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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名称界定

本课题“玩美驿站：追寻儿童精神的小学美育实践样

态的研究”旨在遵循儿童天性，通过在校园儿童玩美驿站

建构的研究，形成小学美育实践的新样态，丰富和发展儿

童美育的操作方式和实践路径，为儿童提供美育的资源和

服务。以“玩美驿站”作为小学美育实践的载体，整合多

样化、趣味性的美育资源，丰富儿童的美育活动，实现儿

童以“玩”的心态主动开展“美”的教育，从而促进儿童

的全面发展。

二、课题研究成果

（一）以“玩美”为核心，厘清了追寻儿童精神的小

学美育价值理念和整体架构

通过对“玩美”理念、儿童精神、儿童审美素养的

实践研究和深度追索，我们认为，小学美育不应照搬成人

美育的策略和形式，必须尊重儿童的发展规律，关注儿童

已有经验和发展需要，关注儿童生活，强调儿童精神的体

现，强调儿童的整体发展，从而使学校美育呈现出儿童美

育特有的样态。

我们对“玩美”有了新的认识，明确了研究的方向。

“玩美”是小学美育实践的基本内涵，儿童只有通过多样

的“玩”，才会得到美；儿童只有通过自由的“玩”，才

能体验到美。“玩”应当具有生动的情境与背景，“玩”

也应当是目的性与无目的性的统一，玩作为美育的一种手

段还具有发展的功能，在活动中儿童能摆脱现实的束缚，

超越生活经验、发挥想象、自由创造、大胆实践，在此过

程中情感和认知得到了增长。

我们对儿童审美素养有了基于校本的内涵建构。我们

认为美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孩子的审美能力，一个不懂得

关注美的人，很难创造出美，更鲜有能力去欣赏生活中的

美。我们提出的“玩美驿站”便是以“玩”的方式来培养

儿童感知美、理解美、创造美、欣赏美的能力。我们认为

儿童在小学阶段的审美素养，最主要的内涵有三个方面：

爱美，识美，创美。

在课题研究实践中，我们认识到尊重儿童发展规律就是

要顺应儿童的天性，这是儿童美育最重要的逻辑前提。基于

儿童立场，尊重儿童天性，以游戏激发情趣，以美学浸润生

命，以玩美张扬个性，以愉悦表达享受，让儿童在丰富多彩

的“玩美驿站”的中释放潜能，实现儿童的自我发现，自我

悦纳，自我成长，这正是本课题研究的核心价值。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构建“玩美驿站”美育建设的

整体架构：（如图所示）

（二）以“玩美驿站”为载体，建设了追寻儿童精神

的小学美育活动场域

为了实践“玩美驿站”的美育主张，我们首先启动

“玩美驿站”的场域建设。先从学校整体环境入手，在校

园内建设了多处“玩美”活动空间，设立了引导和促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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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通过游戏等活动培养审美能力的各类主题活动区域。同

时开拓了校外的“玩美”驿站，从而丰富小学美育活动

场域的形式和实践方式，创设了富有儿童个性特征的“玩

美”场域。

1.儿童参与美化校园：构建“玩美驿站”的生态系统

我们立足“以玩育美、以美育人”的美育理念，将学

校整体环境建设为“玩美驿站”的生态基础，将原本由少

数成人主导的校园环境，优化、美化为吸引儿童主动参与

创造的样态，营造学校“玩美”生态系统。为了让儿童的

感官和心灵在校园中苏醒，接受美的召唤和启蒙，享受精

神的洗涤，我们把美的创造贯穿于校园的方方面面，通过

儿童的努力让校园的建筑、墙壁、景观、功能教室都成为

一种美的启迪，营造校内“玩美”的良好生态。

2.儿童主导场地建设：探索“玩美驿站”的多维空间

为了更好地向儿童提供美育资源和服务，学校将一部

分校内活动场地改造为儿童喜爱的“玩美驿站”，目的是

为儿童提供属于他们自己、能够方便获取美育资源的、能

适度释放压力、自主发展的自由空间和主题活动区域，促

使他们在自主建构或选择的“玩美”活动中交流、合作、

体验、感悟。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从具体的六大驿站建

设逐步完善三大场域五类驿站的整体建构。

每个具体驿站如何建？以“绘玩驿站”为例，形成基

本的模式建构：

模式建构 基本内容

为什么建？
征询儿童意见，根据儿童的真实需求，确定“驿
站”空间建设的总体思路

谁来建？
“我是小小设计师”让儿童成为驿站的设计
者和建设的参与者。

建什么？
让驿站的空间、资源、设施等真正服务于儿童，
让儿童能随时进行玩美活动。

3.激发兴趣延伸拓展：扩展“玩美驿站”的活动场域

我们认为，“玩美驿站”不应局限在校园一隅，还

必须回归儿童的生活。所以，理想中的“玩美驿站”不但

包括校园内固定的“玩美”场所，还包括每一处可以欣赏

美、创造美的空间。比如，美术课室外写生时，小花园就

是一处“驿站”；阅读课坐在树下读书时，一片树荫就是

一处“驿站”。从儿童长远发展来看，学校也是儿童成长

旅途中一个大大的温暖“驿站”。同时，校园周边场馆也

是“玩美驿站”资源和载体的延伸和拓展。“玩美驿站”

的场域拓展，使学校美育有了更大的时空，全方位地影

响儿童的情感、趣味、气质、胸襟，以美育激励儿童的精

神，温润儿童的心灵。

（三）以“玩美驿站”为基础，建构了追寻儿童精神

的小学美育课程体系

美育课程是落实以美育人的重要途径和抓手。2015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

工作的意见》，为我校构建“玩美驿站”校本课程明确了

课程目标。我们将物化的美育场所转化为动态的育人场

域，实现“儿童+空间+美育资源+服务”的完美融合。在

顺应儿童天性的前提下，充分尊重儿童已有的经验，最大

限度的体现儿童精神，充分体现美育课程的形象性、互动

性、实践性、递进性和审美性，依托“玩美驿站”，按照

兼容性（基础、拓展、社团课程的兼容）、灵活性（内

容、地点、时间的灵活）、前瞻性（国际化、现代化、本

土化为一体）的要求，夯实了美育课程的基础，建构了追

寻儿童精神的“玩美驿站”课程体系。

（ 玩美驿站课程实施结构图）

1.驿站基础课程：在“玩美”中探索“学科融美”

“学科融美”既是小学美育实践的理想状态，也是

儿童美育的重要途径和实现方式。一方面，由于美育是一

种自由形态的教育，比较容易与基础课程的学科教育相融

合，渗透于所有学科教学之中；另一方面，基础课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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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蕴涵着大量的美育因素，这些审美因素经过师生的发

掘和传播，既可以提高基础课程的教育质量，也拓宽了学

校美育的实施途径。

在基础课程实施中，“玩美”要求还学于儿童，用

儿童喜欢的方式学美、向美。因此，在各学科教学中，教

师既要善于对课堂进行儿童化的美学设计，也要挖掘其中

的美育因素，实现“以玩育美，以美育人”的目标。在以

艺术学科为主的基础课程中，融汇多学科知识，以诗文、

绘画、音乐及其它艺术为媒介，向儿童展现自然美和社会

美,激发儿童审美情感。

2.驿站拓展课程：在“玩美”中推动“实践寻美”

拓展课程是对基础课程的一种补充，是体现不同基础

要求、具有一定开放性的必修课程。驿站拓展课程主要是

通过丰富多彩、充满童趣的“玩美”实践活动，让儿童感

受生活之美、寻找生活之美、创造生活之美。

（1）在节庆活动中“玩转”驿站课程。我们打破了

“玩美”的学科界限、社团界限，以“玩美嘉年华”的形

式在每年的“六一”庆祝活动中，开放所有“驿站”，并

设立儿童展示舞台，“驿站”中设计的所有闯关游戏均与

“驿站”课程、“驿站”特色紧密相联，游戏设计者、组

织者均是参与“驿站”课程的儿童，同时，也是儿童节庆

的服务者，活动的引导者。

（2）在社会实践中体验“玩美”。我们改变传统的

春秋游实践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开展“玩美行动，驿站课

堂”研学或主题实践活动，通过“行前知美——研中玩

美——研后创美”三大组块，以小组团队合作的方式，放

手鼓励儿童自主践行“向美”理念，实施“玩美”行动，

提升“创美”能力。

（3）在“玩美”小时光中展示美。“玩美”小时光

可以是一天中儿童在校的特定时间，可以是晨间才艺秀，

可以是午间音乐会，也可以是放学后孩子们自主留在校园

的任何一处驿站中的自主“玩美”。晨间钢琴秀、午间音

乐会都是孩子们最喜爱的“玩美”小时光。每当这时，学

校“玩美驿站”会变成孩子们的音乐展厅。音乐“玩美”

活动以班级为单位，从策划、编排、组织报名、节目筛

选、场地准备、主持稿撰写、海报绘制张贴、邀请嘉宾

等，都是儿童们自己来完成，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儿童自

我的表现美，是儿童展示美的小时光。

（4）“玩美”文化场中倡导美。一年级新生入学礼

上，我们“谈美”，写“美”；六年级毕业典礼我们表达

美，展示美，引导儿童“以美致远”；升旗仪式上表彰最

“美”少年、最“美”班级；艺术节上“玩美”才艺秀“；

每年“六一”的“小小艺术家”评选；各年段“艺术小脚

丫”实践活动；艺术社团建设及艺术节、读书月、学科周、

课程超市等活动的开展，处处彰显“玩美”的理念，在儿童

心中种下“向美”的种子，提升儿童“创美”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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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驿站社团课程：在“玩美”中实现“文化聚美”

社团课程是依托各类“玩美驿站”的选修课程为基

础，是对基础课程和拓展课程的个性化补充和延伸。驿站

社团课程不仅重视“以玩育美”，注重儿童在动手操作中

的美的体验与美的感悟，更加注重“以美育人”的功能，

实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目前学校根据已经开设的“绘玩驿站、创玩驿站、慧

玩驿站、美音驿站、舞美驿站、悦读驿站”六大类驿站，

并开发了以“驿站”为载体的各类社团课程20余项。依

据“通过玩，就会得到美，也才能得到美”的课程理念，

学校在充分挖掘美育内涵价值的基础上，根据儿童年龄特

点，整合学校、家庭和社区的美育资源，使社团课程逐步

成熟，形成一系列具有特色鲜明的“玩美”文化活动。

（四）以“玩美驿站”为特征，创新了追寻儿童精神

的小学美育方法策略

“玩美驿站”的实施方法策略是建构“玩美驿站”

课程的有力支撑上，由于传统的学校美育的途径和方法，

已经难以适应小学美育实践新样态的需要，因而，我们必

须进行创新，使“玩美驿站”内涵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

样，实施方法策略更加符合儿童的认知规律和新时代儿童

的特征，更加关注儿童生长的信息环境和智能互联时代儿

童的认知特点，更加重视儿童的自主意识和个性风格的行

成，更有利于儿童在小学阶段形成向美的期待、向美的言

行、品美的能力、创美的意识。

1.自主的理念。“玩美驿站”课程秉持追寻“儿童精

神”的基本原则，尊重并激发儿童的自主性，目的是培养

他们的自主精神、实践能力以及创造创新能力。

2.游戏的方式。贪玩、热情、好动是儿童的天性，玩

美驿站课程的实施首先要考虑到契合儿童本性的“游戏

性”。让儿童用游戏的方式进入课程学习，用游戏的方式

感知美，用游戏的方式创造与展示美，是玩美驿站课程的

基本要素。

3.合作的精神。“玩”而无伴则没有乐趣，合作贯穿

于“玩美驿站”课程之中。一支动听的歌曲、一首优美的

尤克里里乐团乐曲、一首空灵鼓乐曲、一部完整且流畅的

合唱曲目、一台具有观赏性的微型音乐会，一场桂花树下

的诗歌朗诵会，一次与动物约会的秋游活动等，均来自团

队伙伴的密切合作。

4.展示的舞台。每一项“玩美驿站”课程，教师都给儿

童提供充分展现自己的舞台，放手让儿童尽情地表演，儿童

在这个舞台上，玩中学、学中玩，玩在其中，乐在其中，美

在其中。除了闪亮的舞台，教室、操场、不起眼的校园小角

落，都成了儿童们“玩美”实践展现自我的舞台。

5.玩美的历程。

《玩美驿站：追寻儿童精神的小学美育实践样态的研究》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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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建构
校内驿站玩美模式 校外驿站

玩美模式

云上驿站

玩美模式儿童自主玩 教师协助玩

玩趣
儿童为发起人，自主确定玩
的主题或玩的内容，召集有
同样兴趣的同玩伙伴。

驿站教师为发起人，根据儿
童感兴趣的议题，发起活动
邀请。

根据驿站的特点：自然驿站的
自然文化和场馆驿站的艺术
文化，确定活动主题，开展“行
前知美”活动，激发学生“玩
美”兴趣。

根据儿童的生活兴趣，或为
满足儿童延续部分驿站的体
验活动的要求，开放“云上
驿站”资源。

玩思
发起人与伙伴制定玩的内容
和玩的流程，并向驿站提出
预约申请。

驿站教师制定玩的内容和流
程，安排受邀班级分时段进
入驿站活动。

在《玩美手册》中制定详细
的玩美活动，学生可以借助

《玩美手册》，明析活动流程。

根据不同的驿站玩美主题，
提供线上活动流程。

玩创

在预约的时间，发起人带领
同玩伙伴按自主制定的流程，
进行玩的活动。发起人负责
全程的活动指导。

驿站教师组织班级学生按指
定时间进入驿站，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玩美创作活动，
教师从旁协助指导。

学生携带《玩美手册》，在
校外驿站中进行体验活动，
并根据活动要求，完成挑战、
搜集等任务。

儿童从“云上驿站”获得资
源和工具包，在线下和家长
或者伙伴一起创作。

玩味
活动结束后，发起人请同玩
伙伴对本次玩美活动进行点
评，向驿站提交玩美作品。

活动结束后，驿站教师组织
学生进行活动反馈，收集活
动作品，后期可以进行驿站
作品展评活动。

活动体验完毕，学生完善《玩
美手册》内容，形成完整的
活动体验记录，让本次“玩美”
活动留下美好印记。

在线上对驿站活动进行评价，
并将本次活动成果或作品上
传至“云上玩美印记”，作
为玩美活动纪念。

(《玩美驿站：追寻儿童精神的小学美育实践样态的

研究》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点资

助课题，2019年被评为江苏省第五批精品课题培育对象。

2020年上半年课题组完成部分“玩美驿站”及“玩美角

落”空间改造；2021年上半年课题相关的两篇文章在核心

期刊发表，2021年编写《玩美手册》并使用，2022年5月

顺利通过结题论证。同月，《玩美驿站：彰显儿童精神的

美育特色文化建构》被立项为2022年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基

地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

撰稿人：李晓慧、顾丹竹、张  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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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江苏省教育厅公布了2022年江苏省中

小学课程基地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名单。南京致远外国语

小学分校申报的《玩美驿站：彰显儿童精神的美育特色文

化建构 》成功立项。

《玩美驿站：彰显儿童精神的美育特色文化建构》项

目是2022年建邺区小学组唯一立项的省中小学课程基地

与学校文化建设项目，是学校继省“十三五”规划重点资

助课题《玩美驿站：追寻儿童精神的小学美育实践样态研

究》顺利结题后开启的延续研究。

《玩美驿站：彰显儿童精神的美育特色文化建构》

项目旨在贴近儿童

天性，彰显儿童精

神，以美为指向，

以 玩 和 游 戏 为 手

段，以具象或抽象

的驿站为载体，通

过多样化、趣味性

的美育活动，丰富

和发展儿童美育的

实践路径，为儿童

提供美育资源和服

务，引导儿童自主

感知美、理解美、

创造美、欣赏美。

在此过程中，以玩

美驿站的建构，儿

童精神的彰显，为

学校发展提供有力的文化引领，促进师生幸福成长，助力

学校内涵发展。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是致远教育集团的重要成员

校，以“明德惟馨，笃行致远”为校训，在“气质文化”

引领下，坚持“以美育人”的主张，将“美育实践样态”

的研究作为工作重点之一。学校将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基础

教育内涵建设项目的实施要求，进一步细化研究目标，聚

焦建设内容，丰富研究成果，完善保障体系，争取高品质

完成项目建设的目标任务。

撰稿人：毛文婧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分校
荣获江苏省中小学课程基地与
学校文化建设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