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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学习空间

课改笔记

通常的认识，“课程”就是“科目”。课
程建设是学习内容的选择与组织过程，是
关于“教什么”“学什么”的回答。但这只解
释了“课程”一词中的“课”字。“课程”之

“程”指的是什么？我认为，课程不只是“静
态”的学习内容，还包括“动态”的学习进程
的规划，包含学生的学习方式。这是关于

“怎么教”“怎么学”的问题。
因此，我将课程比作“道路”与“风

景”。“风景”是学习内容的象征，而“道路”
象征着学生的学习方式。如果我们将漂亮
的西湖照片拿到教室播放给学生看，将一
些资料选编成读本发给学生，讲给学生听，
就是“课程”了吗？未必。只有学生亲自参
与游历的过程，当“道路”与“风景”结合，才
是我们期待的课程。

我们必须打开从学习方式看课程的
视角。学习方式是课程转化为学习活动
的方法论的线索。在学校，由于纸笔测试
的强势，大量课程呈现为知识性内容的课
堂传递，学生缺少社会的体验、创新的锻

炼以及学科实践活动。因此，将学习内容
与学习方式紧密结合是学校课程建设的
重要原则。学校课程建设的真正价值并
不是学习内容的补充，而是学习方式的补
充，重在弥补学校育人的短板，突出实践
类课程，在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上体
现价值。

今天的学校教育给予学生的规定必修
内容，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国家给予学校
的课程权力不能再站在学校的立场增加必
修的学习内容，而是要从学生的立场改善
学生的学习状态，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让

学生有可能超越限定性学习的束缚，呈现
更有创造力的学习生态。

当前的基础教育，文化课程比重偏大，
“知识立意”测验占了主流，听讲与练习几
乎占据学生学习方式的 90%。所以，学校
课程的“补充责任”不能再在“旧方式的新
内容”上动脑筋，而应在“新方式的新内容”
或“旧内容的新方式”上谋发展。

戴尔“学习金字塔”理论曾比较分析
了听讲、阅读、声音或图片、示范或演示、
小组讨论、做中学、马上应用或教他人等
多种学习方式的学习结果的驻留率。今

天的学校课程建设必须探索综合性学习、
实践性学习、应用性学习等领域，多以研
究性学习的项目学习，让应用、生成、体
验、探究成为学生学习的常态，以弥补现
实中强势的知识传递型文化课程在学习
方式上的局限。

较之文化课程，强调应用取向的学习
体现了学以致用的教育价值观。在同一年
龄段的青少年中，未来走“学术发展之路”
的学生不足 20%，而走“应用发展之路”的
学生将超过80%。基础教育课程不能简单
强调基础性，而忽略应用性的现实需求。

缺乏学以致用的思维，学术性课程也未必
能学好。所以，如果学校课程建设要从学
习内容维度进行补充，就应该把应用类课
程作为方向。应用类课程对条件设施有较
高要求，不少学校或许难以实现，但可以从
加强学科的应用性学习入手，增加学生运
用所学知识完成任务或解决真实情境问题
的学习过程。比如“新闻写作”课程，以及
文学社、电视台、学生出版物等课程的延
伸，让学生参与策划、采访、编辑活动，甚至
以图文并茂的形式编印记录同学的校园生
活读物。

真正的学习未必是在听的过程中发生
的，而是在经历中“绽放火花”；教育之于学
生的意义，不是那些片断的知识与技巧，而
是能够为其所用的联系的知识、运用知识
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在经历中成长起来
的社会认知与世界观。如何让经历成为学
习，让应用和解决问题进入常态的课程，将
是今后学校课程建设的重要使命。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走向X.0版的课程什么样
□□王 岚

随着课程改革不断深入，学校的课程自
主权得以彰显与落实。从校本课程的建构到
特色课程的建设，从零敲碎打的改变到系统
视野的整合，在课程建构中学校正在走“属于
自己的路”。

以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为例，每一所学
校都经历了“课程规划的整体设计、课程方案
的具体实施、课程评价的逐步推进”过程。我
校作为区域小学的代表，在课程改革中一方
面做好顶层设计，另一方面做好实践落地，并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升级。

学校课程建构 1.0 版本，从儿童与自我、
儿童与自然、儿童与社会出发，将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进行整体融合、系统对
接，形成了普适性课程与专设性课程两大类
别。从表述来看，课程的建构以儿童的学习
需求为出发点。普适性课程是回应儿童共同
学习需求的课程，即指向每一个儿童一生必
需的基本知识与基础技能，培育公民基本素
养的课程群落。普适性课程分为学科基础课
程、学科联合课程和节庆典礼课程。专设性
课程是从儿童的个性发展需求出发，具有个
性定制、专设服务特征的课程群组。专设性
课程分为学校层面的专设课程及班级层面的
专设课程。在实践过程中，教师从儿童需求
的共性与个性两个方面进行按需施教。

学校课程建构2.0版本，“用自己的课程教
与学”成为每位教师与学生的共识。在普适性
课程建构中，整合内容、整合资源、整合时空成
为教师自觉的行为。因此，我们将普适性课程
进行了更为精准的分类，根据课程整合的程度
与范围不同，建构了单学科基础课程、跨学科
联合课程和超学科综合课程 3 大课程群落。
而在专设性课程方面，除了学校和班级分别开
设专设性课程为儿童的特需进行定制服务外，
年级层面也针对同一年级学生不同需求开发
了专门的课程。这样就形成了以“3+3”为特
征的普适与专设互为结合、“必修+必选+可
选”互为补充的课程路径。

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课堂的建构与发
展不断朝向儿童自我发展的需求时，一个令
人欣喜的现象出现了，那就是儿童从课程的
参与者、受益者、消费者的身份逐步转化为课
程的设计者、实施者、生产者，而这也标志着
课程建构从 2.0 版本正式跨入 3.0 版本。于
是，在普适性课程、专设性课程之外，又形成
了一个新的类别——儿童自创课程，是儿童
自我创造、创意、创生的课程。

这类课程的产生源于儿童自我的生活与
学习，课程的实施立足儿童的自我探索与实
践，课程的成果基于儿童自我的推广与展示。
儿童自创课程，既有个人自创课程也有团队自
创课程，如学生杨沐轩的“环球游轮之旅”、王
宇轩的“清明时节话清明”等均为个人自创课
程，由学生个体独立尝试开发，通过实地考察、
过程记录、数据分析等展开课程，最终形成可
视化课程成果，并通过校园百家讲坛进行课程
发布，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学生可以通过选
课系统进行电子选课，参与这类自创课程的学
习。而二年级A班的14名学生则进行了团队
自创课程的尝试，“绘本里的秘密花园”是这些
学生共创的课程。通过对绘本的学习和研究，
实现从读绘本到创绘本的提升。学生还创立
了“千寻出版社”，举办了14本绘本的新书首
发式，并以“千寻出版社”这一载体为更多同学
进行校园作品的出版。至此，学校形成了“3+
3+2”的3大类型8大路径的课程立体建构。

从1.0版到X.0版，我们看到的是学校管
理者对于课程意义的不断明晰。普适性课程
奠基核心素养，专设性课程助力个性发展，儿
童自创课程激活自我创造，建构了三位一体
的立体课程空间。

课程的要义是帮助每一个儿童成为更好
的“我”，以儿童自我发展、主动发展、多样发
展为中心，给每一个儿童创造无穷的空间。
当我们的课程始终处于发展、更新与优化的
过程中，学生的自主学习才可能真正发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清英外
国语学校）

“花格子”书廊

“花格子”源自英国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大卫·麦基的经典童话

《花格子大象艾玛》，深受世界各
地儿童的喜爱。在上海市闵行区
航华第二小学，每个学生都以“花
格子”自喻，它是真善美的化身。

学校教学楼的每一层走廊都
有一个“花格子”书廊，这是学校
图书馆的拓展。书架里摆放着学
生们喜欢看的童书。在这里，学
生还可以把自己的感想体会写一
写，贴在“花格子”展板上，还可以
看到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推荐和
导读。

“花格子”代表着世界经典的
丰富多彩的儿童文学作品，代表
着童话般的校园环境和七彩的校
园学习生活，代表着绚丽缤纷、健
康快乐、幸福和谐的童年生活。

吴海英/文

课程观察·张 丰

课程建设的价值在于促进学习方式转变

用传统文化涵养现代学生
——北京为明教育集团首届启明小学生赛诗会侧记

□□通讯员 康 玥

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掀起了中
华大地的古韵诗情，借此文化东风，北
京为明教育集团决定为全国各地为明
学校的13000多名小学生举办一场诗词
大会。

2017年4月底，江城武汉春意盎然，
一群群全国各地为明学校的小学生像
翩翩的小蝴蝶一样汇聚于黄鹤楼畔的
武汉为明学校。经过各学校的选拔推
荐，全国共有深圳、广州、重庆、成都、新
津、贵阳、青岛、天津、武汉、光谷等地的
10所为明学校的 40余名小学生参加首
届“启明小学生赛诗会”终极对决。

4 月 21 日，赛诗会正式拉开帷幕。
台上 40名小选手胸有成竹，台下 500多
名师生、家长满心期待，网络视频前5万
多为明人摇旗呐喊。此次赛诗会，为明
集团邀请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
原中文教研室主任、中国儿童文学研究
会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崔增亮担任点
评嘉宾。

首先是“独当一面”环节。本环节5
轮试题，规则是先由每个参赛队队员按个
人序号依次答题，再由各队推选一名队员
答题，题目有填写关键词、对上下句、连线
和汉字选择等。学生们都是有备而来，每
次主持人“开始做答”的话音刚落，小选手
们的正确答案就脱口而出，足见他们超强
的记忆力和扎实的经典积累。

对诗词背后的深远意蕴，崔增亮教
授适时点评，进行精彩的讲解。比如，
小选手虽然能迅速挑出“春山暖日和
风，栏干楼阁帘栊”中“栏”字是错的，却
说不清为什么错了？崔增亮告诉学生
们，“阑”是由“欄”演化而来，虽然与

“栏”是古今字，但古诗词里的“阑”字又
有“残”“尽”之意，所以应遵从古字用

“阑”。他深入浅出的讲解，既为比赛增
色不少，也让大家受益匪浅。

紧接着，是团队作战的“众志成城”
环节。各队选手在规定的时间内，经过
讨论给出正确答案，题型有问答、选择、
为画面配诗等。各队紧张讨论，沉着应
答，学生们不仅能够说出正确答案，还
能说明所选答案的理由。例如，“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句古
诗考查的是什么景色，学生们正确地选
择了“冬景”，并说出诗的题目为《白雪
歌送武判官归京》，全诗是写雪景的。
各队精彩的回答赢得场下阵阵掌声，台
上台下互动热烈。

两轮过后，各队难分伯仲。随后进
入激动人心的“谁与争锋”抢答环节，考
查选手们对古诗词的理解和文学知识
的积累。这个环节扣人心弦，学生们不
仅要知道正确答案，还要手疾眼快，充
分显示为明学子扎实的古典诗词功底、
机敏的反应能力和默契的团队配合。

经过激烈角逐，武汉为明学校代表
队过关斩将荣获冠军，获得文渊奖；贵
阳为明学校仅以10分之差屈居亚军，获
得文华奖；光谷为明学校和广州为明学
校分数相同，又经过“一锤定音”加赛，
光谷队胜出，获得文英奖。

颁奖盛典上，武汉为明学校艺术中
心献上具有浓郁中国情、荆楚风的精彩
文艺节目，节目中间还穿插了饶有趣味
的以“春”为主题的飞花令。即便是这样
有难度的比拼，各代表队的学生也是口
齿生香，场上和场下的学生融为一体，你
来一句，我来一句，熟悉的、生僻的60多
首与“春”相关的诗句随口吟诵，整个报
告厅掀起了古诗词竞赛的高潮。

“物类之起，必有所始”，启明赛诗

会只是为明教育集团以优秀传统文化
育人的众多成果之一，旨在鼓励集团各
学校开展中国古典诗词和启蒙经典的
学习，让学生走进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开启智慧，感悟生命。学生们的精彩表
现并非一日之功，包含着学校、教师和
家长的辛勤付出。

2015年，为明教育集团总裁林浩提
出，要帮助学生回归传统文化，希望为明
的孩子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熏修
重铸灵魂、启迪智慧，为此成立了传统
文化中心。在传统文化中心指导下，各
学校陆续成立为明书院，以国学经典教
育为主轴，同时开设传统艺术修养课
程，兼以民俗文化和传统节日活动，使
传统文化回归生活落实在生活中、融入
血脉里。书院通过茶道、书法与水墨、
经典吟诵课程的设置，让学生系统地接
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在知名国学专家引领下，集团数十
名骨干教师共同研发了《汉字认知与书
法表现》《国学通识与经典美育》两门校
本课程，将于今年秋季在集团内正式开
设。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活动贯穿孩
子的校园生活，除了刚落幕的启明赛诗
会，还有全体教职工和学生共同参加的
昭明笔会。礼乐教化使人修身养性、体
悟天道，是我国古典“礼乐文化”的意义
所在。为此，集团各学校在秋季开学时
举办中国传统开学典礼，夏季毕业时进
行传统毕业典礼，传统开学典礼设有

“击鼓明烛”“正身净心”“拜新祭圣”“先
师启智”，传统毕业典礼设有“击鼓祭
圣”“谢师敬亲”“命字表德”“图南志
远”。这样，集团各学校全方位从课程
设置到环境安排，为学生们创造了一个

“明理、修身、成德”的教育氛围。

2016年秋季，集团向各学校推荐了
《为明小学生必背古诗词 180 首》以及
《三字经》《千字文》等国学典籍。无论
是在学校还是在家，学生们已把背诵诗
词经典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家长也
非常支持，有的每天早上 6 点叫醒孩子
进行晨读。同时，各学校以集团赛事为
依托，纷纷开展校内启明诗会，经过海
选、初赛、复赛和决赛，学生们学习古诗
词和国学典籍的热情被彻底激发出
来。最终各校经过层层选拔，选出 4 名
优秀选手进入集团决赛。

启明赛诗会在为明13000多名学生
中掀起了一股经典学习热潮。赛后，一
位学校负责人说：“教师们细致地为学
生们解读难懂的字句，生动地讲述诗文
中的典故，让学生在历史文学、天文地
理等多方面都有所涉猎。学生们也不
负众望，学习十分刻苦。随着学习的深
入，他们渐渐喜欢上古诗词。”学生们
说：“以前不太喜欢古诗词，就是简单背
诵，现在知道了古诗词蕴藏的内涵，越
来越喜欢古诗词了。”一位带队参赛的
教师也感慨说：“别说是 4个选手，就是
要求每所学校推荐 200 个学生参赛，马
上也能找得出来！”

带着意犹未尽，首届小学生启明赛
诗会落幕了，学生们纷纷表示要深入学
习优秀传统文化，明年继续参加。家长
们说，这样的活动非常有意义，孩子们可
以在更大的舞台交流学习。“一段好春藏
不住，粉墙斜露杏花梢”，为明学子对于
学习中国古诗词热情正酣，传播传统文
化的热潮才刚开始。为明教育集团将持
续为学生们提供学习传统文化、展现个
人风采的机会，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为
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现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