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场高屋建瓴的主题报告、3场主题
鲜明的分论坛、4所各具看点的分会场学
校，5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会者……
在为期一天半的时间里，一场关于“高质
量学习”的头脑风暴“引爆”了5月的合肥
教育圈。

“这是一场饕餮盛宴。”来自内蒙古
的一名学习者说，“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不论关于学习、课程建设还是教师成长，
每个人都可以各取所需。”

这名代表所说的“盛宴”，指的是5月
11 日至 12 日，由中国教师报主办、安徽
省合肥市包河区教体局承办的2017全国
中小学深化课程改革研讨会暨“高质量
学习”包河现场会。接轨国际课程改革
经验，这次会议特别邀请了国际学校图
书馆主任联盟前主席詹姆士·亨利，独立
教育学者、美国南加州教育学博士钱志
龙等专家带来了国外教育改革理念的分
享，同时展示了国内多所学校课程建设
成果，与会者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走向、教师如何成为学习者等话题展开
了深度研讨。

如何重新认识学习？什么是真实的
学习？学习如何走向高质量？这些成为
代表关注最多的议题。

坚守学生立场：
成为“这一个”与“那一个”

在课程改革走向深水区的今天，“以
学生为中心”这一观点成为教育者的共
识。不过，我们的学校真的做到“学生第
一”了吗？詹姆士·亨利在大会上提醒校
长和教师，“这种说法是对的，但过于简
单化”。

詹姆士·亨利接连抛出一系列反问：
“学校里，谁来设计学习空间？显然不是
学生；谁来设计上课时间？不是学生；谁
来决定同班同学和座位如何分配？不是
学生；谁来决定选用何种教材？也不是
学生；谁来确定谁是好学生——依然不
是学生……”

事实上，学生对学校的事务参与程度
并不高。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学生处
于学习的中心”？詹姆士·亨利表示疑惑。

在本次会议分会场之一的合肥市屯
溪路小学，他找到了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

12日当天是屯溪路小学项目学习的
成果展示时间，此前该校一至六年级均
安排出一周时间进行项目学习，彻底打
破了年级的班级组合和传统的课程表设
置，所有教师都围绕项目学习主题与学
生共同学习。

记者看到，在三年级“地铁探秘”学
习成果发布现场，有的学生设计了大富
翁式的“交通跳棋”，在楼道里做起游戏，
学习交规；四年级“畅游三国”学习成果
发布现场，一场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话
剧正在上演；六年级“我们的毕业季”学

习成果发布现场，学生们正在开展“最美
五月，感恩诗朗诵”……此时的屯溪路
小学，就是一场“学习嘉年华”，学生们自
主组织，用不同形式诠释他们自己生成
的学习成果。

甚至在沙龙环节，几个十多岁的孩
子结合自己的亲身感受和来自同学的调
查报告进行讨论分析，向校长就如何更
好地进行课程改革大胆提出意见。

“这里的师生，让我羡慕嫉妒恨！”钱
志龙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许多人问
我到底怎么当校长，怎么办教育，我想说
的是，多听听孩子的想法，至少你不会走
得太偏。”

以学生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高峰
在讲座中强调，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全面
和谐发展的人”，“全面”不仅仅是培养
德、智、体、美、劳共同发展的人，更重要
的是培养个性得到充分张扬的人，是“这
一个”与“那一个”。

“只有这样，以学生为中心才能不成
为一句空话。”高峰说。

多元课程构建：
为学生打造连通的世界

国学课程、森林课堂、戏曲课程、整
合课程、全课程、阅读课程、STEAM+课
程……当包河区教体局局长陈雪梅列出
区域内正在探索的一系列多样化课程形
态时，不少第一次前来包河的与会者深
为震惊：原来包河区的课程改革竟如此

“大刀阔斧”！不仅引入了接轨国际的
“高大上”课程，同时也开发了接地气的
本土化课程。

“一直以来，包河区都坚持以课程建
设为抓手，通过优化课程结构、丰富课程
内容、提升课程品质，在深化课程改革的
道路上全面提升教育质量。”陈雪梅说，

“包河要做的，就是通过实施多样化课程，
促进高质量学习发生。”

课程作为一个宏观的概念，在包河
区究竟是如何真正落地转化为学生核心
素养的？

“不论是国家课程还是地方课程，
都必须回到学校这个具体的教育教学
环境才有意义。”高峰表示，“从课程的
现实化角度而言，只存在具体的学校课
程，而不存在什么抽象的国家课程、地
方课程。因此，必须建立学校本位的课
程体系。”

合肥市包河区望湖小学正在实践的
全阅读课程，正是这样一套学校本位的课
程体系。

“我们不把阅读作为学校的特色进
行打造，因为这是学校最基础的工作。
我们形成了一个共识：阅读是快乐且自
然的事情，推动阅读是每位教师的责
任。”在 12日的分会场活动中，望湖小学

校长胡冬梅向与会者介绍了该校的全阅
读课程。据悉，该校全阅读课程架构由
基础课程加自选课程构成，基础课程由
图书馆课程、自由阅读课程、阅读实践课
程、诵读课程、整本书课程、学科阅读课
程构成，每门课程都有相对应的目标、内
容、资源，也有师资和时间的安排。

“全阅读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不仅提
供了多样化课程资源，保障了师生阅读
时间和质量，而且在丰富多元的学习方
式中让师生习得了‘阅读’这个主要的学
习工具和研究方法，师生的阅读素养、信
息素养逐渐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明
显增强。”胡冬梅说。

在另一个分会场，实践“明慧课程”
的合肥师范附小则在此次会议中展示了

“互联网+”背景下主题课程，呈现了另一
类课程形态。

在“电子书包环境下语文主题课例
观摩”这一环节中，合肥师范附小教师柏
玉萍借助电子书包和国学精品 APP，带
领学生对比学习课文《渔歌子》和《江
雪》。打开 APP，学生可以看到作者生
平、写作背景、诗词中的画面，还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背景音乐进行
诗歌诵读。利用现代化设备整合语文教
学，让不少与会者大开眼界。

“内心触动很大，没想到语文课还能
这么上，让我打开了新的教学思路。”安徽
省阜阳市和谐路小学教师王勇表示。

在合肥师范附小的“云教室”里，学
生可以自由学习各类网络课程。目前，
该校已经尝试了 9门课程的线上线下同
步学习，100多节系列微课程为学生提供
了丰富的学习资源。

“我们希望理智、科学、有效地研发校
本课程，不是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稀罕越
好，而是站在儿童的立场，看着他们全面
发展。”合肥师范附小校长张红说。

“课程改革没有过去式、将来式，只
有现在进行式。”包河区教研室主任李琼
表示，“包河区多元化课程顶层设计，为
学生打造了一个综合、连通、多元的成长
世界”。

成为学习型教师：
做孩子生命中的“关键角色”

“你是否蹲下身来了解身边的儿童，
你是否认真倾听儿童自己的想法，你是
否积极回应儿童的情绪变化，你是否真
正尊重儿童的个性特征？”在 11日“成为
学习者的教师”分论坛中，浙江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王丽华的一连
串发问，将与会嘉宾引入深思。

要想成就学生的高质量学习，教师
始终是“关键角色”。

王丽华劝勉教师要多倾听儿童的声
音，真正走近儿童。“好的教学实践和严
谨的儿童研究是紧密相连的事业，教师

需要俯下身来，做真正的儿童研究。”王
丽华说。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2日上午，在 2017年全国中小学深

化课程改革研讨会合肥实验学校分会场，
合肥实验学校教师张径向来自全国的同
行示范了一节语文课，他试图做一名“放
手的老师”“给学生自由的老师”“倾听儿
童的老师”。在用两分钟时间向学生明确
了自学重点后，他给学生 14分钟进行自
主学习，并在此期间不断地深入各小组关
注学困生的学习情况；接下来是 14分钟
的小组讨论和班级讨论时间，张径开始倾
听每个小组的讨论，并将更多的机会让给
学生自己表达，当学生犯错时也鼓励他们
勇敢说下去。一堂 40分钟的课，教师教
得很轻松，学生学得也很轻松。

“这堂课，我们上得很开心。”一名学
生课后表示。

詹姆士·亨利在演讲中提到，评价一
个教师，你只需要问他两个问题：一是你
现在在读什么书；二是你班里的学生开
心吗？“如果你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

‘太忙了没时间’，那我建议你一定要腾
出时间读书；如果你对第二个问题的回
答是‘不，不开心’，那我应该说，你要努
力加油了！”詹姆士·亨利说。

我们究竟要成为什么样的教师？屯
溪路小学博雅课程研究院院长胡昕援引
约翰·哈蒂《可见的学习：最大程度地促
进学习》一书中的论述，指出了教师的职
责与重要性——教师具有指导性和影响
力；教师要了解每位学生；教师是学习重
要影响因素之一；教师要营造允许犯错
的环境；教师要有多元观念；教师要知道
学习目的和标准。

几乎所有专家都一致认同，新课改时
代的教师，一定要成为一名“学习型教师”。

“学习型教师成长方向包括，完善
对自我的认知、对学生的认知、自身专
业水平的成长。”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
王城小学校长周卫东分享了学习型教
师的成长策略，包括制定个人成长规
划、分享读书心得、参与不同层次的主
题沙龙培训、关注学生心理、了解学生
需求、研读学生等。

今天的教师再也不能重复过去“拿着
一本书就能教几十年”的老路子，教师不
学习、不成长，很难给予学生足够的营养。

几周前，屯溪路小学在学生中做过一
个小调查，你最喜欢的老师什么样？结果
显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具有这样几点特
质：有幽默感，面带友善的微笑；了解学生
情况，课后与学生沟通；有话好好说，善于
鼓励学生；关心学生，公平公正。

“作为教师，要在学习中汲取成长的
力量，提升思想境界；作为教师，要在奋
斗中享受成功的喜悦，引领学习风尚。”
王丽华说，“对教师这份职业而言，学无
止境。”

“感谢恩师·你我同行”助力教
师成长

本报讯（记者 康丽） 5月 19日，2016
年度“感谢恩师·你我同行”大型公益活动
总结表彰大会在华北电力大学举行。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巡视员刘建同、华北电力大
学党委书记周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张中原、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陈希原等出席会议，颁发“最美教师奖”“最
佳组织奖”“优秀感恩大使”等奖项。据悉，
教学考试杂志社将先行捐赠100万元开展
资助科研公益项目，为促进中小学教师成
长和发展贡献一份力。

北师大—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
院举办第六届教育国际研讨会

本报讯（记者 冯永亮） 日前，由北京
师范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联合主
办的第六届教育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来
自英国、加拿大、新加坡、芬兰、挪威、中国大
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170余位参会代表，围绕共同关注的重
要话题“教育与流动——思想、人员与科技”
展开深入交流与讨论。

据悉，该国际学术研讨会每两年举办
一届，双方交替承办。自 2006 年起已经
连续举办了五届。

北京通州学习型城区建设结硕果
本报讯 5月9日，北京市通州区学习

型城区建设成果展示及经验交流活动举
行。北京市创建学习型城市专家组组长
吴晓川及通州区委、区政府相关负责人参
加此次活动。据悉，2013年通州区荣获北
京市“学习型先进区”后，着力于“终身教
育”和“学习型组织”建设，成立了北京新
城职业教育集团，共组织开展各类成人、
社区培训 3600 余次，全区各类学习型组
织的创建率在80%以上。 （刘云艺）

“北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
会”启动大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5月20日，“北
京培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在北京召开
启动大会，该公益基金会主要使命在于倡
导、推广全纳教育理念，资助全纳教学方法
在国内学前教育、基础教育的研究、推广、
实践和交流。基金会还将资助全纳教育师
资培训，建立幼儿园、小学的全纳教学实验
基地。同时，基金会呼吁发起“520世界全
纳日”，让更多人关注这个领域。

据悉，全纳教育理念由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于1994年正式提出，倡导每个儿童都
有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每个儿童都有其独
特的个性、兴趣、能力和学习需要，学校应
该为其提供一种有效教育，反对排斥和歧
视学生。

好习惯储蓄（电子）银行在京成立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 5月19日，“互

联网+”养成教育促进学校品质提升试验
研究课题组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学术研讨
会，探讨在“互联网+”时代学校和家庭如
何开展青少年好习惯养成教育工作。研讨
会发布了养成教育研究课题的重要成果之
一好习惯储蓄（电子）银行，面向学前教育
和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和家长免费开放。

据悉，该系统将持续进行更新，为学
校管理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帮助教师
以习惯养成为主要指标对学生实现便捷、
公平、写实的综合评价。

安华学校30年特教工作风采绽放
本报讯（记者 刘亚文） 5月19日，北

京市朝阳区安华学校举行第二届文化节暨
特殊教育成果展示活动，来自教育部、中国
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市教委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及特教专家、安华学校学生家长和毕
业生代表等参加活动。活动现场，由安华
学校师生共同演绎了情景剧《因为有你》等
节目，朝阳区特教中心主任、安华学校校长
龙建友回顾了学校 30年的办学经历。作
为朝阳区唯一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朝阳区
委常委、副区长孙其军肯定了安华学校在
全区特殊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和为朝阳区实
现教育强区之梦作出的贡献。

武汉市黄陂区开启音乐教师专
项培训

本报讯 为了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5 月 17
日至 18 日，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体卫艺
站与黄陂区教师进修学校联合举办了黄
陂区“戏曲进校园”中小学音乐教师专项
培训班。据悉，未来黄陂区将建立长效机
制，借助区楚剧团有生力量和优质资源，
培养专业的师资队伍，对全区音乐教师进
行专项培训，推动“戏曲进校园”与学校教
育教学实践深度融合。 （冯旭）

“看见”高质量学习
——2017全国中小学深化课程改革研讨会综述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主编：黄浩 电话：010-82296843 编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邮箱：zgjsbgn@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新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2版2017年5月24日

◤图片新闻◢
啦啦操跳起来！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附属小学啦啦操社团是深
受学生喜爱的社团之一，
现共有团员 40 余人。该
社 团 活 动 形 式 和 内 容 多
样，主要以动作训练、协调
训练、力量训练为主。图
为该啦啦操社团团员获奖
后合影留念。

薛丛川/摄

日前，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学信息
化专委会和北京圣陶教育创新与发展研究
院主办，以“基于新课改，聚焦新高考——
走进原生态的杭州二中”为主题的中学教
育改革实践系列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第
二中学举行，来自全国300多所学校和教
育机构的近600名教育工作者与会。

会议期间，杭州二中校长叶翠微向与
会代表阐释了学校的育人理念，介绍了该
校在应对高考改革方面积累的经验。叶

翠微表示，杭州二中始终站在高考改革试
点最前沿，将自身的育人理念与新高考方
案深度融合，借助高考改革机遇，凸显以
人为本的教育本质。“学校主张在教育改
革中回归德育，在培养顶尖人才的同时培
养学生素质，帮助学生以国际化视野迎接
开放、多元的社会挑战。”叶翠微说。

本次会议共设 12场学术活动、39节
课堂展示、32个体验项目，从学生生涯规
划到选课走班，从选修课、社团活动到研

究性学习项目展示……杭州二中以开放
的姿态，全方位展现了新高考改革后学
校所做的尝试和取得的成果。

活动期间，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马嘉宾与参会的部分全国高中校长进行
座谈，深入调研新高考改革背景下学校面
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马嘉宾对杭州二
中的教育实践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杭
州二中一直走在课程改革的前列”。

“走进杭州二中，实实在在地感受到

教育不应是面向高考的‘苟且’，而是育人
的‘诗意和远方’。”河南省郑州市第106
中学副校长贾瑞法谈到此次活动时说。

高考改革为全国高中学校提出了新
的要求和挑战。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中学
教育信息化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大附
中校长王铮表示，今后将继续运用教育
信息化手段在中学教育领域积极开展各
类交流与实践活动，推动教育教学模式
变革。

□本报记者 黄 浩 郭 瑞

基于新课改，聚焦新高考
□本报记者 金 锐

记者在一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