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5日晚，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丝网版画工作室，一名同学从
丝网中取出第一幅印制好的作品。 记者 万难 摄

“这个地方的明暗对比可以再强烈一点！”
“画面的构图应该稍微舒朗些……”
3月15日晚，四川美术学院版画系的丝网版画工作室，

一群师生正对创作的丝网版画作品进行最后的修改。
版画，一直是四川美术学院引以为豪的专业，江敉、谢

梓文、李少言、江碧波、袁吉中、康宁、钟长清、邵常毅等一大
批著名版画家都先后在此执教，产生了江敉的《战鼓》、江碧
波的《飞夺泸定桥》、袁吉中的《巧夺金沙江》等一批代表性
作品。目前，木刻版画、铜版版画、丝网版画、石版版画已成
为该校版画系最重要的四大画种。

“几天前，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作了重要讲话。系党总支决定，让师生
们自己动手，用丝网版画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
用艺术的形式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学习，入脑入心。”
川美版画系三版工作室主任金川教授说。

“用实际行动证明，当代大学生有着
坚定的理想信念”

事实上，类似的活动并不是川美版画系首次开展。去
年12月，版画系的师生们便用黑白木刻版画，展现了党的
十九大报告中“十四个坚持”的内容，广受好评。

“那次经历不仅是对自己专业水平的一次检验和提升，
更是对自己的一次精神洗礼。这一次，我又主动报名参加
了创作活动，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当代大学生有着坚
定的理想信念，我们关注国家大事，愿意为国家的繁荣富强
努力学习、奋发图强。”版画系研究生、学生党员徐子成说。

“要做好丝网版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川美版画系
木版工作室主任付继红介绍，丝网版画作为一种印刷技术，
在所有版画印刷中拥有最悠久的历史，但其作为一种艺术，
却是版画家族中历史最短的。

“丝网版画的原理是用纸或者其他硬片，镂空刻成图
样，然后用颜料通过镂空部分，印出图形。其制作过程总体
上分为制版和印刷两大部分。”付继红介绍，目前丝网版画
应用非常广泛，最常见的T恤花纹印制用的就是丝网印刷
法，还有诸如玻璃器皿、皮革、陶瓷、塑料等用品上的花纹，
很多也是用丝网印刷技法印的。

“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我们连续吃了
三天的盒饭”

3月13日晚，版画系的工作室里灯火通明，这是师生们
“开工”的第一天。

工作台上摆放着16张文稿：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是顶梁柱；
干部群众要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
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
创造高品质生活；坚持法治、反对人治；既讲法治又讲德
治；领导干部要讲政德，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领导干部
要多积尺寸之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强基层党支
部建设等。

如何把这些抽象的文字转化为具体形象的图案和符
号，这是制作丝网版画工序中最令人琢磨的部分，也最考验
师生们的功力。每一个主题，师生们都想了好几个方案，但
总是觉得不尽人意。

付继红背着手在工作室里来回走了好几圈，手中的画
笔突然落在地上，就在他弯腰捡笔的时候，一个念头冒了出
来：“握手礼是最基本的礼仪，为什么不用握手的姿势来表
达团结一致呢？”

众人一听，顿时兴奋起来。他们用紧紧相握的手组成
的心形来表达这个主题，心形的上方有盛开的鲜花和迎风
飘扬的党旗，两侧写了文字“团结一致、沉心静气”。完成初

稿后，众人轻轻地吐了一口气，抬头一看时钟，已经是凌晨
两点。

另一组负责“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师生也遭遇类似的问
题。最初师生们想用一组市民在公园锻炼的场景来阐述这
个主题，但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画面太简单苍白。最终，他们
将重庆大剧院、重庆美术馆、奥体中心等重庆的标志性建筑
作为文化符号列入画稿中，才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版画系大二学生闫帅中说，“为了
在最快的时间内完成作品，我们和老师们熬更守夜，连续吃
了三天的盒饭，金川和付继红教授都是在办公室睡的觉。”

“用直观生动的艺术形式宣传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效果特别好”

3月15日晚，16张丝网版画终于全部制作完成。
“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细节都凝聚了师生们的心血。”版

画系副主任韦嘉介绍，13日上午，学院组织召开了党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参加重
庆代表团审议时重要讲话精神。会后，校党委书记黄政、校

长庞茂琨、校党委副书记左益、学校宣传部部长贾安东、学
校思政部主任陈勇、版画系党总支副书记陈斌等人对文字
方案进行了反复讨论，最终确定了相关主题。16名学生和
版画系9名教职工党员当晚便开始参与作品创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作的重要讲
话，质朴凝练、内涵深刻，具有重大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在代表委员和干部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我们希望通过
这次的主题创作，发挥版画在党的思想宣传中的传统和优
势，用直观生动的艺术形式帮助人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激发师生干事创业的热情，推动学校各项
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接下来，学
校将把这批作品在学校进行专题展览，并在社区和中小学
进行巡展，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真正落实到重庆大地上。”黄政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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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美师生图绘总书记重庆团重要讲话精神
本报记者 匡丽娜

一切为了学生更好地学

系统化设计
送上马扶一程

何谓“五要素合格课堂”？
“‘五要素’指：一有明确、可测的学习目标；

二有足够的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活动时
间；三有科学的学习策略指导；四有指向学习目
标的真实学习反馈；五有民主平等、积极互赖的
师生关系。”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负责人解读。

而“五要素合格课堂”的“合格”，绝非指优
秀、良好、及格这种等级意义上的“合格”。“格”
指法式，标准；格局；规律。简而言之，“合格”是
要符合课程标准之格，符合学习规律之格。

从2015年10月起，江北区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启动“五要素合格课堂”建设。

首先，区教委、区教师进修学院从区域层面
进行了系统化的顶层设计，构建“五要素”课堂
标准，在全区学科教师形成共识，制定课改三大
行动计划。同时，采取“引—扶—查—研—考”
五大措施整体推进，以学科为单位实施“初建、
重建、示范”的研课模式。

其次，组建课改专家团队，深入13所课改试
验校，查看“合格课”，对症下药，全区范围开展
课改合格课“五要素”的学科解读和专题培训。
以主题化、序列化的方式，有理论有实践，解决
教师实践环节的难题。

与此同时，区域整体推进与精品教研活动
相结合，教研员、学科负责人、普通教师全员行
动，通过同课异构、上研究课、上示范课、演练竞
赛、联盟学校跨校研讨等多种形式，使课堂教学
在初建、重建的循环提升中一天天改变、一步步
优化。

如今，各学科和学校都在积极行动。
观音桥中学构建了教导处、教研组、备课

组、学科教师的四级管理体系。老师通过培训

学习，自觉把课堂“五要素”要求内化到教学设
计和教学现场，打造了语文、数学、物理、科技等
多个学科的精品课程，使课堂面貌焕然一新。
新村实验小学结合“五要素”，推动“新美课堂”
改革建构，激发学生独立思考、主动合作探究的
能力……

初中“七校联盟”协作推进“五要素课堂”，
并进行联合竞赛与考评。还有部分学科和学校
采取“微课”和“小课题”的方式细化研究“五要
素”的课堂实践。研究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的风
气成为常态，变革教学、优化课堂的氛围日渐
浓厚。

研修共同体
在共建活动中寻找真理

两年前，华新实验小学张倩老师一堂利用
废旧物品制作艺术品的美术课引起一番争论。
表面上，这节课气氛热烈，学生参与自主探究的
积极性很高。按照以往的标准，应该是很不错
的一节课。

“实际上我们观察，学生的思维并没有真正
动起来，对知识难点并没有深入思考。”“学生都
在急于展示自己的作品，没有养成认真倾听同
学意见的习惯，无助于改进自己的作品”……教
学研讨会上，区教研员组织学校老师们组成研
修共同体，以“五要素合格课堂”标准为参照，就
这节课展开热烈讨论。

“思维培育才是‘五要素合格课堂’的本质
和品质，自主合作探究的核心应该充满合逻辑
的思维、有品质的思维。”最后大家形成一致的
共识，课堂变革的一切都是为了学生更好地学，
而不是追求表面的热闹和喧哗。

事实上，类似的研修活动在“五要素合格课
堂”建设中已形成常态。

以学科为单位，区教师进修学院组织各校
开展“五要素”研究课603节、“五要素”主题教研
活动237次。各个学科研修团队积极开展教学
主题活动，化学学科开展“五要素课堂”建设的
教学设计比赛、教学技能比赛、评课活动比赛和
说课比赛。语文把“五要素”与字水中学的“主
题阅读”相结合，大数据详细记载推进过程。

全区范围还组织多次“课改合格课”实施特
色研讨活动。开展了“校长论课改”、“教研员谈
课改”、“教师考课改”、“学校晒课改”等活动，并
实行“全员卷入研讨打磨、重建展示对比分析、
跨区上课讨论交流、再查问题主题研究”4个步
骤，落实合格课。全区教研员还通过分组承包
片区学校的教研，蹲点抓特色，直接参加并指导
学校的“合格课”校本研究。

共同研磨下，更多教师对“五要素合格课
堂”有了更精准的把握。

华新实验小学数学老师聂英澜不久前到酉
阳送教下乡奉献的一节精彩课例就折服了当地
所有专家、教师。这节数学课前20分钟始终只
有2名同学能回答教师的问题，聂老师没有气
馁，而是围绕如何激发学生积极思考来层层引

入、设问，最终三分之二的同学都被激发起来，
敢于大胆发言、思考。

“下一步，我们要完善‘四级研修共同体’，
将教研员团队、学校教师团队、学科教研团队、
专题团队的研修共同体机制，把对‘五要素合格
课堂’的教研、培训、实践结合起来。”区教师进
修学院负责人说，通过这些举措，对“五要素”的
理解和认知要进一步强化。

为学而教
迎来区域课改百花齐放

“五要素合格课堂”建设虽然只是课程改革
深化的一个环节、一个局部，但却能够“倒逼”课
改，落实国家课程校本化，促进师生面貌、教学
关系以及成果效果等方面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五要素”的基础上，江北区相继产生了
鲤鱼池小学的“有氧课堂”、新村实验小学的“新
美课堂”、劳卫小学的“自主课堂”等各具特色的
课堂架构，还有十八中和两江实验中学的“灵动
课堂”、寸滩实验学校的“雅正课堂”、诚善中学
的“5S课堂”、蜀都中学的“235学本课堂”等。
其中，字水中学的“四步互动追错学习法”总结
出互动听课、课后练习、快速答疑、错题本复习4
个步骤。半年内，针对1000多名在校生学业水
平跟踪调查显示，超过79%的学生学业成绩有
不同程度的提高……如今，江北学校的课堂上，
教与学的关系在发生转变，学生有更多时间在
自主合作探究，师生状态正在发生可喜变化。

新村致远实验小学在书香、艺韵的特色培
育下快乐成长，米亭子小学的孩子们在体育选
修的走班制教学中生龙活虎，东风实验学校的
老师们从因循守旧走向了主动求变，毕业年级
教学从灌输死记走向了学法探究，部分学校组
建了中学“七校联盟”和小学“九校联盟“，形成
了各学科的教学集群研修。

“通过区域课程改革，就是要调整（变革）教
与学的关系，凸现学的地位和作用，赋予学生权
力和责任，从而从根本上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和教师的教学方式。”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
李大圣说。

今年，江北区还将开展中小学的其他非重
点实验学校的合格课展示，并启动中小学课改
重点实验学校的合格课考评。通过这样的步步
深入，让“五要素”在课堂中落地，实现教育学关
系的真正变革。

2017 年 12 月 5 日，
徐悲鸿中学学术报告厅
内，掌声不断。江北区
课程改革重点实验学校
（中学）“五要素课堂建
设 ”展 示 周 活 动 在 此
举行。

美术课上，罗山清
老师创造性设计学生给
老师画像环节，培养学
生们的观察力、想象力，
还将古诗词与美术教学
结合起来，用诗词大绘
的方式不仅加深学生对
诗词的理解，还激发学
生美术创作的欲望。

语文课上，陶仁玮
老师以茶叶为导入，通
过辨、识、闻、泡、尝……
充分调动学生们的感
官，令其领悟到作文中

“实写”与“虚写”的知识
点，破除写作难的魔咒。

……
“我们看到了同学

们的思考转化、智慧养
成和能力展示，看到了
老师在核心素养的培养
方面所付出的努力。”与
会专家给予江北“五要
素合格课堂建设”高度
评价，纷纷表示江北区
课程改革抓得细、做得
深、落得实，为江北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增添了更
多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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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五要素合格课堂”建设推进有声有色

精彩纷呈的科学实验课

▲部分版画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