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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
四的
交响

感悟四季生活 在享受中进行创作
在快乐中提升审美能力、在
快乐中完善综合的美术表现能
力、在快乐中丰满个人艺术素
养，这是顺义区少年宫特色项
目“四季的交响”最终想要带给
每 一 位 喜 欢 美 术 的学 生 的。
2016年，在市教委“三个一”活
动的推动下，顺义区少年宫推
出了顺义区少年宫特色项
目——
—四季的交响，通过开设
特色课程，将美术知识与季节、
本地资源相结合，启发学生欣
赏、体验、挖掘身边的美；引导
学生再现进而创造艺术之美，
在体验和享 受 中 掌 握 美 术 技
法，最终让学生感受到美术创
作的乐趣，提升个人素养。

术实践，从而展示出学生对生活
的热爱，激发学生创新意识，提
升学生艺术素养。
“四季的交响”所有活动设计
的着眼点都是——
—奇思妙想，为
兴趣“保鲜”；立足平实，让素材
“华丽转身”；融会资源，为活动
“增质”。另一方面，将多种造型、
创意手法与色彩感受、体验有机
结合，营造生动有趣的活动氛围，
让有形的视觉表现和无形的情感
抒发相交融。最终，让学员在多变
的形式中合作、探究、实践，感悟
特定环境中色彩和不同手法的表
现力，及其在情感上的助力和升
华作用。

在春风化雨的课程中浸润于积
极的探究，体察生活、风俗、文
化、环境，体会和习得技术、理
去年，顺义区少年宫“四季的 解和领悟艺术，进而升华情感、
“取名‘四季的交响’就是将 交响”项目实施了《造型感悟课 作用于德行。我们身边所有的
美术知识与季节特点、天气元素 程》、《水墨感悟课程》、《色彩感 事物都可以成为感悟课程的资
及地方资源、传统文化巧妙地结 悟课程》、《设计感悟课程》、《趣 源，同样它们也广泛应用于各
合，以独特的视角进行深度挖 味感悟课程》 等系列课程的研 种美术表现形式之中，这些资
掘，让平凡的素材以小见大，让 发，并对每一系列课程的内容进 源及其表现形式又都可以通过
学生在快乐中有所获。”顺义区 行详细的设计规划、实施。今年， 课程的设计锦上添花，更亲切、
少年宫美术教师亢青松说，顺义 项目将对已经累积的有初步成 更直观地传达出思想和感情，
区少年宫特色项目——
—四季的 效的成果进行再次的实施和完 使人感悟到自然之美、艺术之
交响，项目突出学法指导和探 善，深入探究，继续挖掘使之更 美、人性之美。可以说无论是阳
春白雪的高雅艺术，还是下里
究，强调自由表现、大胆创作，促 加丰满、立体。
进学生外化自己的情感意识，充
“所谓美术感悟课程就是要 巴人的民间艺术，无论是艺术
分发挥已经掌握的知识，进行艺 通过恰当自然的设计，引导学生 大师，还是稚拙孩童，他们的作
以四季为主线开展特色课程
让学生兴趣
“保鲜”

研发系列美术感悟课程
让学生创作有感而发

品都和自身的感悟密不可分。
油画、农民画、水粉、彩笔画、工
艺、设计，都是有感而发，也才
能感动别人，内化美好的情感，
外显为人性的光辉。”亢青松
表示。
从最熟悉素材着手
让学生创作有据可依

以季节为主线贯穿，以身边
特有资源为探究素材，开发综合
的艺术实践活动课程，促使学生
能在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中、
特定的环境情景中体验到美术
不同的意义和情绪、情感表达。

那么，除了教材上的创新，具体
教学实践 活 动 是 如 何 开 展 的
呢？去年，“四季交响”项目带领
学生去过高楼林立、热闹喧哗
的顺义街区，去过曲径通幽、静
谧恬淡村庄，去过有着特色人
文资源、历史文化资源的焦庄
户地道战 遗 址 纪 念 馆 以 及 多
个民间工艺陈列室、民间花会
等传承项目。“顺义就是一座
综合博物馆，收藏着非常理想
的教学活动研发资源。”亢青
松介绍，身边最熟悉的素材学
生看得 到 、摸 得 着 ，感觉熟悉
就会亲切；与生活息息相关，就
容易触发生活感受，学生会因
为有据可依而乐于尝试创作，
这样也更便于专业实践中的灵
感发挥。
据悉，“ 四季交响项目”力
争通过三年的试验、实施和完
善，完成典型课例及活动的录
制、编撰、交流；研发完整一年
期的项目课程，预期成书、举办
学生作品展览。启发学生欣赏、
体验、挖掘身边的美；引导学生
再现进而创造艺术之美，在体
验和享受中获取美术技法；经
过巧妙的设计、转换、升华，感
受到素材之美和它们的巨大变
化，让学生能得到更多美育的
启迪和创作乐趣。
北京晨报记者 曹晶瑞

八里庄中心小学班级生命博物馆开馆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王刚）

日前，八里庄中心小学第三届
博文化节举行，这次文化节活
动由学校与北京师范大学高参
小项目、北京生命教育科普促
进会、八里庄学区共同承办。
据悉，本次博文化节突出
了生命教育内涵。每一个体育

游戏都对孩子们进行自律、坚
持、热情、合作、宽容等积极心
理品质的培养。操场上展出的
近千幅绘画、陶瓷作品也展示
了学生对于生命的感悟。活动
当天，学校 30个班级生命主题
博物馆盛大开馆。嘉宾和家长
们参观了校园生命主题博物

馆，倾听了学生讲解员的介绍，
为孩子们的精彩展示点赞。
八里庄中心小学校长肖燕
华说“今天，学校的校级、班级
博物馆开馆了，一年一期四阶
段，课内外相结合，动手动脑相
兼顾，笔墨纸砚齐备，吹拉弹唱
都有。”

和平街中心小学举办传统体育文化节
北京晨报讯（记者 王刚）日
前，和平街中心小学举行了以“传
承创新传统文化 和悦幸福健康成
长”为主题的
“传统体育文化节”。
本届开幕式节目融合了多
种中国传统文化。五年级的同
学们伴随着国粹京剧《梨花颂》
的音乐用整齐划一的服饰，坚
定稳健的步伐，将风格独特的

武术健身项目太极扇的刚柔并
济展现得淋漓尽致。
和平街中心小学校长唐伟
说：“今年是我们第二届家长亲
子运动会，今年运动会主要目
的就是为了传承体育文化，所
以我们以一个年级为单位的展
示方阵都是展示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它的特点。把这个传统体

育文化和我们现代的先进的课
程理念结合起来，跟我们现代
先进的办学理念结合起来。这
样即体现了我们传承传统文化
的一面又体现了我们创新发展
的一面。所以说我们这一届最
大的亮点就是把现代体育和传
统体育有机结合，把传统体育
和现代艺术有机结合。”

美吉姆国家大剧院上演《天鹅湖》
蓝本，由专业舞蹈老师、助教及
北京晨报讯 日前，美吉姆
国际儿童教育中心主题情景剧 演员带领孩子们共同出演的适
活动《天鹅湖》在大剧院南水廊 于儿童参与并表演的迷你舞台
欢乐上演。此次迷你版《天鹅 剧。开场前，舞蹈老师上台，就
湖》的演出当日正值国际舞蹈 此次演出简要地介绍，为了让
日，活动旨在带领孩子们走进 《天鹅湖》中个性鲜明的经典人
艺术殿堂，近身体验艺术，感受 物形象以小朋友的视角呈现，
老师们还现场安排了角色性格
艺术文化魅力。
据介绍，该活动是以知名 片段展示环节。
据了解，巨幕上演前，美
古典芭蕾舞剧《天鹅湖》为艺术

吉姆国际儿童教育中心的部
分老师和孩子们在专业舞蹈
老师的指导下，按照人物角
色，分五组学习了《天鹅湖》
中的部分经典肢体语言。此
次演出让孩子们在全景式、
沉浸式的体验中感受了经典
剧目的魅力并得到了别样的
艺术熏陶。
（丰伟宏）

科技文化闪耀嘉年华
北京晨报讯 日前，
中国矿业 区学院路学区首届科技嘉年华，
大学（北京）附属中学举办以“创 矿大附中卓越的科技文化吸引和
客校园 绿色文化”为主题的海淀 震撼了众多参与者。 （王平）
健康成长迎冬奥
北京晨报讯 日前，和平里
第四小学迎来了资源带成立后
的第五届运动会，关心、支持资源
带教育发展的各界代表，全体师
生和家长朋友们在气势恢宏的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欢聚。
资源带 3000余名师生参
加了运动会。开幕式上，由学生
代表组成的轮滑队高举校旗飞
奔入场，五环队形为北京 2022
冬奥会助威。各年级的团体操表

激情绽放筑梦圆
演将运动会推向了高潮。
团体操表演分为“传承民族
文化”和“健康 2020工程”两个
主题进行展示。团体操表演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健美律动相
结合，融合了学校美育特色的体
育文化盛会。运动会比赛环节的
各种游戏、比赛项目，更是令家
长和同学们跃跃欲试，摩拳擦
掌。大家在赛场上尽情享受着运
动带来的无比快乐！ （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