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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3天不背书包
新学期伊始，学生们背着书包回

到校园，可是重庆市融汇沙坪坝小学

规定，开学 3 天学生不必背书包、带

课本上学。

虽然不上课，学生在学校并没有

闲着：第一天是所学课程展示，第二

天是才艺表演，第三天是寒假作业展

示和节目表演。这些都是学校创新

教育方式的新举措，学校还利用空间

特点以及师生情况，在教学楼每一层

建起“微学校”。

学校称，开学 3天不让学生背书

包，是想让学生逐渐从假期过渡到学

习，一开学就背上书包，学生容易产

生压力和不适。3 天时间，教师可以

评估学生对课程的掌握，学生也可以

通过展示获得自信，增强学习兴趣。

快乐三点半
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30分，悠

扬的上课铃声响起时，云南省昆明市

西山区芳草地国际学校的孩子们或

坐进教室或来到操场，为新一节“330

课程”做准备。

“330课程”是西山区学校每天3点

30分学生放学后推出的兴趣课堂。扎

染、击剑、篮球，16门“330课程”由学校

教师或外聘教师组织授课。

按照规划，学校在“330 课程”基

础上还将进一步开设个性课程，让学

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得到更好的展

示。学校还对学生未来的学习方式进

行规划，走班式学习、合班式学习、主

题式学习、游学式学习等 6种教学方

式将在校内分阶段、分年级逐步推进，

培育全面发展且有特长的学生。

艺术课双师同堂
建设有特色的学校课程体系从

何处“下手”？广东省广州市荔湾区乐

贤坊小学选择创新艺术课程整合。

每逢教学单周，学校采取“定点

定时，双师授课”的形式，音乐教师和

美术教师针对第一单元《欢乐校园》

进行课程内容、授课形式、成果展示

以及过程评价的整合与再造，打造更

加科学、合理、有效的优质课程。

该校相关负责人称，课程整合

有利于学科横向发展，能够迅速提

升教师融合、开发和利用教材资源

的能力，而且对提升教师个人教学

技能有显著作用。此外，课程整合

还提升了学生整体感受、体验、创

新、交流、协作能力，有利于及时反

馈教学效果，形成公开公平公正的

评价体系。

（刘亚文 辑）

课程故事

好课程中生长好故事，有故事的

课程流动着成长的活力。在课程实施

中，学生与自己、学生与学生、学生与

教师之间一定发生过值得记录的事

情。故事里的事，或许是学生的创造

力带给教师的惊喜，或者是一次美丽

的错误带给师生的启发……我们的想

象有限，你们的故事精彩无限。2018

年，让我们从讲好课程故事开始，挖掘

过程育人价值。

故事1800字，校长点评600字。

课程图纸

与学校课程报道相比，本栏目细

化学校课程的“施工图”，编发学校某

一门课程方案或区域某一类校本课

程的指导纲要，并由“本月点评嘉宾”

进行评析。3500字左右。

征 稿

一线动态

研学旅行
刷新跨学科课程学习

研学旅行天然具备综合学科的属性，存在跨学科学习的特
点。广东省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在常态

“统整项目课程”中，巧妙地以研学旅行学习方式开展主题语文
学科跨学科统整课程，让学科课程与研学旅行相互关联，是一个
科学且成熟的课程实践。

当学科与真实场景连接
□唐晓勇

2017 年 被 称 为 研 学 旅 行“ 元

年”，全国各地学校开始走上探索之

路，期待通过这一创新学习方式，将

课程改革推向更深处。

这一年，广东省深圳市南方科

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持续

开展“统整项目课程”，并在此基础

上从学科出发，聚焦学科素养，开展

了基于语文学科的统整项目课程，

即四年级全体教师设计和实施的以

“中国世界遗产探秘”为主题的基于

语文学科的跨学科统整课程。

寒假开展的“北京的世界文化

遗产”研学旅行背景就产生于此，不

仅实现了课程与教材单元内容的关

联，还实现了校内课程与校外实践

结合、学习与生活连接的目标。

大量储备，贯通设计

“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研学旅

行以四年级语文《世界遗产》单元为

切入点，整合数学、英语、科学、美术

等学科内容，重新建构课程体系，分

三个阶段展开研学。

第一阶段，以多维度、多样式阅读

为主，基于单元学习内容，师生在前期

和课程学习过程中进行大量阅读。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文本、扩大

课堂信息量，教师梳理教材已有相

关内容，让学生阅读 1-6 年级教材

中关于中国世界遗产的课文和相关

古诗等 14 篇文章，校编语文教材中

的 20 篇文章，以及《小石匠单挑大

长城》和《漫眼看历史——中华文化

遗产图画书》整本书。基于课本学

习，教师还拓展了阅读内容，以《长

城》为主题的群文阅读 13 篇，以《颐

和园》为主题的群文阅读 10 篇，以

《兵马俑》为主题的群文阅读6篇。

阅读不是语文一门学科的事

情，教师们还尝试跨学科阅读，比如

数学教师带领学生从阅读中认识大

数；英语教师带领学生进行英文绘

本阅读，了解外国人眼中的长城；科

学教师带领学生发现长城石头搬运

的秘密；美术教师帮助学生了解敦

煌壁画的故事，体验画工的创作。

通过多维度阅读，帮助学生围绕主

题深入学习。

学生阅读的方式不拘泥于纸质

阅读，移动终端的网络化阅读和视

听资料都在选择之列。信息化学习

方式促使学生从被动接收经验转向

主动学习，为后续探究式学习奠定

基础。

第二阶段，各学科教师从新课

标出发，基于教材、学生已知和研学

主题开展跨学科校内学习。

各学科教师从不同角度诠释主

题，为学生构建开放、立体、综合的

学习系统提供帮助，使语文与其他

学科深度融合。

以语文、科学和思想品德学科

为例，学生通过阅读、课堂学习了解

长城石头搬运的过程、修建长城的

人员组成、长城修建历史，并撰写这

样一篇文章：假如你是修建长城的

一员，请讲述自己一天的生活。通

过换位思考，让学生了解修建长城

的艰辛。随后结合思想品德课上学

习的相关知识，开展“长城的修建是

否有意义”讨论会。有效的跨学科

学习引导学生逐步构建知识体系，

促成有效学习。

第三阶段，学生根据校内学习

内容，实地开展研究式、体验式、探

究式校外研学活动。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

躬行”，实地探索能够引发学生学习

和研究的兴趣，从而使静态知识动

态化。

完成三个阶段任务需要各学科

教师通力协作，从各自学科视野出

发分析课程。项目负责人带领团队

寻找每个学科有关研学主题的内

容，并在解决真实问题的基础上寻

找学科间的交叉点。团队每个成员

在互相了解各学科内容及目标的基

础上，为学生建构整体的知识体系

提供帮助。

知而能行，知行合一

此次北京研学聚焦文化遗产保

护，学生们从山顶洞人遗址出发，探

索人类的起源；随后游览长城，感悟

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接下来走进天

坛、故宫、颐和园，感悟中华文明辉

煌；然后游览圆明园并参观抗日战争

纪念馆，培养学生爱国情怀；最后以

观看天安门升旗仪式和游览现代化

首都结束，感悟中华文明伟大复兴。

第一站：山顶洞人遗址。

从南粤出发跨越千里赶赴北

京，长时间旅途奔波和扑面的寒气

并未消磨学生们的热情，他们研学

旅行的第一站是山顶洞人遗址。

对于四年级学生来说，仅仅通

过观摩遗址了解古人类生活具有很

大的挑战，所以我们前期邀请专家

进行线上授课，为学生实地学习提

供专业支撑。

学生们在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听

讲解员讲解，不时低头记录、提出疑

问，然后到周口店遗址科普体验馆

体验猿人时期钻木取火和打猎捕

鱼，感受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

第二站：长城。

长城是中国最长的军事防御工

程，来到长城这一天，天气晴好，风

却出奇猛烈。学生们坚信“不到长

城非好汉”，顶着寒风向上攀爬，用

耳朵倾听远古“范长喜与孟姜女”的

传说，用眼睛眺望辽阔疆土和远方

的烽火台，用双手触摸伤痕累累的

石条。

长城何以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

象征，什么才是“新的长城”？学生们

的回答让教师震惊：坚强不屈的意

志，攻坚克难的勇气，不惧艰险的力

量，无与伦比的智慧……校内外知识

就这样在实地探索中完成对接。

第三站：故宫和天坛。

穿过金水桥，学生们来到了故

宫——世界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木质宫殿群。得益于前期阅

读和专家对故宫建筑结构和装饰彩

画的介绍，学生们对榫卯工艺和华

丽装饰产生了极大兴趣。

在参观中轴线上三大殿时，学

生们各自拍摄建筑，以便开展进一

步研究。和玺彩画、旋子彩画，学生

们兴奋地寻找各种彩画样式，并与

同伴分享观察所得。鸱吻、斗牛、骑

凤仙人，学生们对屋檐上的吻兽如

数家珍。

随后的天坛之行笼罩了一层

神秘色彩：回音壁产生的奇妙回

声，台阶数量的“巧合”，外圆内方

的布局，与天相称的青色琉璃瓦，

天然的好奇心引导学生一点点深

入：为什么会有回音石？为什么台

阶的数量都是 9？为什么皇家建筑

不 再 是 金 色 琉 璃 瓦 ……“ 天 人 合

一”概念在网络调研、资源整合和

思考中渐渐被揭开，中华文明的魅

力在实地探索中呈现在学生眼前。

第四站：颐和园和圆明园。

颐和园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

保护最完整的古代皇家园林。迈入

颐和园大门，学生追随课文《颐和

园》的描写顺序游览了长廊、万寿

山、佛香阁和十七孔桥，运用信息教

师讲授的电子地图当好小导游。游

览十七孔桥时，学生们利用各种方

式测量整座桥的长度，有的利用尺

子测量，有的运用对称知识进行估

算，有的使用自己的脚丈量。知识

向能力的转化在运用中发生。

结束颐和园的行程，学生们来

到圆明园。参观过后，学生们回顾

了世界遗产的申请要求及申请过

程，以讨论会的方式猜想圆明园未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原因，还有学

生阐述了保护世界遗产的重要性。

第五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的

图片、实物和视频展示，让学生仿佛

置身当时情境，体会了中国人民不

屈不挠抵抗外敌侵略的民族精神，

明白了和平来之不易。

研学旅行中，学生们白天实地

学习，听讲解、做记录、测量和采

访……夜间在教师和专家引导下

回顾和分享一天的学习，完成研学

旅行任务手册，并自由选择完成双

语日记。学生们选择感兴趣的“未

知”内容，确定研究主题，以小组合

作方式完成“研究报告式”写作，吻

兽数量、建筑对称、彩画样式和颜

料都成了学生下一步研究的主题。

旅行结束，另一种学习开始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事事

皆有启发、处处皆有学问，研学旅行

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丰富了他们的

阅历，培养了开放性思维，同时也训

练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以及团队

合作意识。面对这一次统整项目课

程的尝试，有的家长说，“北京研学

旅行完满结束了，但是另一种学习

开始了”。

指导教师杨丹说，感动于孩子

们的认真好学，他们无畏寒冬，紧跟

专家和教师的步伐，聆听指导、勤学

好问、认真记录；感动于孩子们的健

康体魄，整整 5 天早出晚归，马不停

蹄地奔波于北京的大街小巷，孩子

们却没有一丝懈怠；感动于孩子们

每一天都在进步，从拖延到准时、从

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不敢表达

到表达流畅、从内向到与同学打成

一片……不论是生活还是学习，每

个孩子都有提升。有的学生说，在

总结汇报之后我才发现，时间过得

好快，这样的活动让我受益无穷。

研学见证成长。此次北京之

行，让教师更愿意了解学生，让学

生更乐于学习，让师生关系更加

密切，这或许就是研学旅行的重

要意义。

“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研学旅

行活动仅仅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

探秘”主题统整课程的开端，我们还

将利用网络旅行、实景地图、VR 等

增强现实技术，通过多种方式让学

生“亲临”真实场景，深入研究世界

文化遗产。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方

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

□于 畅

发现美好课程

“统整项目课程”作为我校“互

联网+”背景下的课程改革项目，

是一个基于互联网思维、以 STEM

理念为引领、多样化阅读为基础，

针对“数字原住民”即现代儿童特

点设计的以跨学科为特征的开放

性课程体系。课程的核心是让学

习与生活深度连接，将学生置于开

放、真实的世界中解决问题，培养

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

统整项目课程主要从“主题”

和“学科”两个视角进行开发。跨

学科学习是主题课程天然的学习

方式，这样的学习必须与生活紧密

相连才能有效开展。

学科视角的课程主要是为了

突破学科的封闭状态，以教材为出

发点，联通多学科知识，让学生通

过跨学科学习理解知识之间的联

系，让学生真切感受解决问题是需

要运用多学科知识的。

基于学科视角的课程主要以

教材内容为基础，学习很容易停

留在“静态知识层面”，师生在文

本中思考、探索、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很难发生真正的学习。因

此，我们在课程设计层面采用研

学旅行的形式，将教材内容与真

实世界有效连接。

将学科教材与研学旅行内容统

整，构建与学习内容相关联的学习

场景，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探索、发

现是我们学科视角课程统整的创新

举措。在寒假开展的“北京的世界

文化遗产”研学旅行中，教师将研学

旅行内容与颐和园、长城、天坛、故

宫、圆明园等真实场景结合起来，让

学生进行浸润式学习。

让学科课程与真实场景连接，

学生学习和掌握的将不仅仅是学

科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认知能

力、创新能力、合作能力等关键能

力得到潜移默化发展。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南方科技

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校长手记

教师向学生讲解颐和园中的装饰彩画教师向学生讲解颐和园中的装饰彩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