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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

“不参观博物馆，以后考

试恐怕难得高分！”今年高考

中众多涉及文物和历史的考

题，让一些家长和学生发出

这样的感叹。不过即使参观

了博物馆，也未必拿得到高

分。记者随机采访了50余名

高考考生，超过八成考生表

示，中小学期间曾参加过学

校组织的“博物馆一日游”，

但多是“转一圈”，写篇日记

就完事。国家博物馆发布的

《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调

研报告》也显示，只有四成博

物馆提供系列教育。（6 月 13

日《北京日报》）

这篇报道提出了一个

严肃的问题：博物馆青少年

教育在我们的中小学教育

体系中缺位。按照 2015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的《博物馆条

例》的定义，博物馆有三大

功 能 —— 教 育 、研 究 和 欣

赏。但目前许多博物馆，基

本上只发挥了供专业人士研

究 、供 普 通 游 客 欣 赏 的 功

能 ，教 育 的 功 能 则 往 往 阙

如。一些博物馆即使发挥了

所谓的教育功能，其实也只

是像上述新闻中的学生所

说的那样，到博物馆“一日

游”与“转一圈”，写篇日记

就完事。这显然不是真正

意义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

那么，真正意义的博物

馆青少年教育是什么？除了

让青少年有机会走进博物馆

了解历史、认识文物外，还要

把博物馆的历史、文物资源与中小学课堂教

学、综合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来。比如把课

堂“搬进”博物馆，带领学生对着艺术作品授

课；比如将旧石器时代的工具与现代生产工

具摆放在一起，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使用等，

就是让博物馆青少年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效

衔接。

真正意义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还应是

常态化教育，而非在每年国际博物馆日或其

他某个重要时间，象征性地组织中小学生到

博物馆“一日游”“一日学”。2015年，国家文

物局、教育部曾要求各地加强文教结合，建

立中小学生利用博物馆学习的长效机制。

但在一些地方，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仍停

滞不前，从事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专职

人员数量短缺，教育能力也不高，且缺乏必

要的资金支持。如此，博物馆资源便难以与

学校教育乃至家庭教育深度融合，博物馆也

就难以成为青少年的终身课堂。

有句名言在业界流传甚广：如果馆藏品

是博物馆的心脏，那么教育则是其灵魂。为

充分发挥各类博物馆的教育功能，国家博

物馆在调研报告中建议：应将博物馆青少

年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有关部门应加

大博物馆青少年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积

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拓宽资金来源；建立

专业化的博物馆青少年教育工作者队伍，

注重培训，建立评估系统。为让青少年享

受到更多的寓教于“博”，这些确实应成为我

们努力的方向。

青
少
年
需
要
更
多
寓
教
于
﹃
博
﹄

实话 实说.

□本报记者 叶青云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于广大中

小学来说，是一门非常“年轻”的学

科。相比语文、数学等传统学科，综合

实践活动课怎么上似乎无例可循。但

正因为充满创意和挑战，自深化课改

以来，各中小学对于这一学科的热情

在逐年升高，与此同时，这门新兴学科

给教师专业成长带来的作用也不容忽

视。6月14日至15日，2017年浙江省

教育学会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

学分会举行专题研讨活动，来自我省

各地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专家

和教师们就“综合实践活动课怎么上”

这一话题，进行了经验分享与交流。

基于真实的情境
一直以来，综合实践活动的特点

决定了其课程必须基于真实的情境。

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省教育学会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分会秘

书长伊红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不

是基于课堂的形式学习，而是基于生

活的真实学习，它不只基于大脑的认

知，也要基于真实的体验。

“骑共享单车是时下最热门的出行

方式，截至2016年年底，中国共享单车

的整体用户数已经超过了1800万，随

之而来的问题也与日俱增……”这是会

议现场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展示的六年

级综合实践活动课，授课教师朱玲敏和

学生们聊起了共享单车的话题，其中包

括共享单车运作的市场经济、安全隐

患、未来发展和管理措施等多个方面。

学生们把搜集到的最具争议的32个话

题进行分小组讨论，选取其中自己最关

心的一个，提出解决方案。

“六年级的学生，在年龄上正好进

入共享单车的用户群，部分已经体验

过，这就是个基于真实任务的项目。”我

省首批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诸暨市店口

镇中心学校教师何铁勇说，美国心理学

家波斯纳提出的教师成长公式是“教师

成长=经验+反思”，学生成长其实也一

样可以看作是经验加反思的过程，“教

师对活动的指导，就是要让学生的经验

找到出口，即让学生面对真实的生

活”。何铁勇说，活动的设计要基于学

情和生情，课程内容必须是真实的，学

生有亲历感、有参与度，才能有体验和

获得的机会。

“综合实践活动的有效指导应从实

际出发，充分考虑孩子已有的文化知

识、认知水平和兴趣爱好等因素，遵循

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尽量与现

实生活相联系，使学生对人、事、物有认

同感，能将所学的知识真正运用到解决

生活实际问题中，形成用中学、学中用、

学用结合的良性循环。”宁波市北仑区

郭巨学校副校长姚成伟说，该校的综合

实践活动课每年都会形成一批特定的

主题，比如三年级的“我家住在大海

边”、四年级的“海洋之舟”、五年级的

“我与涨网货”、六年级的“开放的港

口”，这些都与在海边长大的学生们的

日常生活紧密相连。

搭建交流的平台
“教室窗下要放满好看的盆栽。”

“不行，放在走廊里会绊倒小朋友的。”

“窗户上可以悬挂横幅。”

“那样窗子就打不开了。”

在杭州市德胜小学校长俞秀红的

课堂上，五年级的学生们正就如何美

化教室外墙的问题，汇报各自小组的

讨论方案。可是说着说着，课堂就变

成了一场小型辩论会，一个建议被提

出来，可能立即收到质疑的声音。俞

秀红及时地站出来，只说了一句话，就

让针锋相对的双方站到了同一阵营

里：“有反对意见的同学，不光要提出

观点，也请和设计方案的同学一起，想

想有什么破解方法。”

何铁勇点评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需要教师的设计“低结构”，即不要把自

己的想法强加给学生，要给学生自由发

挥的余地，“教师要学会‘等待学生’，综

合实践活动课尤其不能按照教案‘赶’，

因为探究过程远比获得结果重要”。

“综合实践活动过程中，积极的师

生和生生交流是课程根本。”省教育学

会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分会

会长、浙江大学教授刘力分析说，课堂

要因需而导，教师既要强调集体学习生

活和合作活动的重要性，又要不妨碍个

别学生的独特兴趣。对于教师而言，不

仅需要事先准备和顶层设计，以提供课

程资源和学习空间，还要有教育智慧。

这个观点，参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开发和实施的教师们深以为然。杭州

市萧山区靖江初级中学教师李海军用

“扶放有度”四个字定义了教师在课堂

上的引导作用。他说，教师应是学习活

动的组织者、学习困难的协助者、学习

过程的协调者和研究成果的评价者，

“让学生摸索出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才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方向”。

能够在课堂上起适时引导作用，搭

建好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平台，

对于教师们可谓是个不小的挑战。“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基础学科相比，要实

现教师到导师的角色转换。”桐乡市凤

鸣高级中学教师唐华坦言，接触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以来，学生收获有多大，教

师的成长也就有多大。“教师在参与指

导和协同学习的过程中，提升了自身的

综合能力，比如学习多学科的综合性知

识、掌握多方面的实用性工具、丰富个

体的精神世界等。”

杭州江南实验学校副校长、小学部

校长田燕芳说，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转变

了教师固有的教育行为方式，课堂不再

是“一言堂”，而是变得更开放、更生动，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激烈的观点碰撞，

还会增强教师对课程的二次研发及整

合能力，一大批‘科中科’‘课中课’由此

产生”。

视点第

□本报通讯员 邹可思 钱 程 苏立军

“我来自应村乡中心小学，很开心能够参与这次演

出，与那么多大师同台我觉得很幸运……”遂昌县躬耕书

院“琴圩仙韵”音乐筑梦班的学员傅微，如今回忆起自己

在今年儿童节上的演出经历，笑容满面。那天，傅微和她

的小伙伴们与杭州爱乐乐团一起，在杭州大剧院为观众

们献上了一份节日大礼——儿童音乐剧《糖果屋》，而且

还是中文版的全球首演。

《糖果屋》源自《格林童话》，在德国很有影响力，音乐

剧中的许多音乐都是德国小朋友耳熟能详的儿歌。作为

此次唯一一支和声乐队，音乐筑梦班的27名山区孩子一

出场便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他们中最小的只有9岁，最

大的15岁。

“琴圩仙韵”音乐筑梦班是由躬耕书院创始人戴建军、

林平先生，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古琴演奏家陈雷激先生，中

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教授陈琳女士等发起，遂昌县委、县政府

支持，面向遂昌及丽水山区适龄儿童进行音乐专业招生、教

学的一个公益教育项目。“音乐班学员多为来自乡镇的学

生，他们的家庭条件不足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去学习

音乐。而在这里，孩子们接触到的是国内甚至世界一流的

演奏家、作曲家、指挥家，学习到的也是最专业的知识和技

法。”戴建军说，每到节假日，筑梦班就会邀请国内外一流的

专业音乐教师，从基本的五线谱知识开始讲起，涉及视唱练

耳、指法、合唱等多门课程，根据孩子们不同的特点，进行器

乐、声乐、舞台艺术等不同专业方向的培养，挖掘孩子无限

的潜能。此外，躬耕书院也邀请了众多民乐演奏家为孩子

们展示中国传统民乐的魅力，同时制定了在筑梦班学员中

进行民乐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计划，使孩子们能获得更多实

现音乐梦想的机会。

“除了课内学习以外，为了扩大音乐筑梦班学员的

视野，我们也会不定期地开展诸如乡村音乐会等类型的

活动。不同的乐器、一流演奏家的表演，让孩子们如痴

如醉的同时也使他们有了更加丰富的音乐认识。”戴建

军说。

“作为家长，一开始让孩子来参加筑梦班，是觉得孩

子对音乐有兴趣，所以让他试试。在两年的体验过程中，

我觉得它给予了孩子更大的舞台，懂得心怀梦想，并且会

为了梦想去付出自己的努力。”家长许艳表示，音乐筑梦

班让孩子能够“走出大山”，跟许多大师同台竞技，这是非

常幸运也是值得记忆的。

2014年8月，音乐筑梦班一周年的暑期会演在遂昌

县剧院举行；2014年11月，与杭州爱乐乐团首次合作演

出获得成功；2015年，参加陈雷激先生古琴演奏会；2016

年，参加莲都古堰新韵小镇音乐节……筑梦班成员的每

一次演出，都让孩子们离自己的音乐梦想更近了一步。

乾潭初中教师

巧手“剪”出家乡美

本报讯（通讯员 宁文武）近日，一幅长

8.5米、宽0.8米的巨幅剪纸作品《新富春山

居图》在建德市乾潭初级中学校园展出，不仅

令众多师生惊叹点赞，市民们也纷纷前往该

校参观。

这幅作品是由乾潭初中两位青年教师蒋

海平和周道泉根据“三江两岸·建德绿道”中

的人文、地理、古建筑、风景名胜古迹等环境

特点，前后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创作完成。

剪纸作品中，建德绿道从乾潭镇子胥公

园起途经葫芦瀑布、双塔凌云等12处代表性

景点至梅城，其中每一处凉亭、石桥、石柱、石

鼓等建筑都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细致精准，让

人仿佛置身于其中。

“这幅作品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合适的

参照物。一些素材的收集与整理，都是靠自

己到现场去观察，然后记在心里、剪在纸上，

尤其是每一处景点的构图，这个环节就花费

了我们大半年时间。样图几经修改完成后，

我们才开始进入剪刻阶段。”蒋海平说。

乾潭初中的剪纸社团是建德市较具代表

性的文化社团之一。2015年8月，三江两岸·

建德绿道正式开通后，蒋海平和周道泉不约

而同有了将绿道作为剪纸作品模板的念头。

于是，两位教师从2016年年初开始，利用空

余时间多次前往绿道考察，经过精心构图、反

复修改，最后用剪、刻的艺术手法，制成了这

幅恢宏的剪纸作品。

海宁紫微小学学生拿下

趣味科技比赛全国大奖

本报讯（通讯员 王月明 徐炎明）海宁

市紫微小学有几个平时爱捣鼓乐高的孩子玩

出了名堂，而且他们马上就要走上国际比赛的

舞台了，这是怎么回事？

6月10日至11日，第三届全国青少年机

关王大赛在上海举行。机关王大赛是一项世

界性的趣味机械结构组合比赛。竞赛以科学

原理为基石，融合STEAM （Science科学、

Technology科技、Engineering工程、Art艺

术、Mathematics数学）五个方面的学习，让

参赛者发挥巧思及创意融入积木、乐高搭建和

展示中。此次比赛以“保护我的家乡”为主题，

要求选手设置若干关卡，实现“保卫国土”的任

务。来自全国各地的148支队伍、360名选手

分别参加了中学组、小学组和幼儿组的比赛。

紫微小学选派的4名选手徐航、马伊欣、

董哲宁、沈晨阳组成“X战警队”参加了小学组

的比赛。他们以“陨石来袭”为题，利用多种科

学原理创作出15道科学关卡，呈现了发生外

敌入侵的各种可怕灾难及人类科学应对灾难

的情境。结果，他们以总分第二名的成绩勇夺

全国一等奖，将于7月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机关

王大赛。

6月10日，杭州市文苑小学一年级紫烜
小太阳队的学生们走上街头，开展了一场“便
捷停车大家享，文明停车我先行”的倡导文明
停车行动。学生们不仅将停放不规范的自行
车逐一摆正，还号召市民在文明停车倡议书
上签名。 （本报通讯员 郑雪勇 摄）

从活动走向课程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怎么上

筑起山里娃娃的音乐梦

临近毕业，温岭师范附属小学为2017级毕业生徐婧举办了毕业生汇报专场演出。徐婧曾获温岭市独唱比赛第
一名、浙江省才艺大赛金奖，家乡人亲切地叫她“台州小韩红”。该校校长江灵娟说：“此次演唱会的举办是为了鼓励
更多的孩子可以更加自信、大胆、自由地飞向心中的艺术圣地。童年不散场，未来更美好。”图为徐婧演唱《老师 感
谢有你》。 （本报通讯员 戴 群 摄）

宝贝，你真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