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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十余年，我一直担任班主

任。十几年来，桌上总放着班里学

生的“两张表”：一张是“做人表”，记

录每一名学生成长中的道德成长；

另一张是“成绩表”，记录每一名学

生的文化考试成绩。

“两张表”来源于我初为人师时

发生在班里的一件小事。2007年深

秋时的一节早读课，我像往常一样

早早地来到教室里准备学生的早读

内容，突然发现班上有3名同学站在

教室门口迟迟不肯进来。当时，我

的心里直捣鼓，难道发生了什么事

情？

果不其然，一名同学战战兢兢

地道出事情的原委，原来他们头天

晚上在寝室里玩扑克，被政教处查

寝的老师逮了个正着，政教处的老

师叫他们“说明”原因去了。我一听

愣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些想发

火，本想好好“教训”他们一顿，但回

头一想他们毕竟还是刚入学的高一

学生。于是，我马上拨通了政教处

主任的电话，了解事情的前因后

果。电话那端，政教处主任十分生

气，说3名学生违反了校纪校规要记

过处分。

“记过处分！”我的心里顿时一

怔。这些孩子毕竟刚刚步入高中生

涯，前面的路还很长啊！或许，他们

也是一时高兴娱乐，如果真正被记

过处分，是否会影响到他们今后的

学习生活，是否会给他们的心灵再

次造成伤害，是否会影响到他们以

后的成长，是否……我的心顿时不

安起来，立即拿起手机拨通政教处

主任的电话，并恳请他暂时不给这

几名同学处分，由我来处理。政教

处主任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

要求我及时上报处理结果。

回到办公室，我左思右想，寻求

教育这3名孩子的最佳方案。突然，

我想到了自己读高中时教室后面黑

板报上贴着的“两张表”，即学习成绩

表和品德成长表，“两张表”记录着班

上每位学生的学科成绩和品德成

长。学习成长表上如果哪名同学某

科一次成绩考上了85分以上，就会画

上一朵小红花，品德成长表每周由科

任老师和班委干部共同来评定，对每

一名学生一周的品德表现进行综合

评分，得分在全班前10名的学生也会

被画上一朵小红花，每个月小红花最

多的前5名学生会得到老师的褒奖，

小红花最少的后5名会被请家长或者

是受到相应的惩罚。

于是，当周的班会课，我在班上

宣布将用“两张表”对全班同学的学

习成绩和品德表现进行考评，并由

班上的学习科代表和纪律委员进行

及时考核和量分。

每一个月结束，我和同学们一起

进行考评和分析，如果哪一位同学某

一科考试成绩下降了，我会及时找到

科任老师了解他们下降的原因，并和

孩子一起商量提高学习成绩方法。

如果哪一位学生违反了学校和班级

的规定，我会心平气和地找孩子及时

进行沟通，警醒他们及时改正不足，

引导他们做最好的自己。

“两张表”通过一学期的施行，

我们班的同学不但有了漂亮的“成

绩表”，而且还被评为了校级“优秀

班集体”，3年过后，他们都考入自己

心仪的大学。高中三年，这“两张

表”一直伴随着我教书育人的每一

天，也伴随着孩子们学习和成长的

每一天，成为了孩子们步入大学校

门的最好“见证”。

光阴荏苒，十多年的教书生涯，

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高三学生，

每接手一届新生后，我都会在办公

桌上摆放着“两张表”。“两张表”不

仅适时记录着我所任教班级孩子的

学习成绩和品德成长，也时时刻刻

警醒着我自己：为人师者，不能仅仅

只盯着冷冰冰的分数，更要用温情

和智慧温暖每一个孩子的内心。因

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对

于他们，除了考试成绩，今后的人生

路还很长很长……

10 月 1 日，正当普天同庆，家国

团圆之时，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组

织省内名师 17 人赶赴昭觉县，开展

学生美术学习和作品创作暨校园文

化建设（第二期）支教活动。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印发《关于四

川省凉山州未摘帽县片区学校“一对

一”精准帮扶提升工程实施方案》的

要求，助力民族地区学校美育发展改

革，建设高雅文化校园，在省教科院

艺体所所长冯恩旭的带领下，我和冯

恩旭、胡琳名师工作室部分成员从成

都启程，一早奔赴昭觉县四开乡中心

小学，进行了为期 4天的美术支教和

校园文化建设工作，让艺术之花绽放

于大凉山昭觉县四开乡中心小学。

以民族性、艺术性、教育性
为主题

昭觉县四开乡中心小学是昭觉

县最大的中心小学，该校现占地 120
亩，学生人数2923人，教师136人，56
个教学班级，学校硬件设施一流、寄

宿制管理经验先进、教研成果突出。

但学校艺术教育薄弱，目前只有 1位

美术教师，现因产假没有在岗上课，

学校急需美术教师。

10 月 2 日，我们历经高速封路、

山路塌方、车祸堵塞种种状况，晚 11
点左右才到昭觉县。第二天一大早，

我们来到四开乡中心小学察看了新

建的校舍布局情况，研究决定了以民

族性、艺术性、教育性为校园文化建

设主题，展现彝族孩子心中的艺术梦

想为创作思路。

支教活动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

彝族文化为主题的版画创作。为了

让儿童充分发挥自己对彝族民族文

化的理解，我们在尊重孩子的想法基

础上，根据他们的生活情境，自由发

挥孩子们的想象力，如彝族古老的火

把节、彝族年活动、大山里孩子喜怒

哀乐的游玩场景，碧水蓝天下的牛

羊，独特的彝族繁忙市场等情境。

创作中，老师指导孩子大胆思维，寻

找自己最难忘的事情，设计人物造

型，反复对比构图，形成版画线稿。

装饰人物形象时，引导孩子注意画

面的点线面的分隔与构成关系、黑

白灰的对比、线型的聚散，同时结合

彩色笔勾画装饰，让孩子们在体验

中理解美术作品独特的形式美。刻

版时，老师们只是在刀法上加以指

导和纠错。

二是自由创作阶段，以孩子的兴

趣与爱好选择不同的美术作品创作

形式，如水墨中国画、撕刻版画、民间

剪纸、丙烯色彩等不同的画种。在以

水墨中国画为载体表现彝族孩子情

境时，首先让彝族孩子练习水墨画的

基本技法，如毛笔的执笔方法、破墨

技巧、线条的勾勒、色彩的晕染。再

次让学生创作主题场景，用铅笔起

稿，再用墨色勾线，最后墨色渲染与

上色。由于彝族孩子初次掌握水墨

技法，大胆创作，人物造型夸张有趣、

水墨酣畅漓淋、纵横交织，画面惊喜

不断。同时，部分孩子继续研究版画

的刀痕之美，有的探秘撕纸版画，掌

握撕纸的刻、撕、挑、拉等基本技法。

有的用丙烯颜料描绘大凉山的春色，

理解色彩调和的奥秘。有的用剪刀

传承古老的剪纸艺术。一张张充满

童真童趣的彝族孩子心中的幸福生

活画面呈现于眼前，表现了彝族孩子

对美的追求与梦想。

一整天，我们没有休息，抢时间

为孩子辅导，讲解儿童画的审美情趣

和创作思路。我辅导的 4 位小朋友

也顺利完成创作任务，他们的老师目

睹作品后惊叹不已，把照片发到学校

家校联系群里。看到绘画作品，家长

都非常感动：“画得真好，我一定让我

的孩子好好读书，好好学画。”

在学生心中播下民族艺术
的种子

我们带领彝区孩子所进行的整

个创作活动，紧紧围绕着艺术之美、

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让校园到处充

满童趣的美术作品，透出浓郁的艺术

文化气息。我们深信，只要在学生心

中播下了艺术的种子，为每一个学生

的艺术人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0 月 6 日是我们和孩子在一起

的最后一天，为了激发孩子们热爱自

己民族传统文化，我们穿起彝族民族

服饰与孩子感受彝族文化。孩子们

很早来到学校，他们对着镜头大声说

出自己的梦想：“我以前不了解美

术，经过这几天的学习，让我重新认

识了美术，更加喜欢了。”“我要当一

名美术设计工作者，描绘我们的大好

河山，保护我们的青山绿水。……”

一句朴实无华的语言，让大家心情激

动、热泪盈眶。

三个孩子自发编排了彝族舞蹈，

我们跟着孩子们歌唱《我和我的祖

国》和彝族歌曲《不走》，他们为我们

送上了特殊礼物。一位四开小学的

老师说:“几天时间，孩子们创作了近

百幅作品，画种丰富，生动有趣。真

不敢相信，这是我们彝族孩子画的作

品，他们真了不起！真希望名师常

来，感谢您们。”

“众筹”助孩子们实现梦想
几天支教，一眨眼过去，我们却

收获满满，情意浓浓，感受了彝族独

特文化，留下更多的是对民族教育的

思考。

当下，人们总用升学率、上线率

来衡量学校教育，用考上“重点”来证

明教育的成功，凸显知识改变命运的

重要。山里的孩子生活条件艰苦，必

然要努力奋斗，才能走出大山。长期

以来，民族地区艺术师资缺乏而导

致艺术教育缺失，人常说：“音乐是

体育老师教的，美术是语文老师教

的。”如何让孩子们世界里充满多彩

的艺术，让他们带着梦想发现身边

的美、欣赏世界的美？这是美术教

育工作者思考的课题，也是我们的

使命和担当。

如今，四川省的教育精准扶贫活

动惠及了山区每所学校，众多的人接

力“众筹”帮着大凉山的孩子们实现

自己的梦想，为他们点灯而不是灭

灯，这是比“多少山里娃考上名校”更

让人感到欣慰的进步。兴趣不仅是

最好的老师，也是人自信的源泉。四

川省冯恩旭、胡琳名师工作室帮四开

乡小学孩子创作美术作品，就是提升

大凉山彝族孩子的自信，在自信中去

学习，让自己的心灵和大山外的世界

对话。让孩子们自信地以绘画表达，

用美术对话，在创作中培养思维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从近 100幅作品中，

我们看到了属于他们年龄应有的自

信，并成为点燃梦想、走出大凉山的

一束光。

目前，孩子们的画作全部裱好挂

在了新教学楼的过道上了，小作者看

着老师和同学们正欣赏着自已的作

品，从未有过的开心和高兴绽放在他

们脸上。

从今年暑后开始，全国绝大多数

省份使用新教材。新教材呼唤新课

堂，一线老师不禁要问，与传统课堂

相比，指向核心素养的新课堂应该是

什么样子？这一问题很难用几句话

回答，但如果我们回到“立德树人”这

一根本任务上，也就不难把握新课堂

的基本样态。

“教”中蕴“育”：赋予教育新取
向。叶澜教授对教书育人作过精彩

论述。她说“教书”“育人”不是两件

事，而是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在教学

中，教师通过“教书”实现“育人”，“为

教好书需要先明白育什么样的人”。

可以说，这是对学科育人最通俗最科

学的阐释，既指明了“育人”不能脱离

“学科教学”，又指明了“育什么样的

人”是教书必须“先明白”的大事。当

然，这里的“先”，不是“教书”“育人”

的时间先后，而是“教书”“育人”的价

值排序。遗憾的是，在传统课堂里，

我们一线老师还存在有“教”无“育”、

重“教”轻“育”的教学惯习，“育人是

课堂的最高目的”还没有成为一线老

师的行动自觉。因此，在新课堂探索

中，我们要坚守育人为本，弃浮躁，守

初心，回归教育常识，实现“教”“育”

融通，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只有这

样，才能在帮助学生“系好第一粒扣

子”的同时，为学生“系好每一粒扣

子”打下坚实的基础。

“知”中铸“识”：赋予知识新品
质。一位教育家诗性地表达了知识

教学的重要性，他说，知识教学是一

种乡愁，虽然课程改革进入素养时

代，但我们依然有一种回望家园的亲

切和冲动。这给我们一个启发，素养

时代的课堂教学不是对知识的“漠

视”和“放弃”，而是对知识如何实现

育人增值的“渴望”和“祈盼”，“探索”

和“改进”。但传统课堂的最大问题

就在于，重“知”轻“识”，巧于“知”的

灌输与训练，拙于“识”的开启与引

导。何为“识”，清华大学杨斌教授在

“什么才是未来教育的要领”演讲中，

精辟地描述为“是器量与见识，是判

断与信仰，是格局与境界，是精神世

界的丰盈与包容”。而恰恰是这些，

才具有高度可迁移性，是学生带得走

的东西，成为伴随学生一生成长的核

心素养。因此，我们一线老师要树立

新的知识观，消除“知”“识”疏离，追

求“知”“识”融合,自觉用素养生成的

方式挖掘知识背后的“思想情感”和

“思维方式”，让知识包蕴的对人成长

更为重要的东西“显现”和“绽放”出

来。

“学”中强“习”：赋予学习新内
涵 。发展核心素养是一个“学”“习”

统一、主动建构的过程。我国古代学

习理论强调“学”而时“习”之。《说

文》：“习，数飞也”，引申出“习”的教

育学意蕴，就是强调学以致用，对所

学知识的“运用”和“实践”。当然，这

里的“学以致用”，不能狭隘地理解为

听讲后的“练习”和“做题”，它具有丰

富的时代内涵，诚如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塑造明天的教育》里指出的，包

括“以批判的方式提出问题，阐述本

人的价值观，设想更加光明的可持续

的未来，在实践中思考和解决问题”

等等，只有这样的学习，才能使学生

获得应对 21 世纪挑战的智慧和力

量。但在传统课堂中，学生学习还存

在“重学轻习”和“以学代习”的倾向，

过分注重“静听”和“记忆”，“接受”和

“输入”，很少有“输出”和“表达”，“思

考”和“实践”的机会，其结果是，只有

知识的增长，没有精神的成长。这样

的学习是很难发展核心素养的，就好

比游泳，仅在岸上“学”怎么游的知识

肯定不行，只有在水里才能“习”得游

泳的本领。因此，在新课堂探索中，我

们要遵循学生素养的形成和发展机

制，坚持“学”“习”统一，“学”中强

“习”，自觉创设机会和条件，让学生

“主动参与”“亲身体验”“学以致用”以

及“领悟反思”，在此基础上，化知为

行，转识成慧，实现学生真正的成长。

由此可见，新课堂新在“铸魂育

人”的价值自觉，新在“教学立意”的

境界提升，新在“学习方式”的深度转

型，其精髓是发展核心素养，促进学

生成长。在这样的课堂里，学生不仅

能感受到知识的力量，还能体悟到智

慧之真、道德之善和情感之美。而

这，正是新课堂的魅力所在，更是我

们一线老师育人使命的应有担当！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

让艺术之花绽放大凉山
■ 苍溪县中小学教学研究室 孔祥平 文/图

四川省教科院组织美术名师支教到彝乡——

探索指向核心素养的课堂新样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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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阳中学 杨静

▼
■ 许大成

四川省特级教师、省美术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胡琳（右一）在辅导学生版画技法

昭觉县四开乡中心小学六年级
学生吉米伍且创作的水墨画作品

马比尔伟正拿着自己创作的版
画作品进行交流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