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机迷手机迷””爷爷爷爷
□城关小学小记者站 汪笑嫣

小城夜色
□城关小学小记者站 叶子玉

音乐教学如何渗透德育
□余长舟

音乐教学怎样育人？音乐教学作
为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以通
过生动、直观的感性途径去感染人、影响
人，并将这种审美情感转化为理性认识，
从而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使
人的思想、道德情感得到净化和升华。
因此，在音乐课中渗透思想素质教育是
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好途径。

就音乐教学而言，它包括艺术教育
和思想品德教育两部分，如果只是纯艺
术地从音乐的角度去传授知识，忽视品
德教育，就达不到审美育人的目的。因
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挖掘教材中
的德育因素，抓住作品的音乐形象，寓

教于乐，寓教于理。如：小学音乐第二
册教材《大鹿》，内容表现了一只小兔被
一只大灰狼追捕的紧要关头，大鹿开门
让小兔进屋，一起手挽手团结起来抵制
大灰狼，从而保护了小兔子。我根据歌
曲的内容，改编成一个故事：在大森林，
大鹿、小兔一起团结起来，逃过了大灰
狼的追捕，并揭示了“团结起来力量大”
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同学们听着动
人的故事很容易进入歌曲的意境，接着
学唱歌曲。在学唱歌曲过程中，通过音
乐游戏活动，让学生戴着各种各样的动
物头饰，随着音乐进行角色表演。通过
表演，学生不仅在歌声中受到感染，还
在思想上得到教育。由此可见，在教学
中挖掘教材的德育因素，就能潜移默化
地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质。

音乐新课程标准把听觉放在非常
重要的位置，认为音乐教学必须立足
于听，把发展学生的听觉、培养学生对
音乐的感受能力，作为音乐教学的首
要任务，作为进一步学习音乐其他方
面技能的基础。可见听的重要性，而
欣赏教学不单是听听音乐而已，而是
要在教师的引导下，从有声的音乐中
获得无声的情感体验，受到美的熏陶，
从而提高学生对真善美与假恶丑的辨
别能力。例如在教学民乐合奏《三个
和尚》时，问：为什么一个和尚挑水吃，
两 个 和 尚 抬 水 吃 ，三 个 和 尚 没 水 吃 ？
让孩子们讨论，启发学生理解劳动换

来美好生活的道理。欣赏乐曲《快乐
的一天》，同学们通过教材中提供的图
画看到了一天的生活。欣赏完后，问
一问：你知道中国解放前孩子们的生
活是怎样的吗？也给几张《小白菜》的
图画让同学看，老师用讲故事的形式
介绍画面的内容“在黑暗的旧社会，穷
人的生活十分贫困，那时候有个小姑
娘从小就死了娘……”，当老师用低沉
的语调讲完后，教室里一片唏嘘声，让
他们有一个对比，通过欣赏，激起学生
对生活的热爱，从而领悟到要珍惜时
光 ，发 奋 学 习 ，努 力 成 材 。 欣 赏 结 束
后 ，我 让 大 家 谈 谈 今 天 的 幸 福 生 活 。
通过对比，同学们增加了对“小白菜”
的同情心，同时更体会到生活在社会
主义大家庭中的温暖，大大增强了他们

的热爱祖国之情。

结合教材讲音乐故事，将古今中外
音乐家传记、名人与音乐、趣闻轶事、作
品珍闻等用故事形式讲给学生听或让
学生讲，在学生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刻
的印象，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结合教材做音乐游戏。游戏是儿
童最感兴趣的活动之一，它使儿童的个
性得到充分表现，有助于培养儿童坚毅
的性格、团结友爱的精神和互相帮助的
品质。如：“捉迷藏”“小青蛙找家”“跟
我一起去旅行”“数蛤蟆”等游戏，不仅
使孩子们感受到愉快的音乐气氛，而且
还从游戏中受到启迪。

结合教材做集体舞表演，这是儿童
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特别受低年级同
学的喜爱。它通过的形体动作表现音
乐，加深了对音乐作品理解，如把各民
族的音乐用该民族典型的舞蹈动作来
表现，加深对民族音乐的理解和热爱。
而集体舞表演更是培养了学生团结协
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音乐是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的艺
术，是艺术性和思想性结合极强的学
科。荀子认为音乐可以“正身行、广教
化、美风俗”，充分说明了音乐教育与
德育相辅相成的关系。“乐之善矣能进
德”，作为一位音乐教师，应循循善诱，
加强德育渗透，启迪学生的情感，使他
们更好地接受音乐教育，让精神文明
之花在艺术的土壤中开得更加灿烂！

第 8 版

校园·论坛
2021年 1月 22日 星期五E-mail/hsxjzgzs@163.com

黄山观日出
□屯溪区柏树小学五（三）班 杨锦浩

与美的邂逅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方雯清

阅读陶行知先生《什么是生
活 教 育》这 本 书 ，让 我 豁 然 开
朗。陶行知“生活即教育”这一
指导思想给我的语文教学改革
指明了方向。无论是备课还是
上课，都要以学生的生活为出发
点，一步步将他们带入到生活情
境中去探讨和思考。

有一次在语文课上，孩子们
正认真地听我讲课。突然，一只
绿色的大蜻蜓飞进教室，并且在
教室里直转悠。过了一会儿,大
家都注意到了这只“非同寻常”
的不速之客,同学们的注意力都
被它吸引了，禁不住大喊：“蜻
蜓，蜻蜓！”只见它飞上飞下，一
会儿停在了窗户上，一会儿停在
教室的讲台上，这时，教室里像
炸开了锅，同学们叽叽喳喳地说
个不停:“你们看，一只蜻蜓飞来
了。”“到这边来了。”“又飞过去
了。”面对这一突发事件，我对孩
子们说:“蜻蜓来到我们教室作
客，想看看咱们班的小朋友上课
表现得怎么样？”孩子们一听，都
坐得笔笔直的。我从他们的脸
上，从他们的神情里看到了惊
喜。我理解孩子对于意外事件
的兴趣，对于美好事物的向往，
理解了孩子们那颗敏感而稚嫩
的心。面对蜻蜓在课堂上的“突
袭”，是用发怒来制止喧闹，把学
生的注意力放到课堂上来，使教
学按计划进行呢？还是另辟蹊
径……我想到陶行知先生《什么
是生活教育》这本书所倡导的思
想。于是，我开始夸孩子们:“同
学们读得太有感情了！小蜻蜓
一定也是被同学们的读书声吸
引了。你们也来说说小蜻蜓来
干嘛啦？”同学们打开话匣子，纷
纷举手说：“我知道课文中的小
鸟、小蝴蝶、小猴子也是被小朋
友的读书声吸引。”另一个孩子
举手说：“这就是课文中拟人的
修 辞 手 法 ，把 小 动 物 当 人 来
写。” 经过这一小插曲，孩子们
很快从“蜻蜓”迁移到本课的“小
动物们来到这所乡村学校”，并
能初步体会“拟人”这一写法。
一句句生动的语言从他们的嘴
里冒出：“我们学校真美啊！蜻
蜓开着它的小飞机来参观我们
学校了！”“同学们书读得太好听
了，蜻蜓穿着绿色的新衣服来欣
赏了！”“听到大家的读书声，小
蜻蜓都被吸引住了，高兴得在教
室跳起了舞。”……孩子们兴致
高涨、发言积极、畅所欲言。这
时，小蜻蜓像是知道孩子们喜欢
它似的，飞着飞着，忽然停在黑

板上。我小心翼翼地抓住蜻蜓
放在展示台的投影仪下,蜻蜓被
放大了许多倍,无比清晰地投影
在教室的希沃白板上，同学们欢
呼起来。我随机改变教学思路，
围绕着蜻蜓让同学进行说话训
练：“请同学们认真观察蜻蜓具
体长什么样的？有几对翅膀？
几只脚？多少只眼睛？全身穿
了什么颜色的衣服？”大家纷纷
举手抢着要回答。我问大家：

“ 你 知 道 蜻 蜓 吃 什 么 吗 ？”“ 吃
草。”“吃虫子。”“吃露水。”“吃树
叶。”“吃泥土。”我又问：“谁知道
蜻蜒尾巴有什么用？”“蜻蜓用
尾巴在河里点水。”“尾巴是指方
向的。”“蜻蜓的尾巴是一节节
的，又细又长。它用尾巴保持平
衡，调整方向。”“它的眼睛很大，
结构很复杂，由成千上万的小眼
球构成，可以看清四面八方的虫
子。” 孩子们懂得真多！我将
蜻蜓小心翼翼地举在眼前，用商
量的口吻说：“蜻蜓是吃害虫的，
它是人类的朋友，放了它，让它
为我们去消灭害虫，好不好？”孩
子们纷纷点头。我把教室的门
打开，轻轻一松手，蜻蜓就扇扇
翅膀飞走了。不出所料，在课文
仿写中，孩子们的作文精彩生
动。

这节课的成功让我深深地
感触到陶行知思想中的“生活即
教育”的伟大真谛。学生是灵动
的生命体,在丰富而又千变万化
的课堂教学情境中会有许多意
外与惊喜,作为教师，面对如此
弥足珍贵的教学资源,不能视而
不 见,应 该 珍 视 这 些 宝 贵 的 资
源,积极组织引导,让它们“为我
所用”，联系生活教育，让学生的
阅读化难为易,对文本内容获得
准确的认识。

精彩课堂不曾预约
——读陶行知《什么是生活教育》心得体会

□张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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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

结合歌词内容
进行思想品德教育

在音乐欣赏课中
感知思想内涵 通过各种教学手段

渗透德育

傍晚，月亮爬上了夜空，皎洁的月光给大
地织了一件银白色的新衣。

在这宁静的夜晚，妈妈牵着我在冷冷清清
的道路上散步。走过高楼大厦，走过小溪边，
走过弯弯的小桥，走进公园的树林里，清风带
着草木的芳香钻进我的鼻子，我贪婪地吮吸着
令人神清气爽的空气，心情格外的舒畅。妈妈
也情不自禁地仰起头享受着清凉。

假如你走到万年桥头公园的广场上，那可
真热闹啊！有唱戏的，有拉二胡的，有跳广场
舞的，还有一些在喷泉边戏耍的小朋友们，像
一条条成群结队的小鱼在欢快地游来游去。
时不时，从远处走来的人们都能听见一阵阵欢
笑声。咦！草地怎么染上了五彩斑斓的色
彩？走近些，哦！原来是一场盛大的舞会即将
开幕，风伯伯吹了一口气，色彩随风灵动，舞会
也就开始了。

我仰望着浩瀚天空中的闪星、明月和云
彩，呀！有一个影子，我揉了揉眼睛再看，还是
有一个影子在夜空中闪来闪去，我想，那影子
会不会是嫦娥姐姐，要和我们一起载歌载舞共
同庆祝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呢！这么一想，我立
刻对妈妈说道：“妈妈，你快看，嫦娥姐姐在天
上。”“哦！是吗？”妈妈抬起头笑着对我说，“傻
孩子，那是一朵白云呀，你是不是眼花了？还
是童话书看多了？”童心未泯的我失望地“哦”
了一声。

这就是我们小城的夜景，虽然没有乡间里
那么宁静，也没有大城市那么热闹，但它有自
己独特的风光。

前年春节放假的一天早晨，我
和妈妈在客厅里看电视。突然听到

“砰”的一声巨响，我们赶紧走出去
一看究竟。

原来是门前的桂花树被车撞
了，树皮蹭掉了一大块，露出了白白
的树干。我心想：“这下完了，这么
大块树皮都没了，奶奶种了五年的
桂花树要死了。”但是过了一段时
间，我惊喜地发现桂花树还活着，白
白的树干颜色变深了，伤口两边的
树皮竟然慢慢往中间延伸，包裹住
受伤的树干，小树的伤口慢慢变成
了一条缝。它并没有死掉，依然活

得很好。
妈妈告诉我，大树的树皮受伤

并不会让它死掉，因为树皮由外向
内，可分为外表皮、周皮和韧皮部，
并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只有薄薄的
一层。韧皮部在树干和周皮中间，
它才是树皮内部输送营养的部分。
车子撞到的地方，看起来表皮都没
有了，实际上伤到的只是大树的表
皮和周皮，而且受伤的只是一面的
树皮，面积并不大，所以大树不会这
么轻易就死掉。妈妈还说：“如果把
大树的树皮环切一圈，大树就会因
为无法输送营养和水分而死掉。”

想不到一棵看似不起眼的树会
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这让我不禁
感慨：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一个
人在成长过程中不会一帆风顺，总
会遇到困难和坎坷，甚至是生死劫
难。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我们都应
该像大树一样顽强地活着。活着就
要勇往直前，活着的价值就在志气
中、就在骨气中、在人生的正能量
中，在人生的责任中。

桂花飘香时，我就会想起这棵
顽强的桂花树，它勇往直前，永不言
败的精神一直激励我前行。

指导老师：郑小英

罗丹曾说：“生活中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
现美的眼睛”。是的，在不久前我就发现了一种
不一样的美。

早晨起床打开窗户，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鸟儿在枝头唱着动听的歌曲，花圃里的花朵向
人们展示出它的笑脸，仿佛在向人们打招呼，露
珠也似乎惊诧于眼前的景色，在沉醉中一愣神
而滑落下叶子，地上留下了它们的痕迹，湿湿
的、润润的。

洗漱完毕，我背着书包走出门外，远远望
去，道路干净、整洁。我纳闷着，昨晚刮过一场
大风，地上应该到处都是垃圾、树叶才对呀，怎
么会这么干净呢？

为了弄清楚心中的疑惑，第二天我特意起
了个大早，在马路上，我看见几位环卫工人忙碌
的身影，他们身穿橘黄色的衣服，正埋着头认真
地扫地。特意路过他们身旁时，我看见了一张
张苍老的、布满皱纹的、饱经风霜的脸。此时，
他们正专注地扫着落叶，先把落叶扫成一堆一
堆的，再一堆堆地拢起来，最后倒进垃圾箱……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此刻，我恍然大
悟，是环卫工人用一把把扫帚扫出了城市的文
明；是他们用一个个簸箕端出了城市的整洁；是
他们每天清晨奏响了劳动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环卫工人，不愧是城市的美容师！看到这
一切，我默默地为他们祝福！

我们的生活就好像一幅幅美丽的画卷，那
么的和谐。让我们张开心灵的眼睛，去欣赏生
命中的淡雅和美丽，领略春花秋月的风光无限。

指导老师：郑小英

“叮咚……叮咚……”客厅里传
来一阵阵微信铃声和音乐声，不用
问，一定是我那“手机迷”爷爷又在
玩手机了。

我的爷爷今年七十来岁，中等个
子，喜欢穿一件洗得泛白的蓝格子衬
衫。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额头上
有几道深深的皱纹，两道又短又粗的
眉毛下面，一双眼睛炯炯有神，整天
一副弥勒佛笑呵呵的样子。

别看爷爷年纪大，对手机可是
情有独钟。“别玩手机啦，快来帮
忙！”听，奶奶又在催了。“哦！晓得
啦！”只见爷爷靠在沙发上，翘起二
郎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脸几乎凑
到了屏幕上。他随口答应着奶奶，
可目光仍像被磁石吸住了似的，怎
么也无法从屏幕上移开。

“快来帮忙！听见没有？”奶奶
似乎有些生气。“好好好，马上来。”
爷爷盯着手机，心不在焉地答道。

只见他紧皱着眉头，那表情像极了
一个孩子难舍心爱的玩具。忽然，
爷爷抬起头来，奶奶以为他要去干
活了，正准备离开，不料爷爷开口对
我说道：“帮我把字典拿来一下，我
写‘美篇’要用，‘绅士’怎么写啊？”
我和奶奶差点没被雷倒。奶奶摇摇
头，无奈地回了厨房。

爷爷接过我递来的字典，翻了
翻，然后在手机上一阵点击。他时
而眯着眼，满意地笑；时而低着头，
冥思苦想；时而睁大眼睛，仿佛看到
了什么奇异的东西；时而皱着眉头，
轻声念叨着什么……一分钟，两分
钟，三分钟……爷爷越来越陶醉，整
个世界对他来说好像消失了，以至
于他没有注意到弟弟推门进来了。

“爷爷！我要出去玩！”弟弟一脸期
待。“哦！别吵，别吵，等我把这个搞
好哈！”爷爷随口说道。弟弟看见手
机，扑了上去要玩。爷爷慌忙左躲

右闪，最后不得不站起来，依然目不
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一小步一小
步地朝门那边挪。“爷爷！看地上！”
我瞟了一眼地上的纸船，吓得大声
叫喊。想去捡已经来不及了，“什么
……哦呦……”只听“咝”的一声，我
好不容易做成的小纸船，就这样粉
身碎骨了。我一阵心疼，爷爷也因
为忽然踩到了个东西，吓得浑身一
哆嗦。“爷爷，以后走路可不能玩手
机了，不但我的船坏了，你自己也差
点摔倒吧？”“可不能怪我，是你先把
船放到路中间的哈！”爷爷一边说，
眼睛却依然对着手机屏幕。

“快点来帮忙啊！”外面等得不耐
烦的奶奶又叫了起来。这回，我算是
彻底明白了什么叫“世界上最远的距
离，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拿着手机”
了。爷爷，长时间玩手机对身体不好，
如果用这些时间去锻炼身体，不是更
好吗？ 指导老师：吴瑞红

顽强的桂花树
□岩寺小学小记者站 陈紫滢

新年第一天，为了看黄山日出，我
从屯溪乘车来到美丽的黄山风景区。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洗漱完
毕，我们就去看日出了。我们等待
着，过了一会，泛着鱼肚色的天空，
在山尖儿那边出现了微微的红晕，
渐渐地，颜色慢慢地变深了，红得似
火！天公就像一位心灵手巧的画
家，一点儿一点儿地把那山海相连
的地方涂上红色，渐渐地，渐渐地，
天边已变成微微的彩虹色，在那红
色下方，出现了一丝微弱的红光！

太阳就要蹦出来啦！过了大
约五分钟，天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

边脸，好似一年轻人背着包一点儿
一点儿地顺着天梯往上爬。慢慢
的，又像一位老人拄着拐杖，颤颤
巍巍地向上走。这样又过了大约
五分钟，太阳的半张脸露出来了，
照得地上的雪也变成了金色，看日
出的每个人的脸上也像被涂了金
釉似的，金色的脸庞上露着灿烂的
笑容。

我在爸爸的帮助下爬上一个平
台，眼睛盯着太阳升起的地方，都舍
不得眨眼，这时太阳就像一个淘气
的孩子，从地平线上露出了大半张
脸，射出好似利剑的金色光芒。身

旁的松树披上了金衣，愈发显得生
机勃勃了。

我站在山顶，只见太阳伸了一
个懒腰，双手抓住山尖儿，用力一
跳，终于跳出了天边，顿时光芒四
射。云海就像太阳的魔毯，轻轻地
把太阳送上了天空。我张开双臂，
让阳光照进我的胸膛。我感觉自己
就像一只雄鹰，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有一种想要遨游长空的感觉。

站在黄山之巅，感受美丽日出，
我们在那一刻，都已成为顶天立地
的天之骄子。

美哉，黄山！壮哉，黄山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