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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观察·赵桂霞

课改，关键在教师

课程图纸 课改笔记

晒晒学习空间

如今，地方德育资源的开发已经引起许多学校的重视，但在地方德育资源的利用方面仍存在随意性强、缺乏经
典性问题。为此，浙江省杭州市滨兰实验学校利用乡土文化开发杭州印象课程，集地方性、综合性、实践性为特色，
展示了素有“人间天堂”美誉的吴越古都杭州的人文底蕴，增强学生的历史意识。

杭州印象
□□应 柯 陆 明

七彩世界阅读馆

今年 3 月，广文中学第十一届课堂教
学研讨月期间，我听了同学科教师的几节

“同课同构”课，给我的强烈感触是，同样的
学习内容，同样的教学流程，同样的训练题
目，教师却营造出不同的课堂气氛，学生收
获的学习效果也不同。一节课死气沉沉，
另一节课生动活泼。“课”都已经改了，自主
学习、小组交流、课堂展示、精讲点拨等教
学流程也在课堂落实了，是什么影响了课
堂学习的效果？

美国教育工作者萨尔曼·可汗创建的可
汗学院和他制作的每个知识点10分钟左右
的视频，正在帮助越来越多的学生克服学习
障碍，进而喜欢上学习。比尔·盖茨评价他

“是一个先锋”“引领了一场革命”。是的，可
汗借助技术手段，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
美国某些学校甚至采用让学生回家看可汗
学院的视频代替上课，上学时则做练习，再
由教师或已经学懂的学生教其他同学不懂
的地方，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单就可汗学
院的视频而言，与我们过去“以讲为主”的教
学并无二致，但有人说“神奇得很”，“作为教
师怎么也解释不清的知识点，可汗通过短短

10分钟的视频，就让孩子们融会贯通”。
从比尔·盖茨的感受中，从两节“同课

同构”课的效果里，我们似乎能够发现一个
相同的道理：课改中，教师自始至终都是学
生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两节“同课同构”的数学习题课，A教师
安排学生用12分钟时间完成4道习题，后期
的小组讨论、课堂展示、精讲点拨共用时25
分钟，剩余8分钟又点评了午练时的两道难
度较大的习题。B教师把4道题作为学生的
作业要求课前完成，课堂从小组讨论开始，
课堂展示、精讲点拨等流程下来，满满当当
用了45分钟，仅第一道最简单的习题就用了

15分钟。何故？A教师只是教学生做题，而
且只是教会学生做这6道题；B教师则通过
学生做题，发展学生的能力，特别是思考问
题的能力。B教师课堂上的主要行为是“发
问”：是这样吗？还有别的方法吗？有补充
吗？没有问题了吗？“究理”的课堂让学生的
思维不断深化，思维水平得到提升。正如物
理学家麦克斯·冯·劳厄所说，“重要的不是
获得知识，而是发展思维能力”。

达成这样的效果，关键在教师。目标
上，教师需要有从“教会学生什么”到“学生
发展了什么”的转变。备课时，不再只是备
教材、备知识、备重点难点，而更应“备”学

生：学生已经会了什么？新知学习中会遇
到什么问题？如何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
课堂上，教师需要有从“在意知识的完整
性”到“关注获得知识认知过程的完整性”
转变，不再只是把教学内容当成自己要完
成的任务，而应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把传
授思维方法作为教学目标。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最新的教育报告《反思教育：向人类共
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中指出，要重新定义学
习的概念，改变学习方式，明确“教育要帮
助人们改变思维方式和世界观”。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教师始终居
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发挥着主导和决定性

作用，萨尔曼·可汗的成功同样颠覆不了
“教师的决定作用”。可汗学院备受追捧，
不是因为被称作“翻转课堂”的“视频”，而
是“视频”中讲课的“人”。我们研究可汗
学院的讲课视频就会发现，每一位教师的
讲解都结合了学生生活中的案例。比如，

“丈量地球和太阳的距离”，视频引用了子
弹的速度；学习“数学加减法”时，教师用
学生常玩的玻璃球为例；在一节“数学涂
鸦课”上，教师把生活中的各种水果作为
教具，引领学生走向斐波那契数字的规
律。尽管视频学习不能有效提升学生创
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批判性思维水平，
但从总体上看，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思
维水平的提升，必须先要掌握一定的知识
概念，就知识学习本身而言，可汗学院无
疑是成功的。

教育的质量永远取决于教师的质量，
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在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成为课堂主旋律的今天，
学校更需要提升教师的质量，才能真正提
升教育的质量。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广文中学校长）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先锋小学七彩世界阅读馆是学生们最喜欢的活动空间。从阅读长廊开始，学生宛如步入童话世
界。“童诗花园”“亲子阅读”“名家名作”“古典四大名著”“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等丰富多彩的板块，让学生流连忘返。

阅读馆低年级区域展示绘本的时空隧道，神秘美丽，方便学生随处取阅。低矮的榻榻米地台能让学生或坐或躺，舒适
阅读。可升降的移动多媒体屏幕，是学生上绘本课最好的设备。高年级阅览区的桌椅，为学生提供了交流讨论、阅读摘抄
的便利。墙壁上，那一片片绿叶式的书架；天花板上，那一整条彩虹式的吊板，为学生创设了一个“童话式”阅读空间。

雷明/文

课程目标

通过学习，教师让学生了解杭州的
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的民族文化情感，增强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通过学习，教师引导学生对杭州传
统文化按专题进行观察、搜集、整理资
料，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动手
操作的能力。

课程内容

本课程设置 5 章教学内容：第一
章为杭州人文历史类，让学生感受古
代劳动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与智慧，体
会文人的美好情怀；第二章为杭州美
丽传说类，让学生体会幸福生活和理
想追求，反抗黑暗统治，赞美善良和
侠义；第三章为杭州传统曲艺类，让
学生感受市井文化，了解传统曲艺；
第四章为杭州传统民俗类，让学生从
传统民俗活动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第五章为杭州手工技艺类，通过
家乡传统的手工技艺，让学生感受劳
动人民的创造力和精湛技艺。

第一章：品隐于山水间的人文历史
灵隐寺
京杭大运河
白堤
苏堤
岳庙

第二章：听流于民间的美丽传说
梁祝传说
白蛇传

钱镠传说
长河民间故事

第三章：寻绕于街头的传统曲艺
杭州评话
杭州评词
杭州滩簧
独角戏

第四章：观融入血液的传统民俗
西湖放生
吴山庙会
满陇桂雨
花朝节——祭花神民俗活动
龙舟竞渡
径山茶宴

第五章：访代代相传的手工技艺
张小泉剪刀锻制技艺
南宋官窑制作工艺
杭州西湖绸伞
王星记扇制作技艺
杭州竹篮编制工艺
西湖天竺筷制作工艺
杭帮菜烹饪技艺

课程实施

本课程以一个学年为基本学习单
位，在七年级学生中开展，一个班额 35
人，以学校每周一次的拓展性课程为主
要学习时间，安排在每周二下午第四节
课，每学期约15课时。

第一章至第三章为第一学期课程，
包括阶段性评价一课时和期末评价一
课时，共 15 课时；第四章至第五章为第
二学期课程，包括阶段性评价一课时和

期末评价一课时，共 15 课时；本课程结
合课外实践课堂，一学期开设 1-2节课
外实践课，时间定为周末，前往浙江省
博物馆、杭帮菜博物馆、岳庙、宋城等地
感受杭州古城的魅力。

本课程针对5章主题可设置的学生
活动为（每章节各举一例）：

针对第一章：品隐于山水间的人文
历史——岳庙

活动 1：寻访故地活动。教师带
学生参观岳庙，感受岳飞的“精忠报
国”，进一步加深对中华民族精神的
理解。

活动 2：故事会。围绕“岳飞与岳
庙”主题，教师让学生搜集资料，讲述岳
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活动 3：岳飞诗词朗诵会。学生通
过各种渠道搜集岳飞诗词，举行诗词朗
诵会。

针对第二章：听流于民间的美丽传
说——白蛇传

活动 1：故事会。教师让学生搜集
资料，讲述白蛇的故事。

活动 2：美丽传说编排。教师让学
生自行编写剧本，进行排演。

针对第三章：寻绕于街头的传统曲
艺——杭州评词

活动：故事会。教师让学生搜集资
料，讲述杭州评词的历史。

针对第四章：观融入血液的传统民俗
活动：学生搜集不同的传统民俗资

料，重新编辑，装订成册。
针对第五章：访代代相传的手工技

艺——王星记扇制作技艺
活动 1：故事会。教师让学生搜集

资料，讲述王星记扇的制作方法。
活动 2：手工制作。教师让学生自

行制作扇子。

课程评价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所涉及的评价主体是多元的，如教师、
学生等；评价过程也是多元的，如阶段
性评价（期中）和终结性评价（期末）。

评价主体：学生对上课教师的评价。
本课程上课教师为 3 人，每人至少

承担一个专题的授课任务。每节课后，
学生可以对上课教师进行评价。评价
内容涉及对课堂的满意程度，填写课程
收获。

教师对学生的考核评价。
多 种 评 价 方 式 按 照 一 定 比 例 合

成，评价分为优秀与合格。
课程学习（40%）：考勤 10%、课堂

表现 30%。
作业考核（60%）：期中作业 25%、期

末作业35%（具体要求参见评价过程）。
教师按照“课程学习 40%+作业考

核 60%”的公式给出最终学习成绩，60
分以上为合格，85 分以上为优秀，向
获得优秀的学生期末颁发奖状。

评价过程：阶段性评价（期中）：学
生任选其中一个主题进行手抄报绘制，
优秀成果在楼层宣传栏进行展示。

终结性评价（期末）：学生任选其中
一个主题，5 人一组进行合作，将搜集
的资料汇编，制作成《杭州印象专题》读
物。比如，《杭州印象——人文历史》

《杭州印象——传统曲艺》《杭州印象
——传统民俗》《杭州印象——美丽传
说》《杭州印象——手工技艺》等。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滨兰实验
学校）

“玩”出不一样的
语文生活

□□艾 简

当下，微信群成为家校联系的又一平台
和窗口，而教师如果只是向家长通报孩子的
成绩，似乎过于狭隘。让微信群成为推动读
写活动的又一窗口，让学生和家长过一种完
整的读写生活，这是我们学校特级教师丁卫
军的语文教学创意。

去年9月，丁卫军应邀去陕西省安康市
讲学。活动结束后，与一群好友游览“关垭”
古城墙。在游玩时，瞬然产生了“微写作”的
创意，并在家长微信群与孩子们“玩”起了写
作——玩一段文字，描写景物，不用一个动
词。例如，秋雨寒凉了十月，叶儿零落在风
里，国庆的灯笼红了节日的喜庆。学生们由
一句话，到一段话，再到一首诗，源源不断，
丁卫军几乎应接不暇，学生们的写作能力也
让他欣喜不已。

在以后的日子里，丁卫军一直与学生
们“玩”这样的写作。仅仅两个月时间，学
生们完成了 16 万字，一本《我们这样玩写
作》专辑见证了丁卫军和学生们用微信

“玩”微写作的成果。
丁卫军的写作教学主张是：构建完整

真实的过程性写作教学体系，让写作教学
看得见。他认为，任何故事都是在特定情
境中发生的，因此他特别强调学生写作需
要“在场”而“走心”，引导学生走进生活，从
生活的细微处去发现、体悟、思考，要求学
生写出自己内心深处“刹那间”的感动。

在丁卫军看来，微写作的选题颇有考
究，是对一个教师的挑战——好的选题才
能架起学生生活与内心的桥梁。陕西省汉
中市名师何定琴对丁卫军的微写作选题进
行了研究，她这样写道：丁卫军的微信微作
文，利用“互联网+”的新形式打开了学生
写作训练的通道，给学生的写作表达找到
了便捷有效的展示出口，一个个微作文题
目的新鲜出炉，让人赞叹不已。

“感悟‘错过’”“一言难尽的‘面子’”，
读写双结合，叙议两翩跹，思维有训练；“遇
见”“快与慢”带着一份思考，让笔下的“有
意思”走向“有意义”，让学生的写作焕发理
性的光芒。

寒假期间，如何让学生的假期生活更有
意义是丁卫军所思考的。在他看来，阅读经
典是头等大事。如果初一、初二的学生不能
大量阅读经典，就断送了他们中学阶段读书
的黄金时期。真阅读不仅要细读，更要带着
自己的思考去读，要做到两个“打通”：一是
要“打通”生活经历，二是要“打通”已有的阅
读体验。这样，学生才会真正有所得。

丁卫军和学生们约定，假期开始的一
周后，每天轮流进行阅读播报，直接播报阅
读心得体会。每天一男一女播报，同时各
邀请两名同学进行点评，发表感言。丁卫
军的要求很明确，不是“读”而是“讲”，科代
表负责安排播报的组合与顺序。假期开始
了，一周后“相约8点半，今天我播报”在15
班家长微信群正式开播。

20多期播报，几乎伴着学生们的整个
假期。“相约8点半”，让学生和家长度过了
每一个充满书香的日子。

除了阅读播报，丁卫军利用假期给学生
开出书单，让学生读完一本书后写读书笔
记，而且要联系自己的生活写。丁卫军还用

“简书”软件编辑成“悦读分享”专栏，借助微
信平台给学生展示的机会，一方面在微信群
展示给同班的学生与家长，另一方面转发在
微信朋友圈接受更大范围的检验。

学生们就这样读着、写着，一个假期，
每个学生平均读 3 本书，共写读书笔记达
20多万字。也许有的学生写得比较稚嫩，
但只要读而思、思而写，一定会在他们人生
的履历上烙下深深的印记。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育才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