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跨界：用英语上美术课、音乐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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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求 职
●资深会计师兼职17711072528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成百空调厂家修移86629948

便民服务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装饰装修
●餐饮、酒店装修13880358023

养老托老

保洁服务
●天天净87616277毯85403350墙

搬家公司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二手货交换
●高价收二手物资13980534602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空调桌椅厨13880961438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工商行业咨询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武侯区乐家洁具经营部税务登
记证正本:川地税蓉字511025196
80605681902号遗失作废

●北京毕方易通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成都分公司财务专用章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文盛开身份证已于11月12日遗
失作废,号码51303019760726631

9有效期2005.06.23-2025.06.23
●温江随便火锅店税务登记证副
本 (税号5l0902197610233973)遗
失作废，特此声明
●郫县兰亭副食店发票:0279668
4号(代码5100151320)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售优质农贸市场、幼儿园
17098380193

●武侯区簇桥千盛商场附近独栋
5000平联营招租15756255394
●低售370m月租2万15002839491
●苏坡独栋精装办公楼1200平出
租免物管停车费81711963

厂房租售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3000平
出租水电齐15882044508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东三环汽修4千平13096373365
●工业园厂房出租13880559778
●成洛路旁厂房出租大动力1700
平米，电话：15982143829
●北新旁大标厂房13980652583
●产业园标准厂房租售（双证齐
全）13608101622，18981905302
●大小厂库房出租13881819112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西航港厂房出租18040329020
酒楼·茶楼转让

●转市区优质茶楼13228176696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机投1200酒茶楼18980443218
●春熙路酒店转让13982072996

餐馆转让

●转双楠200平餐馆18011598381
●转南180羊肉汤13219006030
●转簇桥欧尚火锅13076088935
●神仙树南路600平知名火锅店
优转，价格面议18200547397
●转少陵350平餐13982291479
●建设路第五大道520平餐厅转
让，13540836046
●优转科华路旺餐18109034358
●转二环交大火锅18982267010
●转市中心餐80平13981858881

●成都市花牌坊街盈利中火锅店
900平急转18602853385秦先生
●温江680平火锅转15756314811
●旺餐5万急转急15928741043
●青龙场旺铺100转13060084450
●沙河旁火锅800平15928822005

店 铺
●动物园旺铺出租18080968101
●新精装酒吧200平口岸好寻

承包或合作13348897039
●小南街临街700平咖啡厅带
车位，优转13880723946

●超市急转15196470087
●万年场临街1-3楼旺铺转让,
2405平,可餐饮.超市.金融.办公
.医院.休闲.娱乐13981860810
●洗面桥街商铺租13688302268

招 商

●转高新区33亩商业地及金牛区
7.5亩住宅地13198543600
●青城旺地寻酒店13982123820
●寻联办养老医院 15828341107
●加油站转让出售18981984667

关注龙南“长短课时制”课改成果系列调查报道之❶

近日，龙南学生原创的
电影《龙图传奇》在微信圈
中流传。

这部片长 40 分钟的电
影，讲述由于环境污染，导
致地球出现一批变异人，他
们以震撼的“集体僵尸舞”
登场。而此刻的龙南，窗明
几净，学生们正在练书法、
画素描、玩陶艺、练习大合
唱、在游泳池奋力向前……
觊觎着龙南藏着让人强大
的“龙图”，变异人身穿奇装
异服进攻龙南，老师们被囚
禁，逃过一劫的学生，用英
语歌自我激励。最后，他们
出奇制胜打败了变异人。

“拍摄仅花2天时间，由
学生自导自演，编剧、演员、
化妆、道具等，全由孩子们
负责。不需要任何排练，电
影背后，是强大的课程支
撑。”龙南分管教学的副校
长刘静透露，电影就是孩子
们日常生活的体现。

11月12日，星期四。
早会后的语文课是《名著导读》，由校

长助理、教导主任魏盛敏主讲。
《名著导读》是魏盛敏瞅准“小升初取

消笔试”的时机，本学期在六年级新设的，
开篇讲的是《水浒传》。龙南的孩子将分布
在世界各地，魏盛敏希望在他们骨子里，留
下“中国魂”。从功利的角度讲，孩子们读水
浒等名著，培养语感，为初高中的白话文学
习打下基础。“这是我们龙南版的《百家讲
坛》！”学生秦浡森很喜欢这门课。

下午第一节是专项“小”体育课，六
（3）班分为两组上“小班”体育课，跆拳道
和健美操二选一，大多数男生选择跆拳
道，秦浡森也是。

教练吴献好说，跆拳道场地要求高，
师资也要得到保证，能将其作为课程的学
校非常少。但龙南从四年级开始，就成了
每周一节的必修课。六年级的孩子已学会
横踢、下劈、双飞踢、前踢等动作，相当于
中高级别的“绿蓝带”水平了。

第二三节课，是很受学生欢迎的艺术
选修课，艺术选修是连堂课，六年级5个班

打乱，实行走班制，学生根据之前报的选
修课项目，到相应的功能教室上课。

对语言有天赋的秦浡森上的是双语歌
剧。简单的节奏游戏、练声后，在歌剧老师
谢忱的钢琴伴奏下，学生们手持A4纸打印
的英语歌词，齐唱了音乐剧《歌剧魅影》和

《窈窕淑女》的选段《 Think of Me 》以及
《I Could Have Danced All Night》。

此前一直坐在教室后排的毛矛老师登
场了，开始教选段《Memory》歌词的发音。谢
忱对成都商报记者解释，唱歌剧必须要纯正
的英式发音，即使在美国百老汇表演也一样。

“歌剧一般是大学才开始接触的音乐
形式。”去年9月，学校试点艺术选修课，谢
忱申报的是“双语歌剧课”，因为涉及音
乐、歌唱、舞蹈、英语等，最开始她心里没
有底，但效果却出乎意料的好，“孩子们比
想象中还要能干一些”，经过 1 年学习，
2015 届学生在毕业典礼上表演的音乐剧

《猫》，震撼了老师和家长。
六（1）班的吉亦菲表示，国外的经典，

用英语唱和中文唱，是两个概念，双语歌
剧课让她受益匪浅。

和秦浡森不一样，因为喜欢手工，六
（3）班的张天锐选择了双语美术——目前
的主题是“定格动画”。

“既包含了美术，又包含了英语，一举
两得。”张天锐很喜欢这种跨界课，不仅可

以画画，还要手工制作卡通形象，最后用
软件制作成动漫，学生还要用英语配音，
非常锻炼人。

课堂上，有的同学在看原版的英语电
影，有的在画画，有的在做手工，还有的和

建校11年来，龙南形成了独特的“六、
五、四”课程体系。龙南执行校长刘刚表
示，围绕“中国魂 世界人”的育人目标，龙
南将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优化、重组。把
所有课程分为六大板块，包括“语文与阅
读、数学与思维、英语与国际理解教育、艺
术与欣赏、体育与健康、综合学科”等。五
大亮点课程，指大体育、大语文、大数学、
大艺术、大国学。四大基础学科，指体育与
健康、语文与阅读、数学与思维、英语与国
际理解教育，每天至少一节的课程。

在语文数学课程方面，龙南有些“保
守”。龙南人认为，语数的教学是基础教
育中的基础，必须稳打稳扎。传统教材、
教法虽需改革，但它汇聚了专家的智慧
和前辈们的积累性成果，还是要传承，龙
南没有能力做“颠覆式”的改革。也许每
一种教材都存在一些问题，任课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调整。在1~4年级，除了
英语课、双语课外，不搞任何选修课和语
数拓展课，小学中低段的孩子还太小，必
须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英语学科和国际理解是绑定在一起
的，龙南虽不是国际学校，但很有点“国际
味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是很多外
教的生活方式。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
深造的外籍副校长Luis Freitas在龙南一待
就是11年。Luis说，龙南是一所“像家一样
好的学校”，老师们下班后还一起踢足球、
打篮球。不管是海内外游学、还是培训、专

题讲座，都为老师提供平台。香港朗文英语
教材的培训年会，都会派老师参加。

部颁标准英语是从三年级才开始的，
但龙南从一年级开始，英语就成为重头
戏，从口语开始，每天一节外教课，分别由
一个偏英式发音和偏美式发音的外教教
学，“口语是用来交流的，让孩子们直观地
感受到，同一句话，不同的老外的发音都
可能不一样。”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学习朗
文英语原版教材。从四年级开始，龙南的英
语教学从“输入”到“输出”：英语体育课、英
语美术课、英语音乐课等，英语开始和学科
跨界，让孩子们学会在生活中运用。

体育课作为四大基础学科之一，每天
一节，高年级打乱班级上连堂。从一年级开
始，游泳课是龙南的必修课，集中一学期八
次课。这样更利于学生尽快学会游泳。

由龙江路小学（南区）供图

为何龙南常规课一节是35分
钟？开设如此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学
生放学时间会推迟吗？长短课时制是
如何萌芽、诞生的？

请继续关注明日刊登的“关注龙
南‘长短课时制’课改成果系列调查报
道之二——《时间和空间重构 长短课
背后的思想激荡》”

“百家讲坛”＋跆拳道＋双语歌剧
一个学生的一天

“课程丰富多彩 每天都是快乐和充实的”
一个群体的一年

突破中的“保守”独特的“六五四”课程体系
一个小学的十年

建 校建 校 1111 年年
来来，，龙江路小学龙江路小学
（（南区南区）（）（以下简以下简
称称““龙南龙南”）”）依托依托
龙江路小学的龙江路小学的
长短课时制改长短课时制改
革成果为抓手革成果为抓手，，
开设丰富多彩开设丰富多彩
的校本课程的校本课程。。

连日来连日来，，成成
都商报记者深都商报记者深
入龙南入龙南，，通过师通过师
生的日常生活生的日常生活，，
记录这所学校记录这所学校
课程改革的点课程改革的点
点滴滴点滴滴。。

下期预告

老师在制作动漫，老师自始至终都说的
是英语。

艺术选修课是2014年9月，龙南建校
10周年，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而试点的，
打破班级建制，按年级为单位学生根据
兴趣选班。

今年，学校在五六年级全面铺开。目前
艺术选修课包括六门课：书法、陶艺制作、
双语美术、素描写生、双语合唱、双语歌剧，
由于素描写生报名人数太多，学校开设了
两个班，还是不能满足需求，最后采取抽
签，副校长刘静把“抽掉”的学生名单记下
来，下学期“重新选班时，有优先选择权。”

艺术选修课把一周两节英语课和两节美
术课“粘”在一起，一周两个连堂共4节课，以

学期为单位选课。选修课除了师生自主开发
的内容外，还需要完成教材要求的内容。

由学生选班、选老师，对老师也有压
力，分管科任学科的石俊主任介绍，学校
规定“每门艺术选修课如果报名人数不
足10人，就要把这个班撤了。”老师们会
想方设法把课开好。

“每天都是快乐而充实的。”秦浡森说，
龙南最大的特色就是课程丰富多彩，除了每
天都有的语文、数学、英语课以外，还有陶
艺、游泳课、跆拳道、健美操、科学、书法等。

龙南除了每天常规的语文、数学课，
在T&T学院，老师会根据学生的情况，借
鉴中学的做法，分层次对学生进行语文、
数学辅导。

龙江路小学（南区）陶艺课

龙江路小学（南区）双语歌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