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遇见最美的自己

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虎英小学以生

命教育、美育等为主线，以“3+3”课程设

置为基础，开设了“最美的自己”课程。

教师以图书《小猪变形记》和《发

明家奇奇兔》为载体，带领学生解读

故事主人公的心理，引导学生发现每

一个人都是美丽而独特的。最后，学

生在白色T恤上给自己画像，并穿上

漂亮的手绘T恤。

这是一个带领学生发现美、分享

美、弘扬美的过程，学生知道了要从平

凡的小事做起，争做外形美、健康美、言

行美、特长美的“最美虎英学子”。

李振国 游姜黎/图文

晒晒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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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背景

在美国，经济公民教育被称为“从3岁开始实施

的幸福人生计划”，在英国、日本、瑞典等国家，经济

公民课程计划也被列入学校必修课程。

在中国，大学生群体还普遍存在过度消费现象，

这折射出大学生财经素养的缺失。许多调查和事实

显示，财经素养缺失问题趋向低龄化。

我校将阿福童理财课程与数学学科统整，开发

了“经济公民课程”。

课程目标

引导学生了解简单的经济问题、财商知识，让学

生在体验中提高社会生活软技能。

培养学生的自我认知能力、社会交往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领导力、财商技能以及创新能力，让每一

个学生都成为合格的“经济小公民”。

课程内容

低年级段：

1.钱的历史、文化概述

2.一张“钞票”的旅行

3.熟练辨认纸币和硬币

4.一次简单的等价交易

5.如何让自己的钱变多

6.节约是一种好品质

7.制订一份花钱的计划

8.怎样花钱才有价值

中年级段：

1.独立消费，市场消费面面观

2.收支平衡，区分需要我能行

3.等价交换，多元选择要合理

4.一分耕耘，总能赢得好收获

5.填写收据，消费体验有计划

6.促销手段，一个隐性的商机

7.日常生活，柴米油盐酱醋茶

高年级段：

1.了解“回收”，一份隐性的财富

2.积少成多，节约从我开始（演讲）

3.小学生是否应该有零花钱（辩论）

4.一张“钞票”的创想（征文）

5.折扣、纳税、利率等理财知识

6.一般银行业务中的术语

6.现实中的虚假广告

7.我的第一张存折（实践活动）

课程实施

专业授课：一方面，编制校本教材《金钥匙》，围

绕“钱”的发展历程进行总体介绍。通过主题征文、

演讲、辩论等形式，引导学生了解钱、认识钱、合理使

用钱。另一方面，邀请会计师、银行工作人员等讲解

经济常识，让学生深刻认识“钱”。

情境体验：把学校60间教室打造成贴近学生社

会经济生活的场景，并建立儿童自治委员会，开设银

行课程、邮局课程、医院课程、机场课程、车站课程、

男生课程、女生课程，建立CK小镇，探索货币基金会

课程、典当行课程、保险公司课程、拍卖行课程、股票

交易所课程和超市课程等，从而形成全系列、市场化

的儿童经济学教育体验模式。

现场实证：与学校周围的银行、超市、商场等达

成合作协议，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实践活动。

课程评价

一张研究地图：课程伊始，为了明确课程的主体

性、完整性、科学性原则，每个学期根据儿童的成长

需求、学习兴趣、活动方式等，帮助学生设计一张经

济公民课程研究地图。地图会围绕本学期达成的目

标和实践内容进行模块化设计，学生可以把自己研

究过的内容在地图上做标注，并进行自评。

一套学习指南：我们从融合的角度渗透经济公

民教育，并制订相应的学习研究单，在“遵循整体原

则、多种情境融合、单个主题统整”的背景下形成“经

济公民”教育的学习指南。让学生对本学期所学知

识有清晰的目标，对学习内容有详细的理解。

一次情境体验：通过创设多个体验情境，让学生

在情境中做预算、选购商品、货比三家等；通过现场

实践，让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

都能对自己的财富认识、消费行为、价值观念等有不

同的感悟，促进学生财商素养的全面提升。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课程图纸

新年新气象，周刊升

级“课程图纸”栏目，突出

服务性、互动性，在展示全

国各地学校校本课程方

案、区域课程指导纲要的

同时，新增专家点评环节，

帮助学校提升课程质量，

也让读者看出更多门道。

课程观察·张义宝③

“超客·超元·创客”的实现方式

“哦，英语文化周来啦！Merry Christmas！”去年圣诞节的清

晨，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四年级学生韩璐阳还没走到校门，

就听到了欢快的圣诞歌曲。从这一天开始，一年一度的英语文化

周大幕正式拉开。

其实，去年暑假前，每一个玉泉学子都收到了一本《唐诗&宋

词英文诵读》。这本册子是英语教研室主任闫红艳带领全体英语

教师，在参考了我国翻译界泰斗许渊冲翻译版本的英文唐诗宋词

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年级特点编辑的英语文化“口袋书”。整个学

期，孩子们都在进行英文唐诗宋词的吟诵学习，并制订学习计划，

打算在英语文化周进行评比展示。

韩璐阳特别喜欢这个“口袋书”，平时上学、放学的路上和等

车时，都会拿出来吟诵几句。放学回到家，她还会上网查阅翻译

唐诗宋词的资料，并为小组的朗诵配乐。

在学校，韩璐阳最喜欢的事就是课间与三五个同学一边吟诵

英文诗歌，一边模仿古人的动作跳舞。“你说李白要是到了英国，

会不会就是这个样子呀！”课间时光总是在他们银铃般的笑声中

画上句号。

所以，当英语文化周到来时，每个玉泉学子都与韩璐阳一样，

期待又兴奋。这段时间，孩子们最期待的就是上英语课，因为他

们早已迫不及待地想要展示“英文诗歌秀”成果了。

圣诞节这一天，每个班级都利用一节英语课进行“唐诗&宋词

英文诵读”展示，并评选出班级的“唐诗&宋词英文诵读”之星。在

此基础上，每个年级选取20名学生，代表年级参与学校层面的课

程展示。小思有幸成为展示的学生之一。

“The sun beyond the mountain glows，The Yellow River sea-

wards flows.You can enjoy a great sight, by climbing to a greater

height.”

圣诞节第二天下午，身着不同朝代服装的小选手们站上舞

台，用英文独特的韵律，展示了唐诗宋词之美，在时光的穿越中，

完成了一场中西文化之旅。

韩璐阳和她的团队展示了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汉语的意境

在英文中浅浅地流淌出来。

“发音准确，语音、语调优美；朗诵时有节奏，语速适中；表情

自然，感情饱满，富有感染力；仪态端庄大方，仪表整洁。”由语言

专家和英语教师代表组成的评委团对每个年级的展示都给予了

评价。韩璐阳和团队成员听到评委对他们展示的肯定评价，心里

美滋滋的。

值得一提的是，来自英国伦敦一所小学的校长也来到玉泉小

学，参加了“唐诗&宋词英文诵读”展示秀。现场，他给这种用英语

演绎唐诗宋诗的形式“点赞”，表示要把这本“口袋书”带回他的

学校。

让英语教师欣慰的是，孩子们在英语文化周的精彩展演，激

发了他们对中华诗词及英语文化的热爱。韩璐阳说，英语文化周

结束之后，她要将这本“口袋书”中的其他英文诗歌都背诵下来，

当她有机会去英国游学时，展示给英国的小伙伴。

（作者单位系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

上期，我以“聊起”和“问起”两块内容，表

达了对创客教育与数学学科的课程整合的现

状和目标的观点，本期继续说一说对创客教育

课程建设和发展的思考。

建起：怎样探索建构小学数学教育及其课

程整合的创客教育——大道至简？

具体实践中，可以在以下几方面进行尝试。

增强问题意识，探索数学创客式课堂结

构，让自主与创新精神成为常态。

问题是创新之源泉、创意之活水。在以“培

养学习者创新”为目标的创客式数学教育教学

中，教师要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倡导和树立

“敢提、能提问题的学生是好学生；会提、善提问

题的学生是最好的；学会解决自己提出问题的

学生才是最可贵的”新问题观；建构“启问导标-

自学调控-内化反馈-自主检测-总结反思-问

题解决”的问学课堂新结构；处理好个体“独立

学习”、组内“合作学习”、组际“竞争学习”三者关

系，以求达到全体“创新学习”的终极目标。

优化课程目标，整合数学创客性教育内

容，让“综合与实践”焕发生机。

义务教育阶段的数学课程标准总目标增

加了数学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等内容，这

是学生未来学习、终身学习所需要的素养。

我们要优化数学课程设置的“综合与实

践”内容，这是具有创客性的重要教学内容，让

学生综合运用“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

与概率”等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

例如，在六年级综合与实践课例《自行车

里的数学》中，授课教师确定了“未来自行车的

设计”这一目标，学生在充分经历了“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建立数学模型-求解-创意设

计”这一解决问题的基本过程后，不仅发现了

“前后齿轮比”和“后轮长”间的联系及变速原

理，纠正了课前认识误区，还设计出了减少风

阻和具有特殊功能的“隐形链条自行车”“水陆

两栖自行车”等极具创意的“未来自行车”。课

后，学生将此创意成果发布到创客空间，以求

企业的合作研发。

研发跨界课程，建构数学创客化课程载

体，让合作和竞争素养成就未来。

日本教育专家佐藤学指出，课程就是“学

习的履历”，“创造课程”并不是制订计划和目

标，而是要创造“学习的经验”。

创客课程的要义就是动手做，鼓励学生大

胆尝试、迭代设计，这样的课程可以激发人的

潜能，打破年龄界限。

在探索创客课程方面，有一所小学研发智

能机器人课程的经验可供借鉴。该机器人课

程结合数学模型建构了课程载体，课程内容分

为三个部分，一是创造思维训练，二是技术工

具储备，三是创意式主题实践活动。

该课程指导教练是一位教过语文、数学和

信息技术的“跨界教师”，被同行戏称为传奇

“侠客”，他的学生被誉为“超级小创客”。这是

因为2012年国际家用机器人灭火比赛中，他的

4个学生双双夺取两个组的世界冠军。

其实，这所学校2012年开始机器人课程实

验，现在已经拥有学校所在省份最大的城区机

器人研训活动中心。目前，学校的机器人课程

已由精英化走向平民化，由社团式走向课程

化，由竞赛式走向创意化，并探索由网络化、平

台化走向产品化的新路径。

这样探索建构的课程就是一种创客化课

程建构方式，其实质就是创客教育。

思起：全才教育——“钱学森之问”的答案？

科学家钱学森曾在写给钱学敏的信中这

样描述未来教育：我在想，中国 21 世纪的教育

是要培养18岁的大成智慧学硕士。具体讲，第

一，熟悉科学技术的体系，熟悉马克思主义哲

学。第二，理、工、文、艺结合，有智慧。第三，

熟悉信息网络，善于用电子计算机处理知识。

这样的人是全才。

我们从追求培养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全

才，到 19 世纪中叶的理、工、文、艺分家的专家

教育，到20世纪40年代的理、工结合加文、艺的

教育体制，再到今天的理、工、文结合，未来我

们将探索培养全才的教育。

由此，我们坚信只有研发出面向未来教育

的课程，才能培养出可以满足未来需要的“超

客·超元·创客”！

（作者系北京市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看得见的“财商”
由于没有良好的学习环境，中国学生普遍缺乏财经素养。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开

设的“经济公民课程”，为学生提供了学习财经知识的平台，提高了学生的“财商”。

□许新征

课程故事

“口袋书”吸引了洋校长
□张慧娟

英语作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语言之一，已经成为国际交往

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接触和了

解外国文化有益于学生对英语的理解和使用，有益于加深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热爱。

去年儿童节，玉泉小学组织全校学生进行了以“诵十万言，有诗

书气，翔九千仞，作世界游”为主题的“中华经典诗文课程展示活

动”。通过学习诗词，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借助经典诵读活动的举行，学校在秋季开学后开设了“唐诗&宋

词英文诵读”课程。通过学习翻译成英文的唐诗宋词，在提升学生英

文素养和能力的同时，也帮助学生用英语传播中华古诗词之美。

通过“唐诗&宋词英文诵读”课程展示我们发现，学生学习英

语的兴趣提升了，相关语言素养和能力也提升了。其实，英语文

化周就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学英语、用英语的平台。

我们中国人学英语应该有一颗中国心、一双观世界的眼睛和

一张会说英语的嘴。我们要建设强大的国家，成为国际化大都市

的公民，就要有广阔的胸怀和眼光。

玉泉小学开设“唐诗&宋词英文诵读”课程，就是希望给学生

学习英语镶嵌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素，在提升学生语言素养和

能力的同时，用英语更好地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学英语应该有一颗中国心
□高 峰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将本

校数学学科相关内容与阿福童理财课程“嫁

接”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经济公民课

程”，属于引进课程资源借助学科平台实施的

校本化改造。

我认为课程“嫁接”整合要符合如下三原则：

原则一：课程论证。学校要对发展学生核心

素养进行校本化表达，统筹谋划和实施学校课程

体系。从文本提供的课程背景看不出引进课程

资源与数学学科相关内容的关联度，也就是说课

程“嫁接”必要性论述不太充分。

原则二：课程目标、内容、评价匹配。课程目

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三者是一个整体，应体现

一致性、匹配性。该课程目标移植的是阿福童理

财课程目标，而课程内容是相应数学知识的拓

展、延伸，而且评价仅有自评，不完整。也就是

说，课程内容承载不了课程目标，属于“小牛拉大

车”。同时，过程性评价、终结性评价、多方评价

没有构成有效评价链。

原则三：课程实施的可操作性。一门校本课

程从理想的课程成为可操作、落地的课程至少要

解决4个问题：时空问题、课程资源问题、学习方

式方法问题、监控与评价问题。该课程后三个问

题方案有所提及，但“年度课时是多少，课时从哪

里来”表述不清晰。

该校通过“嫁接”创生课程是一个不错的创

意，值得借鉴、推广。从学校提供的文本案例看，

建议做以下修改：

课程背景部分要阐述该课程与学校课程体

系逻辑关系以及与学科课程关联；课程目标要

“瘦身”，要与课程内容兼容，同时要补充级段目

标内容，目标要构成链条；把课程评价中的“三个

一”归为课程实施部分，同时该部分还要添加课

程时间安排等内容；课程评价要围绕课程性质、

特点，采取多维、多元评价。

本月点评嘉宾：本报特聘专家 王红顺

课程“嫁接”整合三原则

校长点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