸦”
■ 成都市第五十二中学 郑斌 文/图

又是一年开学季，又是一季幸福

时。昨天，我和我的孩子们如约而至，相

聚在四年级4班这个美丽而又充满希望

的大家庭。我从一个个纯真的眼神中又

看到了翘首期盼的上进心和各种猜测的

担忧之感。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位教师不

仅是教书者，而且是教育者。由于教师

和学生集体在精神上的一致性，教学过

程不是单单归结为传授知识，而是表现

为多方面的关系。共同的智力的、道德

的、审美的、社会和政治的兴趣把我们教

师中的每一个人都跟学生结合在一起。

课上，我和孩子们共同开启了《观

潮》的学习。这是一篇写景记叙文，作者

通过耳闻目睹钱塘江大潮潮来前、潮来

时、潮退后的景象，写出了大潮的奇特、

雄伟、壮观。特别是“潮来时”一段，把钱

塘江潮描绘得有声有色，读来令人如临

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景。

虽然设计是好的，但实施过程还是

有些波折。四年级的孩子接受能力相对

六年级而言有一定的差距，而一直教高

段的我已经习惯了“读悟再读”的方式，

第一节课感觉挺累，第二节课就转变了

教学方法，由简单的写字与阅读抓起，当

写完“盼”这个字时，孩子们似乎没有反

应，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老师写得怎么样？”

“好！”

“是很好吗？”

“很好！”

“不能是很好，应该是非常好！那还

不得给老师鼓鼓掌呀！”

几句话下来，教室气氛截然不同，显

得轻松了很多。

“这段描写可是非常精彩的哦，试着

读一读。”找了几个孩子，总不在状态，于

是又有以下对话——

“我来读，你来评价——‘浪潮越来

越近，犹如千万匹白色战马齐头并进，浩

浩荡荡地飞奔而来。那声音如同山崩地

裂，好像大地都被震得颤动起来！’”

“老师读得好！”

“具体好在哪里？”

“读得好像感受到了钱塘江大潮的

宏伟气势！”

“非常好！为了突出钱江潮的壮观气

势，应该读得稍快，还要注意‘千万匹白色

战马齐头并进’‘浩浩荡荡’‘山崩地裂’‘颤

动’等词语，大家像我这样读一读！”……

“你看，读书就是这么简单哦！看

看，老师不仅读书好，字还写得好；不仅

字写得好，文章写得也不赖；不仅文章写

得不赖，人也是很漂亮的哦！”

“呵呵……”班级再一次出现了欢笑声。

炎夏已去，秋风送爽。窗外，校园此

刻很寂静，迎风招展的香樟树郁郁葱

葱。我在电脑旁敲击着这些文字：孩子

们，也许我们跑得并不是最快的，但我们

要到的是能坚持；也许我们思维并不是

最敏捷的，但我们要做到最认真思考；也

许我们的成绩并没有排在前列，但我们是

最努力的；也许我们不太会表达，但我们

要做到最真诚；也许我们才能不多，但我

们可以做到最用心；也许我们不太惹人注

意，但我们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孩子们，相信老师，更要相信自己！

幼儿教学要兼顾统一性和主体性
——浅谈幼儿园的分组教学

■ 泸州市龙马潭区摇竹幼稚园 王泽芬

素养培育要创新知识的打开方式
■ 许大成

教学感悟

又是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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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临城实验小学
庄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