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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实践 

 学校课程·以服务学习为核心的综合实践课 

基本情况：这学期，我和孙会果老师在育才学校四年级上综合实践课。四年级有三个班，

每个班平均 38 人，总共 114 人。这些学生都来自于永济市周边的村子，父母外出打工居多。

学生寄宿在学校，学校两周放假一次。我们本学期会上 8 次课，隔周一次，每次每个班会

有两个课时 90 分钟的时间。 

上课情况：因为这一年团队整体定位是总结之前的课程，提升课程执行质量。所以，我

们选择了《教室环境》这个做过的主题，希望能重新梳理课程的思路，在教学执行中更有把

握，学生的学习质量得到提高。选择四年级还有一个理由是因为去年姚老师在三年级上过了

阅读课，学生的行为习惯以及阅读能力会有一定的基础。 

为什么给这个课程定位为“以服务学习为核心的综合实践课”？因为具体的教学环境是：

学生的基础比较弱，基本的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和我们的课堂组织方法是不配套的，比如：

学生在他们老师的课堂上是在老师的严厉压制下表现出乖乖的，一到我们课堂上，学生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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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嘴、不能保持专注地听等各种行为习惯表现不是那么好，需要慢慢培养。学生人数又多，

所以老师在课堂上的执行难度很大。还有，真正意义上的服务学习，在具体的教学环境总是

受到各种限制。所以，我们选择把服务学习的一些理念、原则在综合实践中实现，而解开真

正的服务学习给我们带来的枷锁，意思是说，我们不能追求在任何情况下实现所有的服务学

习的环节，而是看在实际的教学环境中和老师个人所具备的能力能做什么。所以起了个《以

服务学习为核心的综合实践课》比较符合我们的课程具体情况。 

截止 10 月底，我们上了两次课，一次是预备课，一次是初步了解教室的组成。 

预备课该上什么呢？因为学生是熟悉的，老师是不熟悉的。首先老师需要了解学生。但

是将近 40 个学生一个一个介绍，学生会觉得无趣，老师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所以，我们

选择了做卡片的方式。接下来就是分组了，给小组起名字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情。因为这是他

们可以做决定的一件事，孩子自己的名字都是父母给起的。起了名字之后，小组成员每个人

给自己小组制定一条规则，用于约束自己的行为，最后制作一副小组的名片图。最开始，我

们希望们可以自己随意贴自己的卡片，但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小组都是一样的格式。

其实也不能帮助孩子们从中学到什么？到第二个班的时候，我们就给了一个模板，这个想法

还是来源于在办公室里留下来的最早的美国 Tuinity 小学的一个自我介绍的海报，老师们给

了格式指导的。格式的规范和美观是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教给学生的。【如图 1】下面四一班

是会果老师帮助做的背景图，我在四二班尝试了用大树树叶做的背景，会果老师还是周末活

动班做了更进一步的改善，真是不错的体验。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分享如何跟学生建立规则，

遵守规则，这一点在我们的教学中好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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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课开始进入正式的主题。这一次课我们选择让学生先认识一下教室的基本组成。

比如：墙、门、窗户、黑板、桌椅。学生们制作了教室的立体图，【如图 2】在此过程中了

解教室的基本组成。第四（1）和四（3）班上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人一组，一个学生手工

做教室的框架结构，另一个学生手工做教室的桌椅板凳。结果，我们发现，学生的分工上有

些不平衡，做桌椅的任务相对简单，做框架的相对复杂，到四（2）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小

组 4 个人一起做， 一个人做前后黑板，另一个人做左面墙上的窗、第三个人做右墙上的窗

和门，最后一个做桌椅，这样分工平衡了，小组的速度加快了，学生的参与度高了。 

 

 

学生在做墙上的窗户和门的时候，不知

道怎么开窗，一方面是方向的问题，一方面

是如何把剪刀插到需要剪的地方，这些实际

图 1学生制作的名片树 

图 2学生制作的教室立体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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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都会让学生产生很多的思考，也产生浓厚的兴趣。有一个小组，在做门的时候，就把门上

下弄翻了，做好后，他们小组的一个同学笑得前俯后仰的，嘴里说着：“把门做反了，人怎

么进呢？”（就是标题那张图片的中间的男孩），还有他们的门做得离地面有些高，他们笑

着说：“台阶这么高，小朋友怎么上去呢？”显然，他们联系到了实际的情境。学生们在制

作手工桌椅的时候，刚开始没有信心，不知道怎么做，问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想办法

把！他们就开始动脑子想……后来，有的是用纸折的，有的做了很细致的立体圆桌子，有的

是剪的很细的剪贴画（如图 3）。班里最调皮的小男孩，上课最喜欢插嘴说话，经常跪在板

凳上，但他攻克是圆形桌椅，三条直立的腿是他面临的挑战，只见他一会儿试着用胶棒粘，

一会儿用胶带，可那不争气的桌子总是歪斜着，但这也是他最安静的时候。（如图 3，图 3

中的圆桌不是他的圆形，因为没顾得上拍，我模仿了他做的，感觉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学校课程·阅读课 

基本情况：今年由于团队服务学校有点缩减，团队集中在 1-2 所学校工作，我们选择了双

语学校作为一个重要的基地学校。因为双语学校的校长和董事长是同一人，也是之前永济市

实验小学退休的校长。有一定的学校管理经验和对教育的理解。未来也想影响一些老师的教

学实践。阅读课是容易被接受的，所以，我们这学期选择在双语上阅读课，通过教研、学习

等方式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和教学的了解。 

这学期，我们在双语学校上一年级和三年级的阅读课，这两个年级分别有 3 个班，每

个班平均有 35 人。耿萍老师给双月一年级三个班和东姚温小学一个班上课，姚彩梅给双语

学校三年级和东姚温小学三年级上课。这学期的阅读课也是每个班隔周一次，每次两个课时

90 分钟。 

上课情况：到目前为止，已经阅读课已经上了 2 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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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萍老师今年的课程结合了会果老师的儿童生活课，把行为习惯和学习习惯培养作为课

程中一项很重要的目标。所以，第一节她结合学生刚开学的生活需要，把整理书包或抽屉变

成学习的内容。首先，先从给卡片分类开始。老师准备了颜色和形状各不相同的卡片，发给

学生的时候，步骤操作非常细致，哪个学生发片，哪个学生装卡片，分工很细，这样的培养，

学生就慢慢学会了小组成员怎样一起工作，要不然肯定会发生抢夺大战的。练习了分类后，

老师让学生把自己抽屉的东西拿出来，有的学生抽屉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铅笔、本、卫生

纸、废纸片、小玩具应有尽有……  老师先让小朋友分类，形状大的书放在一起，形状小的

书放在一起，本子搨在一起，然后按照大书、小书、本子依次放进去，最后把铅笔和卫生纸

放进去。坐在前面第一桌的那个小男生的垃圾最后就装了一簸箕还没玩。整理完后，老师问

现在感觉怎么样？学生高兴地说说：“漂亮的、舒服的……” 

第二次课是刚过了中秋节，一年级讲了《中秋节》的故事这本绘本书。耿老师抓住了这

个绘本的制作特点——本立体书。当老师把绘本中的月亮的图片和嫦娥奔月的图片缓缓移

动的时候，小朋友两次自觉地拍起手来，他们被震惊了……岂不知还有这样好玩的书。默默

地看完了第一遍，老师才开始讲故事。讲故事的过程中，安静地让人感动，我们的孩子太需

要故事了…… 讲完了故事，小朋友玩了

一个嫦娥奔月的拼图。一开始以为是上

节课的拼图，所以拿着自己手里的图不

肯给大家。老师说，大家一起才能拼出

来，大家不得不拿出自己的拼图，这让

我再次看到合作中，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必须贡献出自己

的力量，对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就是

娥图 

图 4讲故事拼嫦娥奔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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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东西贡献出来。这一节课是一节比较成功的课例。【如图 4】 

姚彩梅老师是给三年级上的阅读课。姚老师在本学期第一个单元选择了李欧·李里奥尼

的书籍。李欧·李奥尼的绘本特点之一是，故事中的蕴含这深厚的人生哲理，另外他的书籍

中的图画是很特别的，有拼绘画、贴的、拓印的等等。第一次课上了《亚历山大和发条老鼠》，

 

 

因为这是本学期的第一节课，所以认识和了解学生情况是必要的。姚老师通过拍节奏报

姓名的方式，既避免了逐个介绍带来的使用时间过长，也避免了学生个个介绍带来的没有耐

心倾听问题。接下来姚老师先讲故事，让孩子们在第一次课中对故事有一个完整的体验。然

后带领学生观察书中图画的特点，《亚历山大和发条老鼠》的图画是拼贴的，最后姚老师在

不同的班级尝试了不同的方式，有的班是画画，有的班是个人拼贴，有的班是小组拼贴，尝

试下来，小组拼贴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参与度比较高。(如图 5) 

第二次课，姚老师选择了李欧·李奥尼的另一本书《小黑鱼》。《小黑鱼》主要讲了大

海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一群小鱼，大家都是红色的，只有一条是黑色的。有一天，一只凶猛的

金枪鱼吃掉了所有的小红鱼，只有小黑鱼逃走了。他孤身一人在海里游荡，遇到了很多稀奇

古怪的生命，又高兴起来。小黑鱼又遇到的一群躲在礁石后的小红鱼，为了生存，不再躲避，

他想了个好法，教他们游成大鱼的样子，而自己来当眼睛！就这样，他们在清凉的早晨游，

图 4压力山大图画拼贴 

图 5亚历山大和发条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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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媚的中午游，把大鱼都吓跑了。姚老师也是先讲故事，在讲故事中，与学生讨论了如果

你是小黑鱼遇到小红鱼的情况，你会想出什么办法呢？学生们想到了可以扮演海底中的动植

物，也可以向海鳗求救的呢过办法。最后学生们讨论了故事中的主要角色小黑鱼的特点，老

师先让每个学生想一想小黑鱼有什么特点，从哪里知道的，然后小组汇总后，由一个人来汇

报。学生基本上能理解了小黑鱼的具有：聪明、勇敢、合作的精神。 

 学校课程·儿童生活课 

基本情况：这是针对幼儿、小学一、

二年级低龄儿童设计的课程。由孙

会果老师在韩阳镇李巷小学上的

课。这个学校行政上是属于祁巷小

学，是祁巷小学设的一个二年级独

立教学场地。二年级有 2 个班，每

个班有 35 名学生。会果老师每周给两个班分别上一次课，每次课两个课时 90 分钟。 

上课情况：截止 10 月底，她已经上了 5 次课。课程设计侧重于儿童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技能

培养。针对儿童刚开学的情况，她设计了教小朋友整理书包、系鞋带，扣扣子等活，还把这

种技能课与艺术结合起来。比如，教学生系鞋带的时候，因为有的学生穿的是不用系鞋带的

鞋，她设计了把鞋带系在纸杯上然后做成人头的样子。(如图 6) 

她的课还注重于儿童对

自己生活环境的了解，接下来

她设计了观察秋天的景色。上

课那天，天气下着蒙蒙细雨。

图 6学习系鞋带（打结） 

图 7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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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先让学生在教室里做了感官的训练，听小鸡舞的音乐感受听力，观察地图锻炼学生用心和

专注力，也通过过同桌的身体交流，锻炼触觉。然后带领学生到雨地里感受，小朋友看到下

雨的样子细细地像丝线，雨滴落在身上感到湿湿的，冰冰的，还听到雨滴沙沙的响生。最后

大家做了一副秋雨的图画(如图 7)。秋天的落叶是最迷人的，也变成了我们的课程素材，拼

贴树叶画也令人赞叹，后来耿老师把这个课也在社区活动中上了一次，随后分享。 

 社区课程 

基本情况：这学期还继续在侯家庄开展周末活动班。这学期的课程服务的孩子还是幼儿、

一二年级学生（5-8 岁）。我们着重分析了这个年龄段孩子的需求，确定了十大发展目标（详

见社区儿童生活课），结合学校的儿童生活课和阅读课内容，安排相应的教学内容，由四个

老师轮流上并做好相应的记录。今年故事班的学生参与人数在 20 人左右。来自侯家庄、宏

道园、薛崖和孟家桥四个村子。 

上课情况：第一次课是由孙会果老师上的，这次课主要做了自己的名片，一起建立了基

本的规则。姚彩梅老师讲了与学习环境有关的绘本绘本《圆白菜小弟》。第二次由会果老师

和耿萍老师设计了《观察秋天》的主题，由耿萍老师执教。一上课，老师先和大家一起诵读

了童谣《秋风吹吹》并伴有动作。然后分组后去外面观察树叶，强调主要观察树叶的形状和

颜色，在老师的引导下，小朋友的观察到的真不少：有的说叶子的形状像三角形，有的形状

像大象的耳朵，有的形状像冰激凌，有的叶子的边缘像锯齿，还发现有的叶子正面有小疹子，

背后有绒毛……小朋友还发现有的叶子不是一种颜色，而是绿色、黄色、黑色几种混子一起

的。这是一次真实的体验。最后，小朋友们制作了一副树叶画。有的是蝴蝶，有的是小人，

小朋友的兴趣很高。(如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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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加入了几个新的小朋友，所以在管理方面有一些挑战，在考虑如何应对。 

二、 团队事项 

 团队工作动态 

9 月上旬，老师们完成了课程的初步计划，曹旸老师给予了反馈，直到 10 月底，

正式的个人发展计划（包括课程计划）、团队工作计划和周末故事班计划都已经完成了。 

学校的课程和周末故事班的课程度已经开始。 

10 月份，分别听了孙会苗老师的服务学习课和耿萍、姚彩梅的阅读课，进行了

研讨，并做了详细的教研记录。 

团队学学习 

（1）从国庆节后，团队读书活动已经开始。本学期阅读的书目是《红楼梦》，一边听蒋勋

的讲座，一边读书讨论。 

（2）团队的专题学习也已经开始。孙会苗主要做了团队建设，发现自己的特点和如何规划

课程及表述课程目标；孙会果分享了 2 个游戏；姚彩梅老师分享了一首诗《露珠》和诗歌

的种类；王彦珍老师分享了手指谣《大乌龟、小乌龟》和《悄悄话》; 耿老师分享了音乐动

作儿歌《斗牛士》。 

      耿欣悦的帮助下， 永济团队更清晰未来跟双语学校的合作方向，以及积极探讨

动态三 

动态二 

动态一 

动态五 

动态四 

图 8制作树叶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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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支持双语学校的教师外出学习选择标准和流程。 

 教育者动态 

按照教育者个人发展计划中的工作模式（工作时间和工作量）在进行。 

 信息收集 

团队制定是每月初收集信息，奔月开没有开始，11 月初完成第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