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系军山”校本课程的框架结构

年段

低
年
段

中
年
段

高
年
段

板块单元

一、家乡美

二、故事汇

三、乡贤情

四、民俗风

一、家乡美

二、故事汇

三、乡贤情

四、民俗风

一、故事汇

二、乡贤情

三、民俗风

四、腾飞梦

课题（课程教学活动专题）

1.家乡风光好 2.长江滚滚来 3. 大军山 4. 果蔬遍地香 5.丰富的水产品

6.阴阳凼的趣闻 7. 设法山的传说 8. 九矶头的故事 9. 官莲湖

10.聪慧勤奋的肖芝 11. 乡土诗人袁希安 12. 绘画名师方敦浩

13. 家乡的春节 14.餐桌上的野菜 15. 身边的竹编 16. 快乐的游戏

1.走进军山 2. 军山长江大桥 3. 家乡的茶 4.丰收的田野

5. 军山“兄弟 ” 6. 玉带河 7.擂鼓祭风 8. 诸葛城

9. 英勇烈士刘子善 10.“漫画家“周忠盛 11.“篆刻家”欧阳焘 12.“业余作家”王宝君

13.龙船会 14. 美味小食品 15. 本无和尚塔 16. 窑嘴窑址

1. 黄陵矶 2.古碧云寺 3. 中山舰 4.家乡的历史变迁

5.军山名儒余季雅 6. 博爱为民的韩永清 7. 厚学多才的王庆生

8、农耕工具 9. 家乡特色菜 10. 手工麻纺 11. 瓦渣地窑址

12. 军山小学 13. 交通变化大 14.居民新家 15. 快乐军山人 16. 军山在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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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突破边界”黄浦现场会

1节“无边界微型课程”教学及其引发的“主题沙龙”

4场高度聚焦的点题报告

3所黄浦精品学校的“课程图谱”分享+教师“课程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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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场《有一个叫“蓬莱小镇”的地方》赠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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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学校图书馆

营造自主阅读空间
学生在课堂学习知识是有

限的，而到图书馆、阅览室、文化
长廊看书则是自主的。为此，内
蒙古凉城县第二小学全面开创
阅读空间，为学生营造温馨的阅
读环境。

学校藏书 2.5 万余册，学生
自捐书近 2000 册，图书馆还为
各年级学生订阅了《国学》读
本。学生可以利用下课时间到
自己喜欢的空间自主阅读。

张斌/文

我问：我校利用乡村资源在
校内建立了许多科技基地，开发
了特色鲜明的童创课程。其中
包括以普及为导向的活动类校
本课程，以兴趣为导向的个性化
社团课程，以提升为导向的科学
素养评价课程。请问，这些课程
如何对学生的学习进行评价？

（江苏省南京市铜山小学教
师丁红生）

我答：科学素养具有不同的层次和
形式，基于提高和扩展学生科学素养的
课程学习评价，必须立足发展性评价理
念，关注学生学习过程、努力程度、成长
变化进程的质性评价，形成多角度发展
性评价，充分重视学生通过日常课程培
养科学思维和能力。

因此，我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首先，学校基于“大课程”框架，建立

完整的课程评价。课程评价既包括评价
课程本身，也包括评价参与课程实施的
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学校可以将学生学
习评价纳入其中，作为一项重要但不是
唯一的评价内容。

其次，学校实施学习评价要注意从
几个层面展开：第一，制定分层化评价标
准，以普及、兴趣、提升为不同导向的课
程，在评价项目上应有分层化设计；第
二，确立多元化评价主体，不仅可以有教
师评价，还可以小组捆绑评价，学生互相
评价，甚至延伸到成果展示阶段的公众
评价。第三，运用多样化评价方法。比
如对活动策划实行现场评价，对活动过
程实行及时评价，对活动成果实行等级
评价等。

最后，学校要关注实施学习评价的
阶段目标，通过发挥评价的激励与导向
功能，促进学生课程学习参与的深度和
广度，促进学生科学素养的可持续发展。

（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副
校长徐海龙）

征 稿

【课程图纸】与学校课程的报道相
比，此栏目呈现学校的课程方案。3000
字左右。

【向谁提问】提供学校间跨地域交
流，打破沟通围墙，让学校之间就课改的
相关问题展开互动，欢迎提问。

【文化宝丽来】用图片展示学校文化
的一隅，来稿请配文字解读。

【走进学校图书馆】用图片展示学校
图书馆，图书馆什么样？使用中如何关
联课程，是否“内有玄机”？来稿请配文
字解读。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称
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我问：生活处处是课程，唐诗
宋词、热点新闻、旅游胜地……种
种资源扑面而来，许多新鲜的校
本课程层出不穷，令人眼花缭
乱。但在当前课程改革的浪潮
中，始终缺乏一个“核心素养”的
引领，各学科的素养也不清晰，导
致课程缺乏系统性。在这样的状
态下，我们如何找到国家课程与
校本课程的结合点？

（河南省郑州市香山小学教
师韩军华）

我答：针对此问题，反观“迷茫”的
根源。首先，作为一名教师要清楚何
为“核心素养”。关于“核心素养”的提
出，就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其次，搞清楚“核心素养”是一种跨学
科素养，强调各学科都可以发展对学
生有用的东西。然后，在充分挖掘国
家课程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利用社会
资源开发校本教材，实施“核心素养”
培育。比如“核心素养”中语言素养的
概念，已经不是语文学科的概念，也不
是外语学科的概念，这里如果使用“技
能”概念定位可能会低一点，但对它的
特点可以说得非常清楚，就是有效地
表达和交流，其实是一种广义的语言
概 念 ，其 含 义 远 远 超 出 了 语 文 的 范
畴。又如化学或其他理科，在科学素
养之外能做什么，试想化学学科有没
有语言素养或国家认同的问题？过去
很少有人思考，今天作为一种“核心素
养”的提出，语言素养、表达交流、国家
意识、环保意识等，也要落实到化学
的学习中。所以，教师在组织教学时
尝试合作学习，这个过程就伴随着学
生语言、人际交往的能力培养。

在这种教学状态下，教师可以充分
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核心素养”为导
向，每个学科立足本位，系统开发校本
教材，让“生活即课程”成为现实。

（上海市文来高中教研室主任蒋怡）

向谁提问课程图纸·“情系军山”课程

地方资源“润童年”

开发具有实践性、综合性、可选择性的校本课程，可以有效地解决“只有共性、缺乏个性”的课程体系造成的“千校一面”现象，促
进学生自主而有个性地发展。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军山小学开发“情系军山”校本课程，以乡土文化教育为主线，引导学
生探究实践，获得积极的情感体验，逐步达成综合素质协调发展。

□□王顺芳

课程背景

武汉军山历史文化悠久，人杰地灵，
传奇故事和英雄人物不胜枚举，自然资
源和人文景观可供学习之处颇多。

希望学生通过学习校本课程，能够
运用所学基础知识观察和处理身边的现
实生活问题。

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帮助教师不
断提高课程设计、课程实施和评价能力，提
高教师专业精神、专业技能和个性特长，丰
富教师的工作和生活内容，改变教师的工
作生活状态。同时深入推进学校课程改
革，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

课程目标

总体目标：加强课程与地方社会发
展、学生社会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热爱
家乡的情感，增强对地方和社会发展的
责任感、使命感。走进家乡，促进学生在
探究性学习中传承文化，树立志向，全面
发展。激发学生“知军山、爱生活、兴家
乡”的思想感情，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定基
础，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综合
实践、审美、创造的能力。

具体目标：
课程培养目标：

（1）知识与能力：了解家乡的历史变
迁进程和家乡人民的生活习性，知道家
乡的历史与传说，体会身为家乡子女的
自豪感，培养学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认
识了解家乡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地方
物产、文化特色、民风民俗等，探寻家乡
的历史遗迹，寻访家乡的现代文明，感受
家乡的美丽富饶和可爱。

（2）过程与方法：让学生亲身经历了
解家乡的认识过程，引导学生转变学习
方式，自主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学习、
探究，掌握观察自然和社会现象、收集整
理资料、总结分析报告的技术方法，培养
搜集、分析、整理信息、解决问题及欣赏、
实践和创新能力，养成合作、分享、积极

进取等良好的个性品质。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丰富学生的

生活阅历，热爱家乡的思想情感，树立为
校争光、为家乡服务的伟大志向。培养
学生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
会交往与合作，学会欣赏他人、珍爱生命
勤劳勇敢、诚实守信等人文素养与美德。

课程开发目标：
根据学生年龄特征，按低、中、高三

个年级段，分别编写 3本校本教学材料，
开发配套课程资源。具体结构是：低年
段“知”军山；中年段“爱”军山；高年段

“兴”军山。

课程结构和内容

以“情系军山”为教育主题，按照“三
个年段、五大板块、48个课题”，构建校本
课程的框架结构体系。

课程实施：
每周一课时，由班主任和学科专业

教师授课，并与学校传统教育活动相结
合，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常规检查，教导处
负责考核评价。

每册校本教材的课题与单元主题相
吻合，教学内容从不同方面介绍家乡的

历史与现状，课内与课外相连接，力求让
学生在学习中逐步形成关注和理解家乡
文化的意识与能力。

进行教学活动内容编排时，按三个
层次进行。第一层次是“基本活动”：主
要通过“看一看”“读一读”“说一说”“填
一填”“找一找”“认一认”“连一连”“查一
查”等不同环节，让学生通过图文对家乡
有一定的了解和认知；第二层次是“拓展
活动”：主要通过“议一议”“写一写”“访
一访”“想一想”等环节，加强并引导学生
对家乡的情感，使学生对家乡的认知进
一步得到内化和提升；第三层次是“思考
与实践”：主要通过“做一做”“游一游”等
环节，引导学生由课堂走向广阔的生活，
着眼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每一课的
容量原则上是两课时内容，如果感觉容
量过大，可适当调整教学课时。

教学时要充分发挥教材的以下功
能：一是教育性：要有教育价值，体现地
方课程的要求；二是乡土性：突显地方
特色，具有个性化；三是童趣性：符合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四是可读性：学生读
课文就基本知道怎么学；五是资源性：
注重客观实际，即尽量真实；六是实践
性：使学生能在做中学、玩中学；七是探

究性：必须给学生探究的空间。

课程评价

遵循过程性、反思性和激励性原则。
教师教学评价：主要关注教师在课

程实施过程中的情感态度、投入程度等，
是否搜集足够的资源，是否采取现代化
教学手段，课程实施后的反思如何等因
素，并适当参考学生的评价反馈。评价
结果以等级制呈现，分为A、B、C三级。

学生学习成效评价：秉承激励性、过
程性原则，以学生个体的纵向发展为主
要评价方向，注重过程的变化，学业成绩
以等级制呈现，分为 A、B、C、D、E 五级，
E等为不合格，控制在5%以内，其评价结
果放入学生成长记录袋。

课程专题教材质效评价：综合分析教
师、学生各课题的教学活动，对运用教材

（含配套资源）进行教学的实际成效、存在
的问题进行归因分析，对本课题教材（含
配套资源）的科学性、适切性、可操作性等
进行评估，分别酌情提出“继续使用”“改
后使用”或“停止使用”的评估建议。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军山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