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州市黄岩区西江小学
张小燕

音乐的美学特征是凭借旋律、

节奏等一系列表现手段，表达创作

者的审美感情，引起欣赏者联想，激

起情感共鸣。音乐教育是进行美育

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而健康优

美的音乐是审美主体获得美感的重

要源泉。

一、注重审美体验的容量和过
程，了解音乐美

瑞士音乐教育家达尔克罗兹

说：“音乐的本质在于情感反映，音

乐学习与其说是一种智力过程，不

如说是一种情感过程——审美体

验。”音乐感知就是用审美的耳朵和

眼睛去发现、探索音乐作品的美。

在小学六年级音乐课堂上，笔

者会专门用10分钟时间让学生欣

赏音乐精品，如富有生命感召力的

《黄河颂》，徜徉着异国风情的《东边

升起月亮》，威武雄壮的《木偶兵进

行曲》等。学生对此都比较感兴

趣。其中我国的优秀民族音乐不应

遗漏，那悠扬连绵的《牧歌》，让学生

们仿佛置身美丽的大草原；那细腻

典雅的《茉莉花》，让学生缠绵于江

南古城的小桥流水。同时学生在教

师“点、引、扶”三大教学策略指导

下，自由地享受和表现音乐之美。

在上四年级《牧歌》一曲时，笔

者在事先没有介绍曲名的情况下，

让学生感受：悠扬、动人、广阔、忧

伤……在学生畅所欲言之后，笔者

才作作品介绍，引导学生一起哼唱，

融入音乐之中，激起学生内心强烈

的共鸣。

又如在欣赏《帕米尔，我的家乡

多么美》一课中，笔者运用现代化教

学手段，精心制作多媒体课件，一切

语言和情景演示，都随着音乐同步

进行。学生聆听着优美的音乐，观

看图片中的草原美景，完全沉浸在

审美情境之中。

二、注重学生音乐创作能力的
提高，创造音乐美

审美创造力是审美主体在审美

实践过程中按照审美规律进行创造

性审美活动的能力。生动活泼的音

乐欣赏、表现、创造活动能激活学生

的表演欲望和创作冲动。

在上低段音乐欣赏《玩具兵进

行曲》这一课时，笔者让每一个学

生都动起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

象，想表演哪个玩具就表演哪个玩

具，想怎样表演就怎样表演。学生

们高兴极了，纷纷根据自己对乐曲

的理解，设计动作，积极认真地变

身一个个不一样的玩具兵，课堂气

氛非常活跃。

在欣赏《彼得与狼》这首乐曲

时，笔者让10~12名学生组成一组，

通过表演性动作来表现内容，并鼓

励他们进行创作，可以一人扮演多

种角色。有的小组创作了一段舞

蹈，有的小组创作了一首诗，还有的

小组创设了河岸、田野、农庄、森林

等多个场景，大胆地表达出对乐曲

独特理解。

三、在教学中渗透探究性学习
方法，探究音乐美

探究性学习以学生为主体，通

过教师的引导和点拨，在自主学习

中质疑和发现问题。在教六年级

《欢乐颂》一课前，为让学生更深地

了解《欢乐颂》的创作背景，笔者先

询问学生“关于作曲家贝多芬的情

况想知道些什么”。学生提了很多

问题，教师总结罗列出三大问题：一

是贝多芬被称为“乐圣”的原因；二

是关于贝多芬的故事；三是贝多芬

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课后学生们

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和研究，在

第二节课上，笔者发现自己的资料

有些方面还不如学生整理得完整。

在师生共同的梳理和交流下，

学生们了解了贝多芬贫苦的童年时

代、坎坷的青年时代、孤独的老年时

代。他虽然失聪，却从未停止过音

乐创作和奋臂呐喊。《第九交响曲》

《田园》《英雄》等的欣赏穿插在课堂

中间。

学生提出：在“欢乐敲门”音乐

响起时，大家以敲桌子来做节奏模

仿；而在音乐层层推进时，大家可以

跟着做“声势”练习。学生们振臂挥

舞，兴奋至极，眼神充满希望。

关注课堂中新生成的学习资

源，不仅需要教师具有敏锐的洞察

力，更需要具有课堂的调控能力、判

断能力、即兴组织能力和丰富的知

识积累。在笔者的课堂上，教师经

常随着学生的思维路线走，不露痕

迹地引导，让学生在自我探究的同

时，时刻获得成就感。

四、在教学中注重音乐表现力
的培养，表现音乐美

表现力强调的是学生自信演

唱、演奏的能力及综合性的艺术表

演能力，使学生能用音乐形式表达

个人情感并与他人沟通，在音乐实

践活动中使学生享受美的愉悦。而

小学阶段的音乐教学有“表现”这项

内容，其中“演唱”与“综合性艺术表

演”是其实现途径。

有表情地歌唱是演唱教学的主

要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保障

是具备一定的演唱技巧。如正确的

演唱姿势、呼吸方法、准确的节奏和

音调，以及对前奏和间奏作出正确

反应等。有较好的演唱水平，艺高

人胆大，感情就能更淋漓地发挥。

而“情”从何而来呢？是由教师

引导学生正确理解歌词、旋律、意境，

再配上恰当的速度、力度、节奏、音

色，最后演唱时发自内心地去歌唱。

《每当我走过老师的窗前》无论

是节奏还是音调都很难掌握，但学

生唱来却是丝毫不差，似乎音乐从

他们心里直接流淌出来。教这首歌

时，笔者先让学生回忆起平时在校

和教师相处的点点滴滴，勾起学生

对教师的敬重之情，让音乐成为沟

通的桥梁。在笔者听来那如天籁般

的歌声，正是由真实的人类情感所

支撑。

音乐是情感的艺术，表现人类

情感又是音乐艺术的本质特点。在

小学音乐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表现

意识成为一个重要目标，教师要激

发学生的表现欲望，肯定学生的点

滴进步，让学生经常体会到参与表

现后获得的审美愉悦感，学生才会

敢于表现、善于表现。

在低年级唱游课中有一首《小

宝宝睡着了》，歌词浅显易懂，旋律

抒情优美，描写了一位妈妈在哄孩

子睡觉时的场景，表达母亲对孩子

深深的爱，以及孩子对母亲的强烈

依赖之情，营造了一个温馨又美好

的家庭氛围。笔者在教学时让学生

来表现，“假如你是爸爸（妈妈），你

会怎样哄你的小宝宝睡觉？”在此基

础上，笔者又让学生组成“临时家

庭”，用歌声、表情、动作、造型来表

现这首歌曲。学生的表现没有好或

不好，只要每一名学生都参与，就能

得到大家的肯定和掌声。最后笔者

还让学生思考：妈妈对你是怎样关

心的？你该怎样回报妈妈呢？使学

生情感得到升华。

席勒说过：“若要把感性的人变

成理性的人，唯一路径是使他成为

审美的人。”培养审美能力的途径之

一，是教师引导学生积极参与音乐

实践活动，从中感知音乐所表现的

情绪，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小学

音乐教育作为实施美育的一条重要

途径，培养学生音乐能力也就成为

落实美育目标、全面提高学生素质

的关键所在。

□慈溪市耕民初级中学 张建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课程基本理念”

中提到：语文课程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

促进学生和谐发展，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

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

很多语文教师已开始重视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

育。但审美教育的落脚点在哪里？从中学生的

现状来看，我认为当务之急，是培养学生的人生

态度、人生理想、精神旨趣和完善人格。

一、学生中存在的不良人生观
越来越多事例证明，如果放任一些不良人

生观在中学生的思想中蔓延，势必会影响到青

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

1.心态消极，浑浑噩噩。有的学生对人生、

社会抱悲观态度，对生活失去信心。于是乎，他

们在学习上漫不经心，在生活上松散拖沓，没有

时间观念，也没有责任感。人际交往上独来独

往，对他人漠不关心，更谈不上交上挚友。一句

话概括：什么都无所谓。

2. 享乐自私，游戏人生。此类学生满足于

视觉幻象，沉湎于物质追求。他们或陷于言情、

玄幻小说，想入非非；或一味追星迷星，把偶像

作为自己的精神依托；或上网聊天、打游戏，走

火入魔；或吃喝玩乐，以至于忘记学业，忘记回

家。老子说：“甚爱必大费。”耗大量时间、精力

于无意义的事物，必消磨斗志，缺乏追求人生目

标的动力。

3.冲动自虐，爱走极端。应试教育的重压、

家庭教育的错位，都会加重学生的心理负担。

一些中学生自尊心过强，性格叛逆，受不了小挫

折和打击。有些学生因为一次考不好或者教师

批评、同学嘲弄、家长责骂而一蹶不振，有的甚

至一时冲动而自虐。

语文教学中的人文性能够把审美与育人结合起来，通过

“美”的渲染，唤起学生对生命的珍视与热爱，确立积极向上

的人生观。

二、体悟生命的范本——文学作品
语文教材中的一篇篇美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体悟生

命的范本。那里有优美的风景和人性，有美丑交锋，有人生

悲喜，也有荒诞和幽默……它们不仅启迪人的智慧，陶冶人

的情操，而且赏心悦目，令人流连忘返、情感激荡。如文天祥

《过零丁洋》中的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

表现出的爱国之情、冯骥才《珍珠鸟》中倾注的对小生命的关

注、朱自清《背影》中所包含的深沉父爱、魏巍《我的老师》中

所充溢的满满师生情，以及范仲淹《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匡时、忧国忧民的思想，都

是绝好的教育资源。学习这些优秀文学作品，使人志向高

远、胸怀旷达、德行高尚。

事实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审美教育活动，应该包含两

个过程，即“品文”与“悟道”。品文是切入点，悟道是落脚

点。语文教师的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学作品对认识

生活、陶冶性情等方面的作用，展开富有生命体验的对话、沟

通、合作，带着学生走进美的世界，从而使学生在情感熏陶与

审美愉悦中进行人生思考，潜移默化地树立起正确的三观。

三、《春》和《背影》的审美教育
《春》和《背影》都是朱自清先生的名作，前者体现自然之

美、生命之珍，后者体现人性之美、亲情之切，是很好的审美

教育范本。通过这两篇作品的教学，教师可以帮助学生从作

者个体的思想情感体验中超越出来，上升为对生命存在的关

注与体认，最终指导自己的人生。

1.《春》的审美落脚点在于：帮助学生通过“春”去感受新

生命的勃勃生机，唤起学生对新生命的挚爱与珍惜。

创设审美情境：通过配乐诗朗诵，营造出审美氛围，把学

生引入绚丽春色中。

领略美的画面：以抒情的朗诵为主，指导学生发挥想象，

走进每一幅春之画。修辞、结构方面的知识只要轻轻点到，

切忌把美的对象肢解成知识零件。

渲染自然之美、生活之美，激起学生对生活的热爱、对生

命的珍惜、对未来的憧憬。

变想象为现实：把课堂搬出教室，带学生走进自然，亲身

体验春天的勃勃生机，享受艺术美和生活美带来的愉悦。在

这种场景下，教师可以很自然地与学生一起探讨人生价值、

理想前途。值得一提的是，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和人生观有问

题的学生走在一起，触动他们的心灵，使他们鼓起勇气，振作

精神，去迎接新希望。

2.《背影》的审美落脚点在于：帮助学生通过体味父子骨

肉深情，感悟并确立关爱他人、珍惜与尊重所有生命的人文

精神。

体味人性之美。请学生找出课文中的感人细节，点拨

“爱”是双向的，既有父亲对儿子最朴实、最自然的爱，还有儿

子由对父亲的“不屑”转变成“感动”，说明儿子对父亲饱经沧

桑、曲折人生的理解和尊重。

由作品反观自己。请学生叙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一段

父（母）子情，点出“可怜天下父母心”。提醒学生平时不能把

父母的情意当作理所当然，而应重视体味生活中每一个细节

所蕴含的爱意。

发掘深层次人性美。教师应帮助学生树立对生命的热

爱与关怀，既体现在对个体生命的珍惜与热爱，更体现于对

所有生命的尊重。可以组织学生讨论平常生活中碰到的人

际关系，诸如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父（母）子之间的情缘，学

会理解他人、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如此将大大加深学生对生

活的理解、对人生的体验，从而确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观念。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

期。语文教材中“按照美的规律来制作”的范文，它们的美质

是丰厚的，美因子是丰富的，是教学中极为活跃的要素。语

文教师们要充分借助范文所呈现的不同形态的美感，培养学

生正确的审美观以及感受美、鉴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平湖市新华爱心高级中学
傅 亮

生物学的核心素养是后天习得

的终身受益的成果，主要包括生命

观念、科学思维、探究习惯和社会责

任等，相互之间紧密联系。

选修课程作为必修课程的必要

补充，对学生今后的专业选择、生涯

总体规划等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生物学科知识更新快、系统性强，因

此，基于生物学科基本特点，立足生

活实际，结合时代特色，开发具有开

放性的生物选修课程，可以进一步

拓展学生思维，培养创新型人才。

生物必修课程以理论建构为

主，有一定量的实验内容，但受制于

客观条件，实验开展得不够充分。

生物选修课程立足实验，学生之间

通过自主探究、合作研讨、小组分工

等方式，不断发现问题，提出解决方

案，评价措施优劣，从而加强学科研

究能力，推动生物核心素养的形成。

在生物选修课程实施中，笔者

引导学生开展葡萄酒制作实验，较

为典型地反映了学生生物核心素养

的培养过程。

一、立足方案设计，培养策划思
维能力

实验设计是学生通过阅读大量

相关文献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小组

探讨可行性，师生共同修改并完善

的一系列过程，可以培养学生的自

主探究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1.选择两组具有代表性实验方案

甲组实验过程：

①挑选成熟葡萄，清水冲洗。

②将洗净的葡萄用榨汁机打碎，

将汁液倒入发酵瓶，并加入一勺

白糖。

③加盖封存，将发酵瓶放置于

阴凉处进行发酵。

④2~3 天后，启封并收集发

酵液。

乙组实验过程：

①挑选成熟葡萄，清水冲洗，用

高锰酸钾浸泡5分钟，清水冲洗。

②在烧杯中加入适量干酵母用

开水溶解成糊状，静置。

③将葡萄打碎，将葡萄浆加入

发酵瓶中并倒入活化酵母菌。

④发酵完毕，将发酵液去除，用

手挤压滤液，获得葡萄酒，再用虹吸

法将滤液吸出并贮存。

2.评价小组实验设计方案

甲组实验应用的是制酒原理，

要注意：葡萄不能反复冲洗，这样会

把葡萄皮上的酵母菌冲洗掉，就不

能起到发酵效果；榨汁不能把葡萄

皮肉过滤掉，皮肉中富含发酵所需

的酶；装瓶时不能超过发酵瓶容积

的三分之二；加白糖少许即可，目的

是活化酵母菌。

乙组实验过程较清晰，但预测

会失败，主要问题是第二步活化酵

母菌，用开水会使其失活，因此用温

水比较合适。加水后应加入少量蔗

糖，待出现气泡就可发酵。去葡萄

梗应该放在高锰酸钾溶液中消毒并

用清水清洗，防止高锰酸钾进入果

肉当中。

3.完善小组实验实际方案

挑选与处理葡萄：挑选成熟葡

萄用清水洗净，再在鲜红紫色高锰

酸钾溶液浸泡约5分钟，然后用清

水冲洗并去梗。沥去水后，用洗净

手捏葡萄至浆状，并放入容器中。

将适量干酵母放在小纸杯中，加

入少量温水（<4℃）。使干酵母成为

糊状。为使酵母菌快速发挥作用，加

入极少量蔗糖，混匀，放置片刻。待

酵母菌悬液中出现气泡即可。

将葡萄浆放入发酵瓶中，装量

不超过三分之二，然后加入酵母悬

液。搅拌均匀。瓶上加一软木塞，

塞子上插有水封U型管。

将上述发酵瓶放在25℃~30℃

条件下3天，发酵瓶停止出现气泡

则代表发酵结束。最后用虹吸法吸

取贮存葡萄酒。

二、立足实践操作，培养理论联
系实际能力

通过课堂实验和观察，展现

葡萄酒制备过程：洗葡萄→倒酵

母粉→活化酵母菌→装瓶→发酵。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形式，整合

生物实验资源，采用完善方案进行

葡萄酒制备实验。以上过程有利于

学生变被动思考为主动思考，建构

生物知识体系，有效调动并培养动

手操作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三、立足问题研究，培养科学探
究能力

学生对于实验设计方案及操作

过程有几个有疑虑的地方：

1. 为什么不能反复冲洗新鲜

葡萄？

2.活化酵母菌过程为什么要加

一小撮蔗糖？酵母悬液出现气泡说

明什么？

3.发酵瓶出现什么现象说明发

酵结束，原理是什么？

4.葡萄浆放入发酵瓶，装量为

什么不能超过三分之二？

5.塞子上面为什么要插入弯曲

水封玻璃管，而不能用直角玻璃管？

6.最后的虹吸法怎么操作？

教师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组织

小组讨论，解释如下：

反复冲洗葡萄会将葡萄皮表面

的野生酵母菌冲洗掉，不利于发酵

进行。制成的葡萄酒不含糖，加入

蔗糖不是为了增加甜味，而是提供

酵母菌代谢底物，达到活化干酵母

的作用。酵母悬液出现气泡说明酵

母菌在厌氧呼吸，产生酒精和二氧

化碳。停止出现气泡说明厌氧呼吸

停止，没有二氧化碳产生。发酵瓶

不能装满的原因是防止发酵液外

溢。塞子上插有水封U型管，作用

是防止氧气和杂菌进入。虹吸法利

用压力差将发酵液收集起来。

从学生基于操作后提出的相关

问题可以看出，学生的思维具有差

异性、层次性与变化性。课堂之初，

学生的思维起点可能相对较低，经

过课堂上的认真学习和动手实践，

学生的能力在逐步提升。

四、立足团队互助，培养实验合
作能力

教师把生活中的问题转化为探

究主题展现给学生，让学生自主思

考后互相阐述观点，相互借鉴、交

流、合作，实现共赢。最后学生撰写

实验总结报告，充分展现学生对于

实验的理解。

实验教学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

态度、实事求是的科学作风。通过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生物实验，亲自

设计和体验，自主进行实验探究，从

而使学生获得丰富的实验体会，学

会科学探究的方法。

合作学习既是课程改革的要

求，也是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合作

效度和探究深度可以作为衡量学生

学习力的参照。

实验教育还特别注重创新环节，

通过学生自主设计实验方案并付诸

实践，展现生物实验创新理念，最终

达成科学核心素养的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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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教学中培养学生审美能力初探

科学探究视野下生物选修实验教学策略研究
——以葡萄酒制作实验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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