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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牡丹花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牡丹花的特点；

2.掌握牡丹花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牡丹花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牡丹花瓣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花瓣拼装成牡丹花形状；

3.学会牡丹花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

沟通能力，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

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协同育人的

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牡丹花造型构思；

2.牡丹花的组装方法；

3.牡丹花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牡丹花的组装方法；

2.牡丹花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

例分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 导入

导入"焦骨牡丹"的故事

唐时，武则天到后苑游玩，只见天寒地冻，百花雕谢，万物

萧条，心里十分懊恼，对百花下诏令道:"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

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催"。
苑中，其他的花都开了，却独有牡丹花没有盛开，于是被贬

到洛阳一把火将牡丹花全部烧死，牡丹虽枝干已焦黑，但那盛开

的花朵却更加夺目。牡丹花就这样获得了"焦骨牡丹"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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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徐书信诗《牡丹传说》:"逐出西京贬洛阳，心高丽质压群芳。

铲根焦骨荒唐事，引惹诗人说武皇。"
2011年 5 月 23 日，牡丹传说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

呢？

对，是牡丹花，这是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赏牡丹》中描写

牡丹花的诗句。今天我们就跟随刘禹锡的这首《赏牡丹》来学习

牡丹花的拼摆-花开富贵。

融入思政元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陪外宾访问洛阳时也指

示“牡丹是国花，要大力发展”。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爱

花的民族、善于思考和发现的民族。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从中国牡丹文化千年发展中亦可见一斑。

1950 年冬,毛泽东在中南海花园散步,讲起武则天与牡丹的故

事并意味深长的说:“年轻人要具有牡丹的品格,不畏强暴,才能担

当起重任。”感怀革命先烈，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毛主席的

伟大领导和革命先烈的英勇奋战，牡丹花的精神激励我们要有责

任担当，不畏强暴，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继

承发扬牡丹精神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

广阔，实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

正品行之操，倾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

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学苦读之意志，增强学生的崇善助人之

爱心。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牡丹传说的故事讲下去

2.新授

1）牡丹花的作用：

牡丹花冷拼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牡丹花冷拼可以用在喜宴、迎宾宴中，迎宾宴中表达热烈欢

迎、友谊长存之意，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口福同时还

能得到美的享受。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牡丹花拼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
激发兴趣点，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
是对职业规划的一种思考。
2）牡丹花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牡丹花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https://baike.so.com/doc/6111886-632502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172932-5403700.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640078-24195277.html
https://baike.so.com/doc/23640078-241952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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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

化整合，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

学、设计学、原料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牡丹花料坯切制

①介绍牡丹花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心里美萝

卜切制成凤眼型料坯，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于拼摆成

型。

坯料修整整齐美观，厚薄均匀呈凤眼型；坯料宽度为 4厘米

左右。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

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

少营养成分流失，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

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营养、健康等问题。在制作过程中，

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②将腌渍好的料坯用拉刀法切制成薄片，用手捻成花瓣形状。

捻片时用力均匀，保持每片间距相等；每片花瓣要念成上宽下窄

的扇形 。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

识到腌渍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

析、检测的能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

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

懈，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

养艺术美学修养。

4）牡丹花拼摆组装

①将烫制好的澄面捏成五角形作为底托，将成型的花瓣抹上

沙拉酱有层次的摆入底托中，拼摆成牡丹花的形状，用胡萝卜刻

成花心放入牡丹花中间 。花瓣压干水分后要进行折边处理；拼摆

时要注意每层花瓣的造型手法。

融入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记录烫制澄面的温度和方法，学会主动

和研究的能力。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

来更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

具备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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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3．小节

1）拼摆过程中所需要的刀工技法；

2）色彩协调，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荷花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荷花的特点、颜色、寓

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牡丹花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

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

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

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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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客的对

象、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 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牡丹花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彩进

行搭配，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实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牡丹花主题相呼

应的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牡丹花冷拼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

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

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

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

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

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

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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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荷花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荷花的特点；

2.掌握荷花花瓣的染色技术；

3.熟悉荷花冷盘的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荷花瓣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花瓣拼装成荷花形状；

3.学会荷花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

通能力，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

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

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

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荷花造型构思；

2.荷花坯料的刀工处理；

3.荷花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荷花的组装方法；

2.荷花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

案例分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1.导入
导入仙女的传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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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是荷花是王母娘娘身边的一个美貌侍女玉姬。当初玉姬羡

慕人间双双对对，男耕女织动了凡心，来到杭州的西子湖畔。玉姬

流连忘返，忘情的在湖中嬉戏，到天亮也舍不得离开。王母娘娘知

道后用用莲花宝座将玉姬打入湖中，并让她“打入淤泥，永世不得

再登南天”。从此，天宫中少了一位美貌的侍女，而人间多了一种

玉肌水灵的鲜花。荷花是中国的传统名花。花叶清秀，花香四溢，

泌人肺腑。“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这首诗描写的是什

么呢？对，是荷花，这是宋代著名诗人杨万里《小池》中描写荷花

的诗句。今天我们就跟随杨万里的这首《小池》来学习荷花的拼摆

-晨晓荷香。

融入思政元素：

莲花，君子之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宋代文学

家周敦颐一篇《爱莲说》，把莲花的品质描写得入木三分，有迎骄

阳而不惧，出淤泥而不染的气质，名传千古。

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引用《爱莲说》一文借古喻今、以物励人，

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他要求党员干部有“莲花精神”。

干部要像莲花一样，不同流合污，要出淤泥而不染。在处理人

际关系和人情问题上，待人既真诚，乐于助人，又要坚持好原则，

更要讲党性，违纪违法，损害国家、群众利益和党的形象的事和言

论，绝不做，绝不说，不被人情世故所干扰；慎交友，慎管人，不

违背原则险走人情线，编织关系网。

“有五谷之实，而不有其名，兼百花之长，而各去其短”。莲

花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低调淡泊、不事张扬、无私奉献的襟怀。作为

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理应继续发扬好“莲花”这种低调、无私

奉献的精神，用心服务群众，用实干践行好党的宗旨，用激情创业

干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2.新授

1）荷花冷拼的应用

可以用在地方风味宴席、迎宾宴中，采用喜庆愉悦的色彩，象

征性的装盘手法和造型，来突出宴会的主题。在以荷花为主题的地

方风味宴席中使宴会主题更加鲜明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

口福同时还能得到美的享受。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烹饪赛项中中，冷菜拼摆是其中重要

的比赛项目，也是展现参赛选手烹饪技能的重要内容。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倒逼学生勤奋、刻苦学习。同时让学生明白怎么学，为什么学，学

了干什么，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指明方向。激发兴趣点，提高专业技

艺技能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塑造匠心、匠品人才，融

入工匠精神，为祖国储备后续人才力量。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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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2）作品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确定主题

融入思政元素：

挖掘整理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进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开拓创

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引导学生对课程

产生兴趣，对历史、艺术文化产生好感。

②整体布局我们运用的是绘画的布局原则

找准中心点在布局时不能把拼摆的所有内容都平等对待，需要一个

中心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荷花，所以应把荷花放在中心点这样可

以更充分地表现主题。

虚实结合，有画处为实，无画处为虚。在整个作品中，我们也

要虚实结合，是作品不要太满或太空，适当留白，使作品更加自然。

题款 在作品中我们题上一联与荷花相关的诗句，可以使整个

作品增加文化气息，可以让作品诗、书、画融为一体，让作品达到

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学习，提高学习能力和效率，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做到

理实一体化，并有机联系所所学科目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

整体构思能力，提高创作水平和认知水平，做好职业规划。

3）荷花花料坯切制

①讲解荷花拼摆所用原料及胚料的成型方法，荷花花瓣采用弧形

刀进行切制与修整注意花瓣的弧度和形状；修成两种不同规格的花

瓣。

融入思政元素：

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保证健

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

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培养学生敢于创新，勇于发

现新技术，使用新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保证作品质量。注重过程

中的德技并修。

4）荷花拼摆（花瓣的切制及成型）

①将切好的胚料用拉刀法切制成薄片，头尾保持完整。拉片

均匀；保持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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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思政元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

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培

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

学修养。

5）荷花拼摆（荷花花瓣的染色工艺）

①将紫菜头榨成汁，把切好片的荷花花瓣顶部放入紫菜头汁

中浸泡 1 分钟上色。选用天然色素上色，不能使用人工色素;掌握

好染色时间，染色后将多余染料迅速吸干。

融入思政元素：

在上色过程，采用食材本身的色彩，提高学生对原材料本质的

认识和研究，加大研究力度和探索的主动性，发现和利用食材的本

质属性。安全是饮食的第一要务，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指导学生

正确认识色素的正确使用规范，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修行，真正做

到德技并修，为祖国培养优秀合格的匠才。

6）荷花拼摆（荷花花瓣的组装）

①将白萝卜刻成六角形作为底托，将成型的花瓣抹上沙拉酱

有层次的摆入底托中，拼摆成荷花的形状，用胡萝卜刻成花心放入

荷花中间。花瓣压干水分后再进行拼摆；拼摆时要注意每层花瓣的

造型手法。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来

更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具

备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合理处理剩余废料和垃圾，做到垃圾分类合理有序

3.小节

1）拼摆时花瓣的造型手法；

2）色彩搭配巧妙，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10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花篮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花篮的特点、颜

色、寓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荷花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理论实践相结合，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充

分调动学生积极性。

提高自我学习，自我规划，自我控制的能力，形成前瞻性和规

划性，形成有序自我职业规划。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客

的对象、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荷花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

彩进行搭配， 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食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4.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荷花主题相呼

应的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荷花冷拼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

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

民族自豪感.
2.像莲花一样，忠直清廉。“苍蝇叮专有缝的蛋”，为人处事清

廉刚正，不法分子、小人之徒才无计可施。古人常说：无欲则刚，

就是这个道理。

3.加强修养，就是要培育发扬好“莲花精神”，炼就“金刚不

坏之身”。干部要加强学习，不断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从源头上

扎牢理想信念的根，划清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等基本界限，增

强政治敏锐性和鉴别力。

4.“志正则众邪不生”。当坚贞不渝如莲花一般，始终秉持高

洁正直、刚正不阿的高尚人格。行得端，坐得正，前途之路走更加

广阔，更加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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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花篮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花篮的特点；

2.掌握花篮坯料的切制技术；

3.熟悉花篮拼摆的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花篮坯料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配好的坯料拼装成花篮形状；

3.学会花篮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花篮造型构思；

2.花篮坯料的刀工处理；

3.花篮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花篮的组装方法；

2.花篮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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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北京天安门花篮的故事。

在天安门广场有一个由全国各地代表花卉组成的巨大花篮，上面有祝

福祖国和万众一心的字体，这个巨大花篮是为了庆祝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1周年，巨大的花篮是由玻璃钢材质制作的，篮中有全国各地具有

代表性的花以及寓意收获的果实，体现了百花齐放，硕果累累。代表我们

人民群众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戮力同心，共克时艰的决心和勇气。

花坛底部则以鲜花构成 10颗红心为主要特色，与花果篮共同寓意全国各

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万众一心、攻坚克

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伟大胜利。同时祝福中华儿女幸福安康，祝愿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栀子蜀葵迎百合,榴花含笑一篮斜”，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对，

是花篮，这是古诗《花篮图》中描写花篮的诗句。今天我们就跟随这首《花

篮图》来学习花篮的拼摆-锦绣花篮

融入思政元素：

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我们的国家和人

民，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努力提升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提高

我国的国际地位，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广阔，实

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正品行之操，倾

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

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助人之爱心。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文化的故事讲下去

2.新授

1）花篮的冷拼的应用

花篮冷拼：可以用在迎宾宴、开业庆典中，我们可以采用喜庆愉悦的

色彩，象征性的拼摆手法和造型，来衬托出宴会的主题。迎宾宴中表达热

烈欢迎、友谊长存之意，可以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口福同时还

能得到美的享受。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烹饪赛项中，冷菜拼摆是其中重要的比赛项

目，也是展现参赛选手烹饪技能的重要内容。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9%9D%A2%E5%BB%BA%E6%88%90%E5%B0%8F%E5%BA%B7%E7%A4%BE%E4%BC%9A/694417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9%9D%A2%E5%BB%BA%E6%88%90%E5%B0%8F%E5%BA%B7%E7%A4%BE%E4%BC%9A/694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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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应用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倒逼学生勤奋、刻苦学习。同时让学生明白怎么学，为什么学，学了干什

么，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指明方向。激发兴趣点，提高专业技艺技能水平，

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塑造匠心、匠品人才，融入工匠精神，为祖国

储备后续人才力量。

2）花篮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花篮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

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花篮底托拼摆

①讲解演示花篮底托的成型方法，将澄面捏成花篮的篮边、篮身、

篮底三个部分。澄粉烫制成熟，保持粘性；捏成花篮身体的形状，各部位

比例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分析解读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树立良好的

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

在制作过程中，培养规范化、数据化意识，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

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4）花篮拼摆(坯料切制)
①讲解花篮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心里美萝卜、白萝

卜、青萝卜切制成凤眼型坯料，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于拼摆成

型。

篮沿坯料修成长 7厘米长条，篮身坯料修成长 8厘米左右的梭形片，

篮底修成 4厘米凤眼形坯料；注意不同部位原料的色泽搭配。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识到腌渍

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析、检测的能力。

崇尚节约，提倡节俭，在制作过程中，充分利用好原料，做到适度，适时，

养成良好的节约和卫生的习惯。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

艺术美学修养。

5）花篮拼摆（花篮的切片与拼摆）

①将花篮的篮边、篮身、篮底分别切制进行拼摆。切片厚度保持在

0.1厘米左右，厚薄均匀，整齐美观；拼摆时注意码面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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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花篮拼摆（花篮篮把、花朵的拼摆）

①将蒜苔进行焯水处理，分成三股编成辫子形，蛋皮切成菊花形。

蒜苔焯水时火候的掌握;注意蛋皮的卷制方法。

3.小节

1）注意花篮不同部位修料的方法；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迎客松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迎客松的特点、颜色、

寓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荷花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自主学习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约精神。提

高自我学习，自我规划，自我控制的能力，形成前瞻性和规划性，形成有

序自我职业规划。

5.课后记

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花篮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彩进行搭

配， 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食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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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花篮主题相呼应的古诗

词元素，既增加了花篮冷拼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

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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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迎客松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迎客松的特点；

2.掌握迎客松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迎客松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原料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原料拼装成迎客松形状；

3.学会迎客松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

沟通能力，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

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协同育人的

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迎客松造型构思；

2.迎客松的组装方法；

3.迎客松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迎客松的组装方法；

2.迎客松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

案例分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迎客松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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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客松象征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和平友谊。

迎客松姿态优美，枝干遒劲，虽然饱经风霜，却仍然郁郁苍

苍，充满生机。它有一丛青翠的枝干斜伸出去，如同好客的主人

伸出手臂，热情地欢迎宾客的到来，由此叫迎客松。

此松是黄山松的代表，乃至整个黄山的象征，它恰似一位好

客的主人，挥展双臂，热情欢迎海内外宾客来黄山游览。此外，

还有送客松、陪客松。迎客松在玉屏楼左侧、文殊洞之上，倚青

狮石破石而生，高 10米，胸径 0.64米，地径 75厘米，枝下高 2.5
米，树龄至少已有 800年，黄山四绝之一。

其一侧枝桠伸出，如人伸出一支臂膀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另一只手优雅地斜插在裤兜里，雍容大度，姿态优美。是黄山的

标志性景观，景物。迎客松的知名度可谓高矣。上至庄严的人民

大会堂，下至车站码头，随处都会发现它的身影，甚至就连宾馆

的屏风，庭院的影壁，也有迎客松的雅姿。登堂入室的迎客松，

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人民和平友谊的象征。

“霄云蕴碧拂境松，挺拔远近看清空。四季轮转点苍翠，一生

傲奇笑春风。”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

对，是迎客松，今天我们就跟随这首诗来学习迎客松的拼摆。

融入思政元素：
中国拥有五千年的悠远历史，国人向来有好客的文化传统，

孔子有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

中国是一个好客的国家，也是一个好客的民族，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好客文化是我国的优点，是值得继承和发展，并发扬

光大。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

广阔，实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

正品行之操，倾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

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助人

之爱心。

2.新授

1）迎客松的作用：

迎客松冷拼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迎客松冷拼可以用在朋友聚会、迎宾宴中，迎宾宴中表达热

烈欢迎、友谊长存之意，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口福同

时还能得到美的享受。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迎客松拼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
激发兴趣点，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
是对职业规划的一种思考。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能
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倒逼学生勤奋、刻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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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迎客松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迎客松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

化整合，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

学、设计学、原料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迎客松料坯切制

①介绍迎客松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心里美萝

卜切制成凤眼型料坯，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于拼摆成

型。

坯料修整整齐美观，厚薄均匀呈凤眼型；坯料宽度为 2厘米

左右。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

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

少营养成分流失，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制作过程中，坯

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②将腌渍好的料坯用拉刀法切制成薄片，用手捻成花瓣形状。

捻片时用力均匀，保持每片间距相等；每片要念成上宽下窄的扇

形 。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

识到腌渍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

析、检测的能力。

精益求精的技术技艺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培养

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

学修养。

4）迎客松拼摆组装

①将烫制好的澄面捏成松树树冠的形状作为底托，将成型的

叶片抹上沙拉酱有层次的摆入底托上，拼摆成迎客松的形状，用

鸡蛋干刻出迎客松的主要枝干 。拼摆时要注意每层叶片的造型手

法。

融入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记录烫制澄面的温度和方法，学会主动

和研究的能力，记录实践数据结果，支持反馈教材理论知识，加

大理论实践有机统一和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来更

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具备

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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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3．小节

1）拼摆过程中所需要的刀工技法；

2）色彩协调，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长城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长城的特点、

颜色、寓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迎客松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利于学生养成温故知新、脚踏实地、团结协作的创业者精

神。自主学习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

约精神。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

技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

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

宾客的对象、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迎客松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

的色彩进行搭配，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实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迎客松主题相

呼应的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

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

族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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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

技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

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

方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

持，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

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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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长城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长城的特点；

2.掌握长城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拼摆原料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原料拼摆成鸽子的形状；

3.学会长城雕刻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

沟通能力，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

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协同育人的

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长城造型构思；

2.长城的组装方法；

3.长城的雕刻手法。

教学难点：

1.长城的组装方法；

2.长城雕刻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

案例分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长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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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明正德年间,有一位名叫易开占的修关工匠,精通九九

算法,所有建筑,只要经他计算,用工用料十分准确和节省。监督修

关的监事管不信,要他计算嘉峪关用砖数量,易开占经过详细计算

后说: "需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块砖。“监事管依言发砖,并说:

“如果多出一块或少一块,都要砍掉你的头,罚众工匠劳役三年。"

竣工后,只剩下一块砖,放置在西瓮城门楼后檐台上。监事管发党后

大喜,正想借此克扣易开占和众工匠的工钱,哪知易开占不慌不忙

的说: "那块砖是神仙所放,是定城砖,如果搬动,城楼便会塌掉。“监

事管一听,不敢再追究。从此,这块砖就一直放在原地,谁也不敢搬

动。现在,此砖仍保留在嘉峪关城楼之上。

融入思政元素：

万里长城永不倒，人民劳动最光荣，万里长城来象征中国人

一种坚不可摧的精神。长城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遏制过无数

外敌的入侵，其雄浑磅礴的气势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坚决反

对打击反华势力和对祖国有害的各种行径，加强民族自豪感。

"1935年 10 月毛主席在《清平乐·六盘山》不到长城非好

汉"，抒发了"长缨在手"定当"缚住苍龙"的革命豪情。中华民族的

一种精神气魄，一种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

不易，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

而广阔，实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

志，正品行之操，倾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

丽中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

助人之爱心。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文化故事讲下去

2.新授

1）长城的作用：

长城是长城看成一种中华民族的象征，民族精神的象征.它象

征中华民族龙脉传承，象征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长城拼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激

发兴趣点，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是

对职业规划的一种思考。

https://baike.so.com/doc/6788600-70052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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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雕刻可以用在民族文化宣传活动中，在活动中体现中华

民族

悠久历史之意，为活动锦上添花，让观众们感受到万里长城

永不倒的民族精神。

2）长城雕刻（雕刻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长城雕刻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

化整合，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

学、设计学、原料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长城料坯切制

①介绍长城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握笔刀法等刀法将白萝

卜修成长方块的形状。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

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

少营养成分流失，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

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营养、健康等问题。在制作过程中，

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②将切好的料坯用雕刻刀修出长城的大体形状，用雕刻刀刻

出城墙、墩堡、营城、镇城烽火台等多种防御工事。用拉刻刀刻

出城墙砖石的纹路。将大块的废弃原料粘合做出绵延起伏的假山。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

识到腌渍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

析、检测的能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

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

懈，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

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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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4）长城拼摆组装

①将刻好城墙、墩堡、营城、镇城烽火台等部分拼接放在

假山上，组装出万里长城绵延起伏的效果，在假山上撒上西蓝

花碎做出绿植。

融入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自主探索、学会主动和研究的能力。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来

更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具

备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3．小节

1）拼装过程中所需要的雕刻技法；

2）色彩协调，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山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山的特点、颜色、

寓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长城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1.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

技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

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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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

刀方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

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

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

宾客的对象、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长城雕刻的拼装需要不同的

色彩进行搭配，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实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长城主题相呼

应的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

化修养。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

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

技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

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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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山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山的特点；

2.掌握山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拼摆原料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原料拼摆成山的形状；

3.学会山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

沟通能力，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

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协同育人的

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山的造型构思；

2.山的组装方法；

3.山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山的组装方法；

2.山的雕刻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

案例分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青山绿水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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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0月 18日，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坚持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生态环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

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

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

良好加强生态文明教育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首诗描写的是什

么呢？

对，是山，这是宋代代著名诗人苏轼《题西林壁》中描写山

峰的诗句。今天我们就跟随苏轼的这首《题西林壁》来学习假山

的拼摆

融入思政元素：

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生态文明的重要论述与授课内容有机融合，结合学校行业特点

和学科专业特色，把具有行业特色的生态文化贯穿于教育教学过

程，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崇尚保护环境、节约资源

的生态文明的理念，切实增强学生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

广阔，实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

正品行之操，倾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

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助人

之爱心。

2.新授

1）山的作用：

山是象征着坚强，无畏，勇气，不倒的精神，山更是民族精

神的象征。

山的拼摆可以用在民族文化宣传活动中，在活动中体现中华

人民坚强、无畏的性格，百折不挠的精神，为活动锦上添花，让

观众们感受到中华民族的精神。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

练，倒逼学生勤奋、刻苦学习。同时让学生明白怎么学，为什么

学，学了干什么，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指明方向。激发兴趣点，提

高专业技艺技能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塑造匠心、匠

品人才，融入工匠精神，为祖国储备后续人才力量。

2）山的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山的拼摆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66099935&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6623718&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0856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60856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2878650&ss_c=ssc.citiao.link
http://guoxue.baike.so.com/query/view?id=d94d0f7e6ec4cc8dfd6604e0570a24a7&type=poem
http://guoxue.baike.so.com/query/view?id=d94d0f7e6ec4cc8dfd6604e0570a24a7&type=po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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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

化整合，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

学、设计学、原料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山料坯切制

①介绍山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心里美、白萝卜、

胡萝卜切制成圆柱型料坯，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于拼

摆成型。坯料修整整齐美观，呈圆柱形；坯料直径为 3厘米左右。。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

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

少营养成分流失，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

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营养、健康等问题。在制作过程中，

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②将腌渍好的料坯用直刀法切制成薄片，用手摆出椭圆形。

摆片时码片均匀，保持每片间距相等；摆出高低起伏的感觉。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

识到腌渍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

析、检测的能力。“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

式，运刀方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

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

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4）山的拼摆组装

①将摆好的假山从低到高依次递进的方式摆在盘子上，摆出

上绵延起伏的感觉。假山压干水分后要进行去废料的处理；拼摆

时要注意山体起伏。

融入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记录烫制澄面的温度和方法，学会主动

和研究的能力。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

来更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

具备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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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节

1）拼摆过程中所需要的拼摆技法；

2）色彩协调，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葫芦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葫芦的特点、颜

色、寓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假山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

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

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

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

客的对象、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山拼摆的拼装需要不同的色彩

进行搭配，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实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山主题相呼应

的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

养。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

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

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

方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

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

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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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葫芦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葫芦的特点；

2.掌握葫芦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葫芦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葫芦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葫芦形状；

3.学会葫芦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葫芦的组装方法；

2.葫芦造型构思；

3.葫芦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葫芦的组装方法；

2.葫芦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葫芦娃的故事。



31

传说一位采药老人得到一颗葫芦籽，种出七色葫芦。这七色葫芦长成

红、橙、黄、绿、青、蓝、紫 7个葫芦娃，个个力大无比，身怀绝技，他

们为救出被蝎子精和蛇精抓去的爷爷，凭着个人的本领，一个接一个地深

入妖洞与妖精搏斗，但都被魔法高强、诡计多端的妖精一一击败，最终把

爷爷就出来。

“藤蔓枝间葫芦摇，牵牛花红朵羞娇。”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对，

是葫芦和牵牛花，这是现代诗《咏葫芦》中描写葫芦的诗句，葫芦是我国

最原始的吉祥物之一，葫芦是由圆构成的，象征着和谐美满。葫芦谐音“福

禄”，在民间有着美好的寓意。今天我们就跟随《咏葫芦》来学习葫芦的

拼摆。

融入思政元素：

兄弟齐心，合力断金，祖国的繁荣离不开民族大团结，“56个民族，56
多花，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朵朵哟哪个开在也阳光下，党把雨露洒

下来哎，万紫千红放光华罗”，维护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友谊，是我们每

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坚决反对分裂势力，维护祖国稳定和大团结。

2.新授
1）葫芦的冷拼的应用

葫芦冷拼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葫芦有着长寿的寓意，可以用在寿宴中，拼摆时采用喜庆愉悦的色彩，

象征性的装盘手法和造型，用来表达健康长寿之意，来突出宴会的主题，

使宴会主题更加鲜明。 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口福同时还能得

到美的享受。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倒逼

学生勤奋、刻苦学习。同时让学生明白怎么学，为什么学，学了干什么，

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指明方向。激发兴趣点，提高专业技艺技能水平，培养

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塑造匠心、匠品人才，融入工匠精神，为祖国储备

后续人才力量。

2）葫芦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葫芦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葫芦拼摆(坯料切制)
①讲解葫芦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胡萝卜、白萝卜、

心里美萝卜切制成梭形坯料。坯料厚度为 0.3厘米，长度 8厘米的梭形片；

坯料修好后整齐美观、厚薄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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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

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营养、

健康等问题。在制作过程中，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

严谨、思考的习惯。

4）葫芦拼摆（葫芦坯料焯水处理）

①将坯料的放入沸水中焯水至色，捞出放入冷水中过凉即可。沸水

下锅，变色即可；冷水过凉，保持色泽。

5）葫芦拼摆（葫芦的切片处理及底托成型）

①将焯好水的坯料用拉刀法切制成薄，澄粉捏成葫芦形状。拉片均

匀；保持形态完整；注意葫芦中间分界线的处理方法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识到腌渍

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析、检测的能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养熟练

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培养树立工匠精神，

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6）葫芦拼摆（葫芦的组装）

①将捏好的葫芦底托均匀涂上沙拉酱，将切好的坯料均匀的覆盖在

底托上面。根据葫芦坯料的宽度修整坯料；注意葫芦中间分界线的处理方

法。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来更好服

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具备融汇

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33

3.小节

1）底托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瓜楞的捏制；

2）色彩搭配巧妙、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竹笋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竹笋的特点、颜色、寓

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葫芦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

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

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

为人才。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客的对象、

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葫芦主题相呼应的古诗

词元素，既增加其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现中

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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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竹笋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竹笋的特点；

2.掌握竹笋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竹笋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竹笋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竹笋形状；

3.学会竹笋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竹笋的组装方法；

2.竹笋造型构思；

3.竹笋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竹笋的组装方法；

2.竹笋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仙女传说的故事。

教 学 步 骤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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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竹笋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竹笋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挖掘整理优秀传统文化，积极进取，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开拓创新，融

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对

历史、艺术文化产生好感。

3）竹笋坯料切制拼摆

①讲解竹笋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胡萝卜、白萝卜、

心里美萝卜切制成凤眼形坯料。坯料厚度为 0.8厘米，宽度为 4厘米的凤

眼片；坯料修好后整齐美观、厚薄均匀。

融入思政元素：

精益求精，追求卓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

方式，运刀方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

持不懈，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

术美学修养。

4）竹笋拼摆（竹笋坯料焯水处理）

①将坯料的放入沸水中焯水至色，捞出放入冷水中过凉即可。沸水

下锅，变色即可；冷水过凉，保持色泽。

融入思政元素：

在原料焯水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保证健康饮食

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

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4）竹笋拼摆（竹笋的切片处理及底托成型）

①将焯好水的坯料用拉刀法切制成薄，澄粉捏成竹笋形状。拉片均

匀；保持形态完整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敢于创新，勇于发现新技术，使用新手段，提高工作效率，

保证作品质量。注重过程中的德技并修。

4.竹笋拼摆（竹笋的组装）

①将捏好的竹笋底托均匀涂上沙拉酱，将切好的坯料均匀的覆盖在

底托上面。注意竹笋贴片的顺序；注意每种原料色泽的搭配。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来更好服

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具备融汇

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合理处理剩余废料和垃圾，做到垃圾分类合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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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节

1）原料初步熟处理方法准确；

2）色彩搭配巧妙、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金鱼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金鱼的特点、颜色、寓意和

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竹笋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自主

学习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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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客的对象、

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竹笋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彩进行

搭配， 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食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竹笋主题相呼应的古诗

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

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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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金鱼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金鱼的特点；

2.掌握金鱼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金鱼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金鱼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金鱼形状；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金鱼的组装方法；

2.金鱼造型构思；

3.金鱼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金鱼的组装方法；

2.金鱼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童第周和金鱼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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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1973 年 10 月“中国克隆之父”童第周——一条金鱼震动世界。一

种全新的金鱼让世界震动。英国皇家科学院的大英百科全书刊印了它的照

片；著名画家吴作人还专门为它创作了《睡莲金鱼图》，生动记录了这个

生命科学的奇迹——几尾小金鱼嬉戏着穿梭在莲叶中，打头一尾却与众不

同：金鱼的身子却长着鲫鱼的尾巴。

这是中美生物科技第一次交流合作的成果：中国科学家童第周和美籍

华人科学家牛满江以金鱼为材料,研究细胞质中的核糖核酸在发育和遗传

中所起的作用。他们发现了显著的金鱼尾鳍变异

现象。后来国际生物学界用培育者的名字命名了这条鱼：童鱼。

所以民间还有用图画“鱼”来表现“连年有余” 等以预示生活富裕。

“尾展拖轻縠，妆新炫绛霓”。这是古诗《海棠金鱼》中描写金鱼的诗

句，今天我们就跟随这首《海棠金鱼》来学习金鱼的拼摆—金玉满堂。

融入思政元素：

童第周少年勤学、海外求学、立志科技兴国、勤勤恳恳地奉献自己在

生物学教学科研工作的经历描写，为我们呈现出童第周勤奋好学的一生。

作为老一辈科学家，童第周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爱国主义情怀对年轻一代的

中国人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作为新时代的我们应该努力专研专业，为祖国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培养严谨的治学态度。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广阔，实

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正品行之操，倾

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国而不成！

2.新授

1）金鱼的冷拼的应用

金鱼冷拼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金鱼拼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激发兴趣点，

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是对职业规划的一种思

考。

2）金鱼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金鱼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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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3）金鱼拼摆(坯料切制)
①介绍金鱼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心里美萝卜、胡萝卜、

白萝卜、青萝卜切制成凤眼型坯料，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于拼

摆成型。

②金鱼坯料切制的操作要领 ：坯料修成圆柱形长条和凤眼片；尾巴

和鳞

片采用不同色泽的原料进行搭配。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

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金鱼拼摆（金鱼底托的制作）

①将澄面团捏成金鱼的形状

②操作要领：澄粉烫制成熟，保持粘性；捏成金鱼身体的形状，各部

位比例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

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营养、健康等问题。在制作过程中，坯料

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5）金鱼拼摆（金鱼翅膀的切制）

①将腌渍好的坯料切制成薄片，用手碾成扇形。

②操作要领：拉片均匀；保持形态完整

融入思政元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养

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培养树立工匠

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6）金鱼拼摆（金鱼的拼摆与组装）

①将切好的坯料从尾部开始依次粘贴到底托上面。

②操作要领：鳞片、尾巴颜色搭配合理，层次分明；鳞片、尾巴黏贴

要错落有致整齐美观。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识到腌渍

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析、检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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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节

1）底托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瓜楞的捏制；

2）色彩搭配巧妙、空间使用合理；

3）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鸳鸯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鸳鸯的特点、颜色、寓

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金鱼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

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

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

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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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客的对象、

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金鱼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彩进行

搭配， 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食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金鱼主题相呼应的古诗

词元素，既增加了金鱼冷拼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

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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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鸳鸯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鸳鸯的特点；

2.掌握鸳鸯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鸳鸯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鸳鸯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鸳鸯形状；

3.学会鸳鸯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鸳鸯的组装方法；

2.鸳鸯造型构思；

3.鸳鸯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鸳鸯的组装方法；

2.鸳鸯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关于爱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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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故事发生在东汉建安年间，才貌双全的刘兰芝和庐江小吏焦仲卿真诚

相爱。可婆婆焦母因种种原因对刘兰芝百般刁难，兰芝毅然请归，仲卿向

母求情无效，夫妻只得话别，双双“誓天不相负”。

兰芝回到娘家，慕名求婚者接踵而来，先是县令替子求婚，后是太守

谴丞为媒。兰芝因与仲卿有约，断然拒绝。然而其兄恶言相向，兰芝不得

已应允太守家婚事。仲卿闻变赶来，夫妻约定“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

为连理枝”。兰芝出嫁的喜庆之日，刘焦二人双双命赴黄泉，成千古绝唱。

全诗的结尾是这样的：“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

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

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

“鸳鸯交颈绣衣轻，碧沼藕花馨”。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对，是

鸳鸯，这是唐朝诗人毛文锡在《诉衷情》中描写鸳鸯的诗句，今天我们就

跟随毛文锡这首《诉衷情》来学习鸳鸯的拼摆——荷塘清趣

融入思政元素：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

层面的价值准则。

爱情是家庭的基础，和睦团结的家庭离不开祖国的繁荣和昌盛，有大

家才有小家，社会的稳定，人民的幸福，离不开中国共产的的伟大领导和

劳动人民的共同努力。

2.新授

1）鸳鸯的冷拼的应用

鸳鸯冷拼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鸳鸯代表着成功，可以用在喜宴中，采用喜庆愉悦的色彩，象征性的

装盘手法和造型，来突出宴会的主题。。比如在喜宴中表达的是喜庆吉祥、

恩爱美好之意。使宴会主题更加鲜明。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口

福同时还能得到美的享受。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鸳鸯拼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激发兴趣点，
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是对职业规划的一种思
考。
2）鸳鸯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鸳鸯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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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鸳鸯拼摆(坯料切制)
①介绍鸳鸯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白萝卜、心里美萝

卜、胡萝卜、青萝卜切制成凤眼型坯料，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

于拼摆成型。

②鸳鸯坯料切制的操作要领 ：坯料厚度为 0.3 厘米，长度 4-5 厘米

的三角形薄片；修成四种不同规格颜色的坯料。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分析解读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树立良好的

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

在制作过程中，培养规范化、数据化意识，块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

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4）鸳鸯拼摆（鸳鸯底托的制作）

①将澄面团捏成鸳鸯的形状。

②操作要领：澄粉烫制成熟，保持粘性；捏成鸳鸯身体的形状，各

部位比例恰当。

5）鸳鸯拼摆（鸳鸯翅膀的切制）

①将腌渍好的坯料用拉刀法切制成薄片，用手碾成扇形。

②操作要领：拉片均匀；保持形态完整

5）鸳鸯拼摆（鸳鸯的拼摆与组装）

①将切好的坯料从尾部开始依次粘贴到底托上面。

②操作要领：羽毛颜色搭配合理，层次分明；捻片均匀呈扇形。

融入思政元素：

具备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合理处理剩余废料和垃圾，做到垃圾分类合理有序；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

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3.小节

1）底托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瓜楞的捏制；

2）色彩搭配巧妙、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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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鸽子冷拼，查阅资料了解喜鹊的特点、颜色、寓意

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鸳鸯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约精神。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

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

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

为人才。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客的对象、

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鸳鸯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彩进行

搭配， 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食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鸳鸯主题相呼应的古诗

词元素，既增加其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现中

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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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题 鸽子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鸽子的基本形体结构；

2.掌握鸽子雕刻的操作要领；

3.熟悉鸽子雕刻组装的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烹饪美学知识进行整体构图；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鸽子形状；

3.学会鸽子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鸽子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鸽子大型的轮廓；

3.鸽子的雕刻手法。

教学难点：

1.鸽子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鸽子雕刻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2．导入

导入和平鸽的故事。

课 堂 教 学 教 案



48

教 学 步 骤 备 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

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

重要讲话。

最后飞过天安门上空的 7 架直 8B 直升机再次拉出七色彩烟，标志着

今天空中梯队的精彩展示圆满落下帷幕！7 万羽和平鸽在从天安门广场展

翅飞向湛蓝的天空，象征着中国人民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坚定信念！

融入思政元素：

鸽子象征和平，已成地球人共识。每逢重大的庆典活动，总少不了鸽

子的身影，人们通过放飞鸽子，以表达喜悦的心情和对和平的期盼。鸽子

作为和平的象征，同时也是世界交流和平共识和音符。明代，还出现了世

界上最早的鸽文化专着——《鸽经》。中国文化则把鸽子视为信义和家庭

和睦的标志。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激励和督促我们勇往直前，中国自

古至今都注重“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

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

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

平"。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广阔，

实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正品行之操，

倾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

勤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助人之爱心。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和平音符传递全世界。

https://baike.so.com/doc/5696540-59092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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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2.新授

1）鸽子的作用：

①和平鸽是和平、友谊、团结和圣洁的象征。

②和平鸽冷拼可以用在老友重逢，迎宾宴中表达热烈欢迎、友谊长

存之意，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口福同时还能得到美

的享受。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鸽子雕刻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激发兴趣

点，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是对职业规划的一

种思考。

2）鸽子雕刻（雕刻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鸽子雕刻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鸽子雕刻(坯料粘接)
①介绍鸽子雕刻过程中所用原料，改刀改刀成形，组合成大形，节

约用料，符合食品安全和卫生要求。

②操作要领 ：坯料要有斜度；粘合时一定要擦干水分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
4）鸽子雕刻（绘画构形）

①把粘接好的原料，勾画出大形。

②操作要领：掌握比例关系；身体的形状，各部位比例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

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
料的可持续性。

6）鸽子雕刻（轮廓大形）

①将勾画好大形，采用轮廓大形的形式刻画出来。

②操作要领：握刀稳当；保持形态完整

融入思政元素：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养

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神，

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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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7）鸽子雕刻（鸽子的拼摆与组装）

①将雕刻的部件根据比例关系，粘接、装饰。

②操作要领：掌握各部位比例关系；粘接时擦干水分（注意食品安

全，严格执行卫生安全法）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识到腌渍

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具备分析、检测的能力。

鼓励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营养、健康等问题。在制作过程中，坯料厚度、

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3.小节

1）鸽子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结构比例；

2）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预习下一节课雷锋塔主题雕刻，查阅资料了解雷峰塔的特点、寓意和故事

等内容。

融入思政元素：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

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

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

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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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后记

1.提高传统文化认知度，铭记历史，在鸽子雕刻中赋予更多的文化色

彩，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

感.
2.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技艺技术有传承，文

化技术相融合，在工匠中赋予文化的灵魂，历史文化底蕴元素，既增加鸽

子雕刻雕刻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历史认知度。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鸽子主题相呼应的古诗

词元素，既增加其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

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

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

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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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雄鸡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雄鸡的特点；

2.掌握雄鸡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雄鸡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雄鸡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雄鸡形状；

3.学会雄鸡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雄鸡的组装方法；

2.雄鸡造型构思；

3.雄鸡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雄鸡的组装方法；

2.雄鸡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闻鸡起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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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的祖逖是个胸怀坦荡、具有远大抱负的人。可他小时候却是个不

爱读书的淘气孩子。进入青年时代，他意识到自己知识的贫乏，深感不读

书无以报效国家，于是就发奋读起书和练剑。

听到公鸡的鸣叫声就起床练剑，剑光飞舞，剑声铿锵。春去冬来，寒

来暑往，从不间断。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长期的刻苦学习和训练，他们

终于成为能文能武的全才。后来。祖逖被封为镇西将军，实现了他报效国

家的愿望;刘琨做了征北中郎将，兼管并、冀、幽三州的军事，也充分发挥

了他的文才武略。“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

一叫千门万户开”，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

对，是雄鸡，这是明代著名诗人唐寅《画鸡》中描写雄鸡的诗句。鸡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鸡谐音“吉”，所以也是吉祥的象征，寓意吉祥如意。

今天我们就跟随唐寅的这首《画鸡》来学习雄鸡的拼摆。

融入思政元素：

“武距文冠五色翎，一声啼散满天星”公鸡是十二生肖之一，公鸡每天早

晨准时打鸣，在我国古代寓意勤劳、守信、认真负责。历来重视道德修养，

把诚信作为人道德修养最基本的内容，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最基本的道德规范。诚信是为人、 处世之本，是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

人的使命提出的基本要求，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责任。

今天的幸福生活离不开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劳动人民最光荣，认认

真真，努力干好一件事情，不怕吃苦，踏实工作，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

实际。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广阔，实

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正品行之操，倾

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

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助人之爱心

2.新授

1）雄鸡的冷拼的应用

锦鸡冷拼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应用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倒逼学生勤奋、刻苦学习。同时让学生明白怎么学，为什么学，学了干什

么，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指明方向。激发兴趣点，提高专业技艺技能水平，

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塑造匠心、匠品人才，融入工匠精神，为祖国

储备后续人才力量。

http://www.so.com/s?q=%E9%81%93%E5%BE%B7%E4%BF%AE%E5%85%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D%9C%E4%B8%BA%E4%BA%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81%93%E5%BE%B7%E8%A7%84%E8%8C%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BA%E7%9A%84%E4%BB%B7%E5%80%B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BA%E7%9A%84%E4%BD%BF%E5%91%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BE%8E%E5%BE%B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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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雄鸡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雄鸡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3）雄鸡拼摆(坯料切制)

①介绍雄鸡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白萝卜切制成凤眼型

坯料，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于拼摆成型。

②雄鸡坯料切制的操作要领 ：坯料厚度为 0.3厘米，长度 4厘米的梭

形薄片；修成四种不同规格颜色的坯料。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分析解读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树立良好的

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

在制作过程中，培养规范化、数据化意识，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

4）雄鸡拼摆（雄鸡底托的制作）

①将澄面团捏成雄鸡的形状。。

②操作要领：澄粉烫制成熟，保持粘性；捏成雄鸡身体的形状，各部

位比例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5）雄鸡拼摆（雄鸡翅膀的切制）

①将腌渍好的坯料用拉刀法切制成薄片，用手碾成扇形。

②操作要领：拉片均匀；保持形态完整

8）雄鸡拼摆（雄鸡的拼摆与组装）

①将切好的坯料从尾部开始依次粘贴到底托上面。

②操作要领：羽毛颜色搭配合理，层次分明；捻片均匀呈扇形。

融入思政元素：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具备融汇

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合理处理剩余废料和垃圾，做到垃圾分类合理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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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节
1）底托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瓜楞的捏制；

2）色彩搭配巧妙、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骆驼的雕刻，查阅资料了解骆驼的特点、颜色、寓

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雄鸡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

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

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

为人才。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客的对象、

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雄鸡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彩进行

搭配， 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食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雄鸡主题相呼应的古诗

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展

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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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一带一路-骆驼雕刻设计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一带一路的国家政策和了解骆驼的基本形体结构；

2.掌握骆驼雕刻的操作要领；

3.熟悉骆驼雕刻组装的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烹饪美学知识进行整体构图；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骆驼形状；

3.学会一带一路-骆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骆驼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骆驼大型的轮廓；

3.骆驼的雕刻手法。

教学难点：

1.骆驼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骆驼雕刻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一带一路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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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9月和 10月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

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骆驼精神”

为指引推进“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早在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

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不断发展，唐朝时已达到丝路交往的繁

荣鼎盛时期。当时的丝绸之路以长安(今西安)为东段起点，经甘肃、新疆，

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在

这遥遥万里、险阻重重的路上，骆驼成为重要的交通运输工具。那些驮载

物品的骆驼造型和胡人骑骆驼、牵骆驼的形象，充分说明了当时骆驼的运

输用途和胡人在丝绸之路上的作用。

“朗朗神洲，祚传千载；漫漫丝路，泽遗百代。叹兴亡于干戟，论沉

浮于竹帛。长安城月，曾阅汉唐之隆盛；戈壁滩沙，犹忆王师之伟征。四

海麟龙，潜于新域；千古杰豪，会于故都。寻常巷陌，闲谈五柳雅文；崔

嵬楼阙，雄踞九朝明君。东海鱼盐，北胡貂驹，商贾贩运于市馆；南国

象牙，西昆珏珠，王孙赠馈于几案。百物丰殊，仓廪藏实以为山；万类盈

逾，贤圣结聚而为云。长安起歌，声断雾烟；上苑醉笔，文笑诗仙。布上

国之气象，以兴南越；施大朝之隆恩，以定西厥。于是朝贡觐贺至长安者，

络络不绝也。”，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

对，是丝绸之路，这首词《丝绸之路赋》中描写了丝绸之路骆驼的作

用。今天我们就跟随这首《丝绸之路赋》来学习骆驼的雕刻制作。

融入思政元素：

骆驼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非常醒目的文化符号！骆驼文化不仅是牧人

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文化积淀，也是在丝绸之路上经过历史考验

的民族文化精华。骆驼象征着不畏艰难险阻，冲出困境，走向胜利，因为

骆驼具有在干旱恶劣环境下生存的能力，素有“沙漠之舟”的美称。在生

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习骆驼的这种精神,吃苦耐劳，不急不躁，坚持努力，

最后达到积少成多，胜利的成效。

在学习中加强交流与合作，增强团队合作，理解同伴处境，多交一些

知心朋友，融合关系。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广阔，实

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正品行之操，倾

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

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助人之爱心。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一带一路的故事讲下去

https://baike.so.com/doc/2673525-282323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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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授

1）骆驼的雕刻的应用

骆驼雕刻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应用能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倒逼学生勤奋、刻苦学习。同时让学生明白怎么学，为什么学，学了干什

么，为学生的职业生涯指明方向。激发兴趣点，提高专业技艺技能水平，

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塑造匠心、匠品人才，融入工匠精神，为祖国

储备后续人才力量。

2）骆驼雕刻（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骆驼雕刻整体布局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3）骆驼雕刻(坯料粘接)
①介绍骆驼雕刻过程中所用原料，改刀改刀成形，组合成大形，节

约用料，符合食品安全和卫生要求。坯料要有斜度；粘合时一定要擦干水

分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分析解读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树立良好的

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

4）骆驼雕刻（绘画构形）

①把粘接好的原料，勾画出大形。掌握比例关系；身体的形状，各

部位比例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

在制作过程中，培养规范化、数据化意识，块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

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5）骆驼雕刻（轮廓大形）

①将勾画好大形，采用轮廓大形的形式刻画出来。握刀稳当；保持

形态完整

6）骆驼雕刻（骆驼的拼摆与组装）

①将雕刻的部件根据比例关系，粘接、装饰。掌握各部位比例关系；

粘接时擦干水分（注意食品安全，严格执行卫生安全法）



59

融入思政元素：

具备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合理处理剩余废料和垃圾，做到垃圾分类合理有序；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

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3.小节

1）骆驼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结构比例；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牛主题雕刻，查阅资料了解牛的特点、寓意和故事

等内容。

2）制作一款骆驼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约精神。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

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

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

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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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课后记

1.提高传统文化认知度，铭记历史，在骆驼雕刻中赋予更多的文化色

彩，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

感.

融入思政元素：

1.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技艺技术有传承，文

化技术相融合，在工匠中赋予文化的灵魂，历史文化底蕴元素，既增加骆

驼雕刻雕刻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历史认知度。

2.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雕刻中，加入了与一带一路主题相呼应的

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

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3.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4.“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雕刻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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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牛的雕刻设计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中国梦，牛精神”和熟悉牛的基本形体结构；

2.掌握牛雕刻的操作要领；

3.熟悉牛雕刻组装的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烹饪美学知识进行整体构图；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牛形状；

3.学会牛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牛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牛大型的轮廓；

3.牛的雕刻手法。

教学难点：

1.牛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牛雕刻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牛精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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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领导人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发出号召：

“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

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中国伟大

的领导人毛主席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发出号召：“一切

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

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飞速发展的新

时代。中国经济得到了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文化水平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牛精神也一直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梦中。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呢？

对，是牛，这是中国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自嘲》

中描写牛的诗句。今天我们就跟随鲁迅的这首《自嘲》来学习牛的雕

刻制作。

融入思政元素：

向人民展示了脚踏实地，敢于拼搏，开拓进取，勤劳奉献是牛精神的

核心、根本、灵魂和本质。当今的中国朝气蓬勃，蓄势待发。我们每一个

中华儿女都应弘扬“牛精神”，艰苦奋斗，继往开来，在真抓实干中推动

美丽“中国梦”的梦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学习工作中，以牛

精神为榜样，脚踏实地，实事求水，继往开来。

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技艺技术有传承，文化

技术相融合，在工匠中赋予文化的灵魂，历史文化底蕴元素，既增加牛雕

刻雕刻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历史认知度。

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雕刻中，加入了与一带一路主题相呼应的古

诗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词

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中国梦、牛精神”的故事讲下去。

2.新授

1）牛的雕刻的应用

牛雕刻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牛雕刻作品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激发兴

趣点，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是对职业规划的

一种思考。

2）牛雕刻（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牛雕刻整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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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最终服务冷菜和食品雕刻。

3）牛雕刻(坯料粘接)

①介绍牛雕刻过程中所用原料，改刀改刀成形，组合成大形，节约用

料，符合食品安全和卫生要求。坯料要有斜度；粘合时一定要擦干水分

4）牛雕刻（绘画构形）

①把粘接好的原料，勾画出大形。掌握比例关系；身体的形状，各

部位比例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

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

料的可持续性。在制作过程中，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

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9）牛雕刻（轮廓大形）

①将勾画好大形，采用轮廓大形的形式刻画出来。握刀稳当；保持

形态完整

10）牛雕刻（牛的拼摆与组装）

①将雕刻的部件根据比例关系，粘接、装饰。掌握各部位比例关系；

粘接时擦干水分（注意食品安全，严格执行卫生安全法）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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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节
1）牛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结构比例；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飞天主题雕刻，查阅资料了解飞天的特点、寓意和

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牛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约精神。

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

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

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

学。

5.课后记
1.提高传统文化认知度，铭记历史，在牛雕刻中赋予更多的文化色彩，

培育学生文化自信，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融入思政元素：

1.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技艺技术有传承，文

化技术相融合，在工匠中赋予文化的灵魂，历史文化底蕴元素，既增加牛

雕刻雕刻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历史认知度。

2.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雕刻中，加入了与中国梦、牛精神主题相

呼应的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

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3.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

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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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敦煌飞天的雕刻设计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地方文化特色，了解人物结构的特点；

2.掌握人物雕刻的操作要领；

3.熟悉人物雕刻组装的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烹饪美学知识进行整体构图；

2.能够将切制好的坯料拼装成飞天形状；

3.学会飞天人物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沟通能力，

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

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

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

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

结合、协同育人的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飞天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飞天大型的轮廓；

3.飞天的雕刻手法。

教学难点：

1.飞天整体结构比例关系；

2.飞天雕刻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案例分

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飞天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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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中国航天之梦在没有文字之前，我们的古人曾经有嫦娥奔月,夸父追

日,女娲补天传说,敦煌壁画中的神女飞天等这些民间故事,反映了中华民族

先民对实现飞天梦充满希盼,无不倾诉古人的飞天之梦."神火飞鸦","飞空

沙筒","震天雷"……中国古人运用火箭的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祖先, 在人类古

老的飞天路上就有美好幻想.而今,中国人民正以自己的方式迈向飞天.
里程碑之一【青铜时代】:1970 年 4 月 24 日 21 时 31 分,中国"东

方红"一号 飞向太空.这是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里程碑之二【白银时代】:1987 年 8 月,中国返回式卫星为法国搭载

试验装置. 这是中国打入世界航天市场的首次尝试.
.里程碑之三【黄金时代】:神舟号划开中国崭新的航天时代. 火箭可以

运载并发射卫星上天,而卫星又可以安全返回,这两项成果的取得为载

里程碑之四【探月时代】: 2007 年 10 月 24 日 18 时 05 分,搭载

着我国首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的长征三号 甲运载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

心三号塔架点火成功发射.
敦煌飞天已历经了千余年的岁月，是中国历朝历代的艺术家们用他们

的匠心和汗水绘成的，堪称世界美史上的奇迹，虽然现在不是敦煌飞天的

年代，但飞天并没有随着时代的过去而灭亡，我们依然会被那些美丽飘逸

的形象所吸引，直至今天，壁画中呈现出的永恒的艺术生命力也不断地给

人们传递着美的启迪和享受。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浮升天行”，这首诗描

写的是什么呢？对，是飞天，这是古诗是唐代大诗人李白描写飞天的诗句。

今天我们就跟随这首诗句来学习飞天的雕刻

融入思政元素：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是对载人航天精

神的高度概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了我们

的国家和人民，我们应该学习革命先烈的精神，努力提升我们国家的综合

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习主席说过，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文化的力量挖掘传播出来，唱出

中国声音。

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技艺技术有传承，文化

技术相融合，在工匠中赋予文化的灵魂，历史文化底蕴元素，培养了学生

的文化修养和历史认知度。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

养。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飞天故事讲下去。

https://baike.so.com/doc/6507544-6721265.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07544-67212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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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2.新授
1）飞天的雕刻的应用

飞天雕刻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学生举一反三，锻炼实践操作应用能力。培养学生勤奋、刻苦学习

习惯。同时让学生明白怎么学，为什么学，学了干什么，为学生的职业生

涯指明方向。激发兴趣点，提高专业技艺技能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

承人，塑造匠心、匠品人才，融入工匠精神，为祖国储备后续人才力量。

2）飞天雕刻（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飞天雕刻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化整合，

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学、设计学、原料

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3）飞天雕刻(坯料粘接)
①介绍飞天雕刻过程中所用原料，改刀改刀成形，组合成大形。坯

料要有斜度；粘合时一定要擦干水分。

融入思政元素：

加强学生的认知能力、分析解读能力以及实践应用能力。树立良好的

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

4）飞天雕刻（绘画构形）

①把粘接好的原料，勾画出大形。掌握比例关系；身体的形状，各

部位比例恰当。

融入思政元素：

在制作过程中，培养规范化、数据化意识，块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

化，培养学生动手、严谨、思考的习惯。

5）飞天雕刻（轮廓大形）

①将勾画好大形，采用轮廓大形的形式刻画出来。握刀稳当；保持

形态完整

6）飞天雕刻（飞天的拼摆与组装）

①将雕刻的部件根据比例关系，粘接、装饰。掌握各部位比例关系；

粘接时擦干水分。

融入思政元素：

具备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合理处理剩余废料和垃圾，做到垃圾分类合理有序；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格，按照

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少营养成分流失，

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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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在修料过程中，牢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

料的可持续性。

3.小节

1）飞天造型形态标准，注意结构比例；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红船主题冷拼，查阅资料了解红船冷拼的特点、寓

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飞天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约精神。

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政策方

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

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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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5.课后记

1.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飞天雕刻需要不同的色彩进行搭配，让

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食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让文化遗产活起来，让技艺技术有传承，文

化技术相融合，在工匠中赋予文化的灵魂，历史文化底蕴元素，既增加飞

天雕刻雕刻的的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历史认知度。

2.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雕刻中，加入了与航天精神主题相呼应的

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了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古典诗

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3.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能。余料再利用，

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

方为人才。

4.“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培

养熟练精湛的雕刻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培养树立工匠精

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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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堂 教 学 教 案

课 题 红船精神-船的雕刻设计与拼摆 课时 2 课型 实践

教学目的

知识目标:

1.了解船的特点；

2.掌握船用植物性原料拼摆的要领；

3.熟悉船拼摆整体布局。

能力目标：

1.能够运用所学刀法对原料进行切制；

2.能够将切制好的原料拼装成船形状；

3.学会船冷拼的整体设计。

素质目标：

重点培养学生活用知识的综合能力、严谨的工作态度、良好的

沟通能力，刻苦钻研的优良作风，积极进取，开拓进取，应用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解决实际能力。增强学生的主人翁意

识，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和自豪感。理实一体化教学，塑造学生劳

动光荣，技能宝贵的能力，培养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实践中塑

匠才，在艰苦奋斗中炼匠品。将德技并修、育训结合、协同育人的

理念贯穿课程始终，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效果。

教学重点

难 点

教学重点：

1.船造型构思；

2.船的组装方法；

3.船的拼摆手法。

教学难点：

1.船的组装方法；

2.船拼摆手法的熟练运用。

教学方法
情景教学法、任务驱动法、问题教学法、讨论法、示范教学法、

案例分析法、现场观察法

教学步骤

1．导入 2．新授 3．小节 4．作业 5．课后记
备 注

1.导入

导入红船精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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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夏，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因

遭到法租界巡捕袭扰，被迫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小船上继

续进行，在这里完成了大会议程，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

条小船因而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命史册的名字—红船，而中国

共产党建党伟业所蕴含的伟大革命精神，因此被称之为红船精神。

2005年 6月，习近平同志首次概括了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和历史

地位，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

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

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首诗描写的是什么

呢？对，是帆船，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在《路难行》中的诗句，

今天我们就跟随这首《路难行》来学习帆船的拼摆——乘风破浪。

融入思政元素：

中国共产党在红船中诞生这一伟大革命实践所表现出来的精

神就是:中国革命的航船从这里扬帆起航，体现了"开天辟地、敢为

人先"的首创精神;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坚定的

理想信念和强大的精神支柱，体现了"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从来就没有自己的私利，而

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谋福利为根本宗旨，体现了"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

诗词积几千年贤人之智慧，其文字精美，其言志抒怀深邃而

广阔，实乃精神之粮仓。百代吟诵，可生忧国之心，激奋发之志，

正品行之操，倾仁爱之情，弃邪恶之为，何愁富强和谐之美丽中

国而不成！磨炼学生的勤学苦读之意志，增强了学生的崇善助人

之爱心。

让文化遗产活起来，把红船精神讲下去

2.新授

1）船的作用：

船冷拼活跃宴会气氛、衬托宴会主题

船冷拼可以用在单位团建、迎宾宴中，单位团建中表达热烈

欢迎、顺风顺水之意，为宴席锦上添花，让就餐者饱尝口福同时

还能得到美的享受。

融入思政元素：

学有所用，引导学生认识船拼用在哪，怎样用的问题，激发

兴趣点，提高技艺水平，培养中国传统手艺传承人，同时也是对

职业规划的一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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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步 骤 备 注
2）船拼摆（拼摆构思）

①参照历史典故

②船冷拼整体布局

③选择食材

融入思政元素：

继承传统，开拓创新，融合归纳所学所学知识，对知识碎片

化整合，引导学生对课程产生兴趣，并有机联系所学课程烹饪美

学、设计学、原料学等关系，构建思维导图，掌握整体构思能力。

3）船料坯切制

①介绍船拼摆所用原料，运用切、片等刀法将心里美萝卜切

制成凤眼型料坯，并放入盐水中浸泡，让其变软便于拼摆成型。

坯料修整整齐美观，厚薄均匀呈凤眼型；坯料宽度为 4厘米

左右。

融入思政元素：

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选料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规可循，严

格，按照食品卫生安全法。在原料清洗过程，确保食品安全，减

少营养成分流失，保证健康饮食和身体健康。在修料过程中，牢

记崇尚节约，提倡节俭，不浪费，不乱用，坚持原料的可持续性。

在制作过程中，坯料厚度、长度标准数据化，培养学生动手、严

谨、思考的习惯。

②将腌渍好的料坯用拉刀法切制成薄片，用手捻成船帆形状。

捻片时用力均匀，保持每片间距相等；船帆要念成上宽下窄的扇

形 。

融入思政元素：

在拼摆过程中，注意安全和卫生问题，引导学生有意识的认

识到腌渍过程中的食品安全问题，尝试相关的检测方法，鼓励学

生利用所学知识分析营养、健康等问题，具备分析、检测的能力。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方向，

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不懈，

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

术美学修养。

4）船拼摆组装

①将烫制好的澄面捏成船帆和船身作为底托，将成型的凤尾

片抹上沙拉酱有层次的摆在底托上，拼摆成船的形状 。花瓣压干

水分后要紧密的贴合底托；拼摆时要注意凤尾片的造型手法。

融入思政元素：

引导学生自主探索、记录烫制澄面的温度和方法，学会主动

和研究的能力。

加强对学生卫生安全健康的关注，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为将来更

好服务社会打下坚实的知识储备。

花拼制作流程多，烹调技法丰富，刀法众多，碎片知识多，具备

融汇贯通的能力和慎独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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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节

1）拼摆过程中所需要的刀工技法；

2）色彩协调，空间使用合理；

融入思政元素：古诗词题款,阐发题意

4．作业

1）预习下一节课喜鹊的拼摆，查阅资料了解喜鹊的特点、颜

色、寓意和故事等内容。

2）制作一款船作品，成品和废料上传大学慕课。

融入思政元素：

自主学习培养了学生严以律己、遵守规则、追求卓越的契约

精神。提高自我学习，自我规划，自我控制的能力，形成前瞻性

和规划性，形成有序自我职业规划。

5.课后记

1）在授课过程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构思及设计能力，要根据宾

客的对象、筵席的主题来构思、费用标准等因素构思。

2)让学生学会色彩搭配的技巧,船冷拼的拼摆需要不同的色彩

进行搭配，让学生学会色彩的对比性及色彩的实用性。

融入思政元素：

1.培养学生的文化修养，在拼摆中，加入了与红船主题相呼

应的古诗词元素，既增加传统文化气息，又培养了学生的文化修

养。古典诗词展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激发学生民族自豪感.
2.理论实践相结合，理实一体化教学，积极贯彻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政策方针。加大培养力度，拓宽培养尺度，提高技艺技

能。余料再利用，树立崇尚节约，提倡节俭的意识，做到德技并

修，先德而后才，德才兼备方为人才。

3.“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掌握拉刀的持刀方式，运刀

方向，培养熟练精湛的拉刀技法需要吃苦耐劳，持之以恒，坚持，

培养树立工匠精神，同时加大跨界学习，提高审美观念，培养艺

术美学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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