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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美术擦出火花科学与美术擦出火花
天府一小

短课融合展示别样精彩

天府一小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构建出以“国
家课程+”为主的“雅正”课程。同时，学校为基础
课程做加减法，形成了“语文+”“数学+”“体育+”
等长课，以及“英语+”“音乐+”“美术+”“信息+”
“科学+”“品德+”等短课。长课保证学生经典诵
读，口算游戏、身体锻练。短课则通过减时间加融
合学科的方式保证规定课程内容的延伸及拓展，
并由此改变上课方式、丰富上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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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4号，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个
普通的星期一，但对成都商报·成都
儿童团而言，是个大日子！是2017“乐
动成都·青春校园”成都 U18 校园十
大原创金曲征集活动开始的日子。活
动伊始，成都市各大学校的原创歌曲
及校歌纷至沓来，不少学生和音乐培
训机构也打来咨询电话，热情推荐他
们创作的音乐作品。

一首首旋律优美，代表着独特精
神文化的校园歌曲受到热捧。而此次
校园十大原创金曲活动，也通过挖掘
校园中的原创音乐作品，展现了不一
样的校园文化和学生风采。

●超给力
活动页面访问总数超244万，
投票总数超28万票

活动分为大众投票、评委打分、
专辑录制三个阶段，截至大众投票时
间截止时，活动页面访问总数已超过
244万，投票总数也超过了28万。

随后，来自不同行业的6位音乐
大咖，根据具体的评分标准，对所有
校园歌曲进行打分。最终，大众投票
数和专业评委的分数共同评选出年
度十佳原创歌曲和十佳校歌。

进入年度十佳的作品，成都商报·
成都儿童团将邀请专业制作团队，对
歌曲进行专业的编曲和录制，并收录
进首张成都原创校园金曲专辑。

●超感人
每一首歌曲的背后
都有一个青春和梦想的故事

在这些跃动的音符之间，不仅传
递着独特的校园文化，也渗透着师生
的创作才华。每一首原创歌曲的背
后，都有着一个关于青春和梦想励志
故事。

列五中学的原创校园金曲《追逐
梦想》，讲述了一个努力拼搏、走向成

功的励志故事，而这首歌曲的创作者
——列五中学高二学生曹国洋，本身
就十分励志。曹国洋今年17岁，跟普
通学生比起来，他显得有些“特别”，
出生那年，曹国洋便被查出患有脑
瘫，无法从事体育运动，就连行动也显
得有些不太方便。但在今年学校的运
动会上，曹国洋却获得了一份“特别贡
献奖”，他用两天的时间，写出了《追逐
梦想》这首充满拼搏激情的歌曲，并从
几十首作品中脱颖而出，当选今年运
动会会歌。曹国洋觉得，这是学校对他
音乐创作梦想最大的肯定。

此次活动中最牛气的创作团队
——成都七中INXOR音乐创作社带
来单曲《静海》，收录在一张名为《β
静海》的音乐专辑中，而这张专辑从
写词、谱曲、编曲、录制，均由学校的
四名高中生完成。专辑一经发布，便
受到了成都七中师生的热捧，值得一
提的是，两名主创人员在今年8月举
行的第26届全国中学生生物奥林匹
克赛中获得金奖，均保送北京大学。

●超专业
评委们深入细致分析
反复斟酌出6个单项奖

除了评选出的十佳校园原创歌
曲和十佳校歌外，在本次征集活动
中，评委们还对每一首歌曲的创作、
演唱、词曲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与点评，经过评委们的讨论与投票，
活动的各个单项奖也逐一出炉。其中
包括最佳作词、最佳作曲、最佳编曲、
最佳演唱、最佳乐队，以及最具人气
等6个奖项。

评委们根据每个单项奖获奖曲
目，分别从韵律、歌词文字、画面感等
方面进行了中肯而有力的点评。相信，
今年的参赛选手们能够从中汲取经
验，明年以更好的面貌大放异彩。成都
U18校园十大原创金曲征集活动，我
们明年见！ 成都商报记者 薛北

近日，由成都市文联、成都市音协
报送，四川省文联遴选、推荐的大型交
响声乐套曲《岷江上下》，入选“中国文
联2017年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
获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资助。
该套曲是今年四川音乐方面唯一入选
项目，也是全国入选的9个音乐作品
项目之一。《岷江上下》由知名作曲家、
四川音乐学院教师郑仁清作曲，著名
词作家王持久作词，预计将在明年下
半年演出，由著名歌唱家谭学胜和青
年歌唱家拥江帆、张宇等演唱。

今年，中国文联为推出文艺精品和
优秀创作人才，面向全国活跃在创作一
线的文艺工作者，征集2017年“中国精
神·中国梦”主题文艺创作工程、“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和“青年
文艺创作扶持计划”项目。三大项目涵

盖11个艺术门类，共入选92项，其中
“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40项。所有项
目中，四川入选三项：音乐、美术、曲艺
各一项。而“交响声乐套曲《岷江上下》”
是四川音乐方面唯一入选项目，也是全
国入选的9个音乐作品项目之一。

关于作品的构思和意义，该项目
负责人、《岷江上下》的曲作者郑仁清
介绍“交响声乐套曲《岷江上下》以岷
江流域为线索，贯穿起岷江从源头到
汇入长江所流经的地区，反映了其古
往今来的历史、文化、生态、科技、政
治等内涵，特别表现了当今时代人们
与时俱进、不畏艰险、不断奋斗，把自
己命运同国家发展紧密结合，追求、
建设美好生活，努力实现自己中国梦
的美好情怀与精神。”郑仁清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这次科学课与美术课的融合，实
际上，也是学校推广融合课程的一个
缩影。

2003 年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
全国全面启动，这场课改延续至今。课
改涉及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
容等多个方面，如此宏大的命题，又该
如何去推进，而天府一小，作为一所新
办小学，在课程的设置上，该如何结合
现代教育特点进行推进？

“课时数量学校按照国家标准来执
行，能突破的就是在课程的内容上进行
优化以及课时着手，打开课程建设与开
发的新局面”。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学
校以小学国家课程为主体，以区本、校
本课程为两翼，强化基础课，具化拓优
课，实化生习课，构建出以“国家课
程+”为主的“雅正”课程。在此课程之
下，推行了“长短课时制”，从课时入手，
将时间管理作为切入点，从多角度丰富
课程内容。

所谓的“长短课时制”，实际上就
是打破了传统课时原则，以学科分类，
进行课时加减法。其中，“语文+”“数

学+”“体育+”，通过增加课时长度，保
证学生经典诵读，口算游戏、身体锻
炼。而“英语+”“音乐+”“美术+”“信
息+”“科学+”“品德+”，通过减时间加
融合学科的方式保证规定课程内容的
延伸及拓展，并由此改变上课方式丰
富上课内容。

作为长课，以语文为例，其采取
“5+35+20”的模式，即5分钟的课前预
习，35分钟的正常上课，20分钟的课后
阅读，确保学生的课时学习，此外，在天
府一小，体育被归为长课体系，学校每
天为学生开设一堂体育课，同时，加上
一个大课间，充分保障学生每天1小时
锻炼时间，“在学好知识的同时，学生必
须拥有一个良好的体魄，因此，体育是
我们长课不可缺少的一门”。

短课中挤出来的时间，满足了长
课的需求，在不增加短课课时数的基
础上，又该如何有效地完成短课的教
学内容？

为此，融合课的推进，成为深化短
课内容的突破点。

天府一小校长谢东云告诉记者，在

探索短课+短课，形成特色融合课的过
程中，学校以鼓励教师为主，并形成了
一定的考核机制。在融合课的推进中，
教师不受学科限制，自主研究课与课之
间的关联，实现教学上的跨界，同时，也
让教师通过课程的构建，了解真实的学
生，让教师远离“貌似”的教育，找到自
己在教学中的位置，“融合课程重在充
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升综合素养的
同时，也能促进老师们拓展自己知识面
上的宽度和厚度”。

一堂 70 分钟的课，对于小学生而
言，能否坐得住，自制能力能否达标？这
也成为不少家长所担心的问题。为此，
学校提出了解决方案，“我们给孩子一
个自由课堂，让他们从中学会自我管
理，在上课期间，孩子们遇到内急问题，
在不影响其他人的情况下，可以自行前
往解决后，再回到课堂即可”，她表示，
目前，学校所推行的融合课程尚处于探
索阶段中，而学校也将通过不断地摸
索，为学生带去更多的课堂精彩。

成都商报记者 许雯
图据天府一小

长短课制近年来成为不少学校探索的方向，天府一小作为天府新区首
个“吃螃蟹”的学校，其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推出小学国家课程为主体，
以区本、校本课程为两翼，强化基础课，具化拓优课，实化生习课，构建出以
“国家课程+”为主的“雅正”课程。

同时，通过为基础课做加减法的方式，形成了“语文+”“数学+”“体育+”
等长课，以及“英语+”“音乐+”“美术+”“信息+”“科学+”“品德+”等短课。

长课做加法，短课做减法，做减法的课程，课时减少，内容该如何深化，成
为学校新一轮探索的方式，“短课+短课”的融合课程，则应运而生，天府一小
校长谢东云表示，“寻找学科的共同点，通过减时间加融合学科的方式保证规
定课程内容的延伸及拓展，并由此改变上课方式，丰富上课内容。这样不仅能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同时，也是促进教师自主转型，要顺应新时代教育”。

12 月 26 日，天府一小邀请了一群
平均年龄5岁的幼儿园小朋友，即将进
入小学阶段的他们，在这里体验了他们
的第一堂小学课。

与传统的教学不同，该课依据学科
特点，寻找两门学科的共同点，实现了
科学课与美术课的融合，总时长达 70
分钟。在一段欢快的音乐声中，正式开
始上课了。

“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刚才的音乐，
能让你们想到了什么？”学校教师奉小
刚，率先发问。

“节日”
“那么节日里有什么？”
“彩灯、小麋鹿、礼物……”

与孩子们的一番对话后，老师引出了
今天科学课的主题——观察，如何观察事
物？需眼看、耳听、鼻闻、手触。课堂上，孩
子们对小麋鹿尤为感兴趣，每张小桌子上
都摆放着彩色的黏土，怎么带着孩子们动
手做小麋鹿，这可难住了奉小刚。

正当他“焦虑”时，美术老师杨炫林
走上讲台，一只可爱的黏土小麋鹿让在
场的孩子们欢呼不已，孩子们似乎找到
了“救星”。在杨老师的指导下，一只只
可爱的小麋鹿就这样完成了。

谈及将科学与美术融合的上课方
式，奉小刚坦言，这也是学校目前正在
探索中的融合课模式，“如果让两门课
程进行融合，达到 1+1 大于 2 的效果，

从而提升孩子们的兴趣，是我们所思考
的方向”。

他告诉记者，本堂科学课的内容涉
及观察，而美术课内容在于手工制作，
通过观察后，再进行手工制作的方式，
正好弥补了单一课程缺少实际动手能
力的不足，同时，还能调动孩子们上课
的积极性。“融合课不能是单一的叠加，
而是需要寻找两门课的融合点，在形成
互补效应的同时，还需要在趣味性上下
足功夫”。他强调，采取融合课的模式，
让学生既能学习到知识，同时，也能充
分的实践动手能力，让整堂课趣味满
满，而两门课的融合，更有益于发展学
生的全面素养。

一堂70分钟课
将两门课程融合出1+1>2的效果

推行融合课程
增加课堂趣味拓展教师知识厚度

科学与美术的融合课

融合课上，天府一小学生教幼儿园小朋友做黏土

大型交响声乐套曲《岷江上下》
入选中国文联青年文艺创作扶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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