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郭瑞 电话：010-8229673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K E G A I Y A N J I U
2017年7月12日 建设课程 推动课改12版

“海归”学生
建言学校课程建设

日前，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举行以“六
年一贯制未来成长计划”为主题的2013级
六年一贯制项目班游学汇报会。报告会
上，30 多名在美国、加拿大圆满完成课程
回国的学生，与老师、家长及同学分享了在
海外游学半年的收获和感悟。

“我就读的美国高中非常注重个性化
学习方法。学校让所有同学做过一个调查
问卷，通过调查可以让学生明确适合自己
的学习方式，视觉、听觉、触觉哪种感官更
加敏感，逻辑思维、感性思维、动手操作哪
种记忆更深刻。”“美国游学期间给我印象
最深的就是在戏剧课和历史课上，老师经
常会要求我们结成小组去研究一个问题或
者去做课题。我发现同学们通常都很乐意
通过这种方式学习，积极性也比平时自己
学的时候高很多，因为这时你会有一种责
任感和压力感。”作为此次汇报会的重头
戏，学生们“带回”了游学过程中难忘的学
习体验。

场馆课堂
补上探究型课程短板
原有的活动型课程已不能完全满足学

生需求，基于此，上海市宝山实验学校利用
本市优质科普场馆、博物馆等社会资源开
展探究活动。于是，一场名为“场馆进课
堂”的课程变革开始了。在这场变革中，场
馆资源变成课程内容，课堂教学也“搬进”
场馆，学生走进“科博艺馆”大课堂进行体
验式学习，探究型课程变成了学生眼中“有
意义、有意思、有实效”的事情。

学校最终精选出18个场馆，并编写成18
册《场馆进课堂》探究型课程校本教材、教师
指导手册、学生学习手册、配套的活动方案、
参观活动护照等。经过几轮实践和探索，“场
馆进课堂”为载体的探究型课程终于以独具
创新性的形象展现在师生和家长面前。

闪闪发光的家长课程

日前，广东省广州市宝玉直实验小学举
办了“生命如宝石，闪光耀未来”五年特色办
学成果展，家长也积极响应，一同参与表演
环节。这正是宝玉直实验小学“家长闪光课
程”的成果。该课程从培育“宝石般少年”的
育人目标出发，构建具有“闪光教育”特色的
家长课程，不仅开发了《宝玉直实验小学家
长手册》和《你我相伴，人人闪光——宝玉直
实验小学家长育儿读本》系列校本教材，还
搭建了家长科学育孩的有效学习平台，开展
一系列课程促使家校合作，在学校和家长之
间形成良好的教育氛围。

“亲近宝实”课程让家长了解学校的办
学基本情况、办学价值追求，从而认同学校
文化，支持学校教育；“助孩闪光课程”，指
导家长如何挖掘和拓展孩子潜能；“服务宝
实课程”，让家长自主参与到校园课堂中，
并从中有所收获。该课程让家长成为学校
教学的助力，家校合力令孩子们从学校到
家庭全方位得到鼓励和成长，使教育效果
1+1＞2，促成教育良性循环。

海南有琼剧

为进一步传承发展本地戏曲艺术，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日，海南省委宣传
部、省教育厅、省文体厅等多家单位联合出
台《海南省“戏曲进校园”工作实施方案》
(。根据《方案》，海南省将出版《琼剧进校
园》普及读本，在中小学校开设琼剧校本课
程，开展戏曲通识教育，在各类中小学校培
养琼剧爱好者。

《方案》要求，中小学校要将戏曲知识
引进音乐课堂教学和艺术教育活动中，加
大戏曲课堂教学力度；条件成熟的高校要
开设戏曲课程选修课，修满课时给予学分，
让学生感知戏曲艺术魅力。各级各类学校
要根据所在地区学生戏曲爱好、专长实际
建设一批戏曲社团组织，加强兴趣养成，鼓
励交流合作。《方案》还提出，相关文化单位
要组织戏曲专业院团和文艺志愿者等，采
取流动舞台车进学校等形式，把优秀戏曲
剧目送进学校，确保每校每年免费观看一
场戏曲演出，逐步实现每校每学期观看一
场戏曲演出；精选并推荐一批符合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要求、适合学生欣赏、易于学
唱的琼剧经典剧目、名家唱段等，供学校在
大课间、主题班会以及课余时间播放。

一线动态

深圳市华丽小学原来并不华丽，不
只是地处偏僻、校园逼仄，还因为学校
85%以上的学生家庭为暂住户口，家长
忙于打工忙于经营，顾及孩子的时间太
少。家长们自己说，对孩子的教育他们
是有心无力，甚至是无心无力。

但校长教师们都不甘示弱。华丽小
学校长朱先云说：“我们把‘天天进步一
点点’写进学校章程，企望通过天天坚
持、日积月累的努力，实现学生、家长、教
师一起进步，建成幸福校园、幸福家庭。”
通过几年努力，如今华丽小学终于华丽
转身。去年在罗湖区小学四年级教学质
量检测中，华丽小学总成绩高出全区70
多所小学平均 16.04 分。学校还从默默
无闻到频频代表区里参加市级各种竞
赛，并屡屡夺奖而归。不仅家长欢天喜
地，街道、社区也在大会小会上点赞，说
华丽小学的大突破、大进步给东晓街道
办、绿景社区文明创建、书香社会建设立
了大功。

华丽小学是如何从“天天进步一点
点”到华丽转身的呢？日前，记者走访了
该校。

别开生面的教师作业

记者连续多天走进校园，有许多东
西过目不忘。

这天已经放学，三楼五（2）班教室
却传来了琅琅书声。一位年轻的女教
师正在声情并茂地朗读。朗读完毕，
记者前去询问，得知她是语文学科组
长、班主任谢秀娟。她告诉记者，自己
是在做当天的作业——坚持一百天，
天天坚持朗读 10 分钟，并用音频 APP
录制后传到学校读书微信群，与教师
们交流分享。

全校 87 名教师都在努力培养自己
读书的好习惯，由以往的“要我读”变成
了现在的“我要读”。英语教师饶丽娜
说：“天天坚持读书，让我的视野更开阔
了。人应该在读书中拓展生命的宽度。”
她还说，阅读也影响到自己的英语教
学。她已经调整并增加了学生情景阅读
的分量。

朱先云说：“阅读能为学生、家长、
教师的成长打下明亮的精神底色。我
们学校特别开发了阅读校本课程，开展
了几次类似坚持一百天的阅读活动。
坚持就是为了培养爱书的感情，读书的

好习惯。”
学校对教师坚持天天朗读有严格的

考核。凡坚持天天朗读的教师，要给予
数百元购书奖励，选购自己喜欢的书籍，
这已经成为最受大家欢迎的奖品。

教师的朗读作业，除了坚持自己
天天朗读，还要坚持天天指导和督促
学生和家长朗读。副校长王丹为了辅
导学生和家长，开学不到两个月，仅关
于读书问题就给家长写了 33 封书信。
她说，写信比发微信、QQ 更能完整表
达，更有温度感，可以与家长更好地沟
通。记者在她办公室见证了最近两天
17 名家长的回信。一（5）班游谦的父
母在给王丹的回信中除了对老师和学
校的感谢，主要讲了孩子的进步。孩
子已从迷于读书发展到迷于编写故
事，雷打不动。

建设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学校
发展的根本任务。为人之师，应该处处
是学生、家长乃至社会的榜样，所以华丽
小学教师常有类似朗读这样的作业。其
中“三笔字”已经坚持了11年，是效果最
好、影响最深远的作业。

所谓“三笔字”是指毛笔字、粉笔字、
钢笔字。学校每周由书法课教师在一楼
大厅黑板上写出粉笔示范字，教师们在
各自固定的位置上临摹，同时还需要每
周练习写一篇毛笔字、一篇钢笔字。这
些写字作业展示在一楼大厅，供全校师
生和家长观摩学习。

因 为 教 师 有 样 在 先 ，所 以 全 校
1383 名 学 生 练 字 、写 作 业 都 中 规 中
矩。许多家长都说，“老师都这样认
真，学生怎能不认真。”周丽梅来深圳
打工 18 年，她的两个孩子如今在华丽
小学分别上二年级、六年级。她说：

“以前不太重视孩子读书，如今看到老
师这样认真，孩子这样听话，我也与孩
子一样爱看书、爱写字了。一到双休
日就带孩子去书店，无意间已买了几
百本书，装满两大书柜。孩子和我的

字也越写越漂亮。孩子在学校、区里
也拿了奖。‘名师出高徒’，孩子遇到这
么多好老师，上了这么好的学校，我真
为他们高兴。”

健康第一的体育作业

小学要求一般不布置或少布置家庭
作业，华丽小学却天天有体育家庭作业，
而且包括双休日都要考核，执行情况要
天天记载。

为什么天天都有体育家庭作业？几
位校领导讲了这项作业的来历。同样是
前面所说的“有心无力”“无心无力”问
题。由于家长对孩子顾及太少，不少孩
子拿着家长给的钱自己吃早餐，可有的
孩子却把钱买了零食和小玩具，往往一
上午就饿着肚子。最严重的是2016年9
月 1日开学仪式，居然有 86个孩子坚持
不下来，有的甚至昏倒。孩子们挤得医
务室站不下了，教师们赶紧打开教师食
堂的空调，端上葡萄糖水，安置孩子们坐
下休息……不止是校医，校长、教师人人
都心急如焚。

“健康第一绝对要落实，落实到班
级，落实到每个学生，落实到每个家庭。
要将每个学生快乐、阳光、健康成长作为
学校的首要目标。”朱先云说。

于是，体育作业进家庭应运而生。
学校分低中高三个年级段自编了作业
册，并列入校外课程，在“课程指引”里，
就练习内容、具体要求、注意事项做了详
细说明，并以表格形式列出各个运动项
目的国家体质监测标准，以便孩子们对
照。孩子们天天要按时做，家长要督促
检查，甚至一起做，最后记录情况，体育
教师要在课堂上进行考查。朱先云在

“校长寄语”里对家长提出了这样的希
望：期待学校对孩子健康的关注与重视
可辐射到每一个家庭，辐射到社区，带动
大家都来关注孩子的健康、自己的健康、
大家的健康。她呼吁：“健康是人生第一
财富。保持健康、增进健康是我们每一
个人的责任。”

为使“健康第一”措施落地，学校还
改革了大课间，每天下午 4:15—4:50 共
35分钟，孩子们做着学校自编的由弱至
强、由强至放松的七套韵律运动，每套
运动之间由音乐转变实现转换，孩子们
的平均心律为 135～145。记者连续两

天观摩了这套操，孩子们
都做得微微出汗了。

当然至关重要
的还是“健康
第一”理念在
学 生 、教 师 、
家 长 心 上 生
根，特别是家
长。现在，孩
子 们 在 家 里
也 都 会 做 一

些运动。家长的
潜移默化作用不

可低估，说家长是孩子
的第一教师，说家长天

天是孩子的教师一点不假，所以一定要
提高家长的素质。这方面，华丽小学的
家委会、家长学校发挥了大作用。学校
定期邀请专家为家长开展讲座，不仅讲
怎样与孩子沟通，怎样与孩子相处，怎样

鼓励孩子进步，还专门讲孩子心理、生理
成长特点和规律，讲怎么重视孩子一日
饮食，讲如何陪伴孩子。同时，还请教子
有方的家长与大家交流。

这样做效果很好，家长都把孩子健
康当大事了，亲子锻炼、亲子运动得到普
及。家长柯卓琴说：“体育作业进家庭对
我震撼很大，以前我是随便让 3 个孩子
玩，现在我常与孩子们一起做学校布置
的作业。孩子们吃得香，睡得香，一年到
头基本上没有伤风感冒，不管是在学校
还是在家里，做什么都劲头很大。”

学得起的“四点半”课堂

书法篆刻、黑白画、彩色装饰是学校
的传统强项，四名美术学院毕业的专职
教师更起了强大的支撑作用。学校将书
法篆刻列为校本课程，所有年级一律每
周一节书法篆刻课。黑白画、彩色装饰
则作为大社团进行基本普及。近几年，
学校的书法篆刻、黑白画、彩色装饰在各
类竞赛中获国家级金奖、一等奖，省级特
等奖等奖项的师生有400多人次。校园
的每个角落，每个学生家庭都有学生的
作品。美术教师麦桂泉告诉记者，区里、
市里时有各类展览，总要学校提供展
品。我们不需要另做准备，常常在学生
作业中挑选几幅交上去就可以了。

美术类的特长学习对学生、家长鼓
舞很大。三（2）班杨圳杰的父亲杨泽治，
从重庆来深圳打工整整20年了。他说：

“我连做梦都想着让孩子学一门两门特
长。如今学校让孩子免费学书法，学各
种特长，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最大的公
平。”在家他们父子按学校布置一起练书
法，3 年来成绩都不小，儿子书法已过 5
级，在省市有关竞赛中父子都获过一等
奖等奖项。

杨泽治的想法、说法在家长中很普
遍。朱先云说，社团活动是学生全员发
展、全面发展、优质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内容，学校既要搞好项层设计，又要
抓好落实。为解决时间、空间、辅导教师
等矛盾，从 2016 年起，学校实行“四点
半”课堂，外聘了十几名专业教师，每周
坚持开展社团活动。

目前，华丽小学有艺术、文学、科
学、体育等类别社团 36 个，参加社团的
学生达 3635 人次，每个学生至少参加
一项，一般都有 2-3 项。华丽小学开展
每项社团活动都非常认真，都有专门的
辅导教师，以及教材和器材设备。如书
法、黑白画都有统一的笔墨纸张；如芭
蕾舞有统一的服装、舞蹈鞋；管乐队、民
族乐队及各种器乐队所需乐器，都由学
校免费配置。

“四点半课堂是学校课程改革的一
项重要内容，必须要让每个孩子学得起，
让他们随心所欲学。”朱先云说。这个学
期学校对社团活动预算经费为 87.22 万
元，除书法篆刻、黑白画等每期要花费
10 万元以上外，其他项目如跆拳道、芭
蕾舞、管乐队等项目每学期花费也在 5
万元以上。学校将此列为教学经费予以
保障。同时，每年预决算情况都向家长
通报，让他们知道免费的“四点半”课堂
多么不容易、多么珍贵，要加以珍惜，让
大家一起办好四点半课堂，真正让学生
天天进步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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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约记者 李让恒

华丽小学的华丽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