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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教学 她探索从“美育”到“育美”
济南市七里山幼儿园李大鹏引导学生在游戏中感受美

“和美”课堂 助力幼儿和美人生
济南经五路幼儿园齐宝清带领幼儿在玩乐中学美术

□记者 张鹏
见习记者 刘晓旭

在济南七里山幼儿
园，有这样一位老师，从教
26年来，她一直专注于幼
儿美育研究，在美术教学
中将“怡养幼儿性情”作为

风格追求，她在从“美育”
到“育美”的课程实践中，
确立了“以趣育美、以玩创
美、以美育人”的教育风
格，开启了她和孩子们的
美育之旅。她就是李大鹏，
一位热爱艺术，喜欢钻研、
尝试和分享的幼儿教师。

以趣育美，形成独特教学风格
说起自己的教学风

格，李大鹏告诉记者，她对
美术教学的探索，主要是
源于教学初期的困惑，“有
时面对孩子们的不会、不
敢、不想、不喜欢等问题，
我就想怎样才能让孩子喜
欢我的课呢？所以我就以

‘趣味美术’为切入点，深
入系统地开展游戏化、生
活化的幼儿趣味美术课程
研究，力争让幼儿的美术
活动趣味横生。”就这样，
在李大鹏的美术课上，学
生们在做游戏中感受美、
体验美、表现美和创造美，
李大鹏“以趣育美”的教学
风格也就应运而生。

说到“以趣育美”，李
大鹏表示，她通过创新方
式“启趣”、操作材料“引
趣”、变换形式“激趣”、生
活内容“添趣”，来唤醒孩
子对美术活动的兴趣。在
教学中，她结合幼儿年龄

特点，将美术与其他领域
融合，“比如我们开展了绘
本教学《蚂蚁与西瓜》，引
导孩子以手工制作的形式
再现图画书，既加深了对
绘本的理解，又体验了创
作的乐趣。”李大鹏说道。

“我们开展了很多活动，
挖掘生活中各种材料的潜
在价值，比如通过立体的版
铜、记忆的石头、多彩的树
叶、百变的瓶子等主题活
动。”李大鹏指着孩子的手
工作品介绍道，她经常带
领孩子走出去寻找生活的
乐趣，享受生活的美丽。在
她的带动下，哈气画、水
画、雪地画，一个个特殊形
式的画种在幼儿的创意下
诞生了，比如哈气画就是孩
子们在哈气的门窗玻璃上
创作的，水画是用水枪和喷
壶在墙面或地面创作的，“带
领孩子在大自然中感受

‘美’，尽情释放想象力。”

美术工作室，提升自己助推他人

据悉，为了更好地带领团队教师进
行“创意美术”游戏课程的探索与实践，
李大鹏在2013年成立了个人美术工作
室。对于这件事的契机，李大鹏表示，2012
年她在朋友的婚礼上看到一段水影视频
非常喜欢，于是就网购了一种进口材料，
折腾了两个月，才试验出适合孩子操作的
简易版水影。在班里尝试后，不但孩子们
感兴趣，园里喜欢艺术的老师们也喜欢，
大家就经常聚在一起讨论，于是就成立
了个人工作室，目前已经发展到园外。

“工作室团队里每个成员都在进行实
践研究，形成了各种教学小妙招，像我们
工作室的江老师用神奇童谣帮孩子养成

美工操作的好习惯，董老师用借形想象打
开幼儿的创造之门，李老师搞了个‘小线
条去旅行’活动，带领孩子们尽情想象，彭
老师通过倾听童语、解读童画，发现孩子
内心世界的灵动和秘密，理解孩子独特的
创意，记录孩子的成长。”李大鹏说，这些教
学智慧和妙招都已经在幼儿园中推广，同
时激发了其他领域的教学改革。

李大鹏还经常带领工作室的其他
成员进行“送教下乡”公益活动，他们的
足迹到过催马、东渴、西东、孔村、平房、
坟台、长清归德镇中心等多个幼儿园，
将新的理念带到农村幼儿园，为乡村的
孩子带去一份美的体验。

以美育人
促进师幼共同成长

除了正常的教学之外，李大
鹏还参与了许多美术课程教材
的编写。2008年时她就参与山
大版省编教材《教师用书》和

《幼儿用书》美术部分的编写，
还和工作室团队一起研发了
园本课程《幼儿创新美术集
锦》《幼儿手工巧制作》小中大
两套4册，现已投入使用。《玩转
彩泥.纸粘土课程》已经正式出
版，同时获得了济南市教育教学
优秀成果奖。

李大鹏坦言，师幼共同发展
才是幼教的主流，“做一个学生
和学科的快乐探究者，是我们这
个小团队的共同心愿。通过工作
室活动，引领教师从科研中求发
展，学习用新的理念指导教育
教学，学做反思型、创新型教
师。”李大鹏表示，经过长期的
教学实践，她学会了观察，关注
孩子的行为，学会了解读他们
的需求，给予顺势引导，及时地
支持和助推，从而激发孩子的
兴趣，促发孩子的思考，帮助孩
子体验成功。

说到关于未来的教学计划，
李大鹏的眼神中透露着坚定，

“我会用‘怡情育美’的做法带动
更多的老师，用温婉的品性与孩
子一起怡养性情，陶冶情操，享
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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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七里山幼儿园老师李大鹏。 受访者供图

济南经五路幼儿园齐宝清老师。 受访者供图

□记者 张鹏
见习记者 刘晓旭

在济南经五路幼儿
园，齐宝清是出了名的高
颜值才女老师，在她的带
动下，孩子们玩乐中不知
不觉就爱上美术。齐宝清
在市中教育这片沃土已
经度过了22个春秋，伴随
着市中“品质教育”的每个
里程，她也从一名普通的

幼儿教师成长为市中区十
佳教师、首席教师、济南市
学科带头人、山东省教学
技术能手。

经过多年凝炼与积
淀，结合幼儿园的艺术课
程，她始终追求着“和谐、
尚美”的教学风格，努力
构建“和美”的艺术课堂
教学模式，形成了自己独
具特色的“和美课堂”体
系。

幼儿园艺术领域包含
美术和音乐两个学科，艺
术离不开美，而“和美”也
就是“和谐、尚美”之意。
多年来，齐宝清在教学
过程中总结出“三和五
美四趣”教学法，以美求
真 ，以 美 启 智 ，以 美 育
人 ，努 力 创 造“ 和 而 不
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和美教育，促进每个幼
儿全面和谐发展。

据了解，从教 2 2年
来，和谐、尚美是齐宝清
的课堂目标，“和”就是
和谐的课堂。齐宝清通
过课题和课堂这两条主
线，努力将“和谐”深入
课堂。在课堂方面，经过
两轮近十年的研究，她
在艺术课堂上力争做到

“三和”：情境氛围之和、

教学目标之和、教学过
程之和，让师幼对话、互
动 奏 出 和 谐 美 妙 的 乐
章，为此，她先后荣获山
东省优质课一等奖、济
南市“一师一优课”一等
奖，两节教学活动分别
被2014年和2015年采用
为山东省远程研修课程
资源。

“教育因‘和’而‘美’，
和谐的教育是美的。”齐宝
清告诉记者，根据艺术领
域对美的要求，她在教
学中总结出了“和美课
堂”五步教学模式，也就
是欣赏美、发现美、创造
美、分享美、升华美。通
过这五步，不仅帮助学
生们爱上了美术课，也使
他们对生活中的美充满了
好奇和兴趣。

独创“三和五美四趣”教学法

带着这份理解与信念，在教学方
面，她带着课题组老师们做出了具体
改变。

“改变教学模式——— 利用微课
改变了传统美术教学以教师讲解为
主的方式，改变教学地点——— 把课
堂搬到大自然，改变教具形式———
开发幼儿园资源库，将教具室搬到
了网上，改变展示形式——— 首创幼
儿电子画册在全园推广。”齐宝清告
诉记者。

为了达到“和美”的教学目标，齐
宝清带领课题组成员开发了“童玩美

育”课程，通过环境育美、主题画展、
文化艺术节三项活动为幼儿艺术活
动添趣。每月一次的幼儿主题画展，
在幼儿园走廊定期展出，吸引着无数
家长和参观者驻足赞叹，优秀作品还
在山东书城幼儿园专场画展中首期
包场展出。

同时，齐宝清连续十五年承担组
织经五路幼儿园文化艺术节活动任
务，每年为每一位幼儿制作了一张属
于自己个性定制的《宝宝成长档案》
光盘，小小光盘已经成为孩子们每年
六一最珍贵的成长礼物。

每月举办一次幼儿主题画展

打造“和美宝贝”
与“和美教师”
“和美宝贝”展示的是和美

课堂的风采，也体现了和美课堂
的闪亮成绩。近年来，齐宝清所
指导的150余名幼儿分别在全国、
省市区的绘画、故事大王、经典诵
读等活动中获奖。2017年，她指导
大班幼儿参与了全国体育联盟展
示“童真彩虹”，2018年6月，齐宝清
带领幼儿在济南市阳光体育现
场会中游戏展示获得济南同行
称赞；2018年，齐宝清指导10名
幼儿在北京大学举办的3c立方
和挑战赛获得团体金牌。

“逼近‘和美教师’是我们老师
的目标，近十年来，我坚守着‘三和
五美四趣’的‘和美课堂’，使自己
努力朝着有深度的教学转型，让
幼儿逐渐走到教育的舞台中心，
架构起以幼儿为中心的教育生
态，同时也书写出了自己最美的
教学风景线。”齐宝清告诉记者，
她编写的十二册教材、二十多篇
教学笔记、教育案例等先后发表，
同时成立了首席教师工作室，帮助
集团园和本园教师发展，指导十多
位教师在省市区获奖。此外，她还
曾经先后走进24所民办、村办园送
教、送教研，指导环境创设。

“我将继续探寻‘和而不同、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共生’
的艺术教学之路，坚守‘以玩育
美’的核心理念，让和、美、趣、乐
落地生根、发芽开花，助力孩子
们的和美人生！”齐宝清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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