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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课成校内网红课

上树逮知了，下地摘西瓜，河边钓

龙虾，海边抓螃蟹……孩子与大自然

之间的这种亲密感，在如今高楼林立

的城市里已经很难见到。但是，崇明

岛上的上海新纪元双语学校的学生意

外地接地气，不仅会种菜，还能养大闸

蟹。这都是“森林课程”的学习内容。

该校新学期的“森林课程”主题是

“螃蟹的一生”。清水蟹是崇明岛的特

产，学生正好有机会亲身感受养螃蟹是

一种怎样的体验。教师还专门请来蟹

农给学生讲关于螃蟹的种种，解答学生

千奇百怪的问题。整个过程中，学生体

会到的不仅是养螃蟹的新鲜和乐趣，更

重要的是学会了敬畏生命。

森林课程起源于德国，初衷是让孩

子能够到户外体验大自然，认识动植

物、认识世界，此外还能强身健体、锻炼

意志，获得健康阳光的身心。

语文单列一节阅读课

阅读课程还可以与活动相结合，与

交流展示相结合，与写作相结合？日前，

江西省南昌市教育局出台《南昌市中小

学阅读课程推进方案》，提出在南昌市属

学校和有条件的学校启动阅读课程。

在时间安排上，固定课时为每周

从现行语文学科课程单列一节阅读

课；非固定课时由学校自定，每月不少

于 4课时。阅读课程资源很丰富，包

括随语文教材下发的自读课本，每册

语文教材推荐的中外文学名著，学校

自行选定的校本教材，教师自编教材，

各学科拓展性读物和学生个性化读

物。依据不同学段特点，通过单篇阅

读、课内外迁移拓展阅读、主题式群文

阅读、整本书阅读、主题式阅读、行走

式阅读等方式整合阅读课程资源。

根据方案，课程形式采取校外自读

课程、活动展示课程和专题交流等各类

阅读课程体系，引导学生学起来、读起

来、说起来、写起来。

给家长上堂“情绪管理”课

家校共育是实现学生身心健康

发展的保障。近日，广东省深圳市育

新学校“幸福双翼”友善家长课堂以

讲座《情绪平衡——提升生命能量层

级》拉开帷幕。讲座通过实例分享和

讲解，帮助家长深刻体会和认识情绪

平衡的重要性、必要性。

“情绪平衡”课程共 12 节课，为

期 3 个月，由家长自愿报名，并通过

线上视频和家庭生活实践作业相结

合的方式定期开展学习。校方表示，

希望家长掌握科学管理情绪的理念

和方法，从而不断改善和进一步增进

亲子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有能力对孩

子进行科学有效的引导，帮助孩子提

高情绪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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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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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改革（二）

创意作业激活教与学

创意作业

里约，我来教你中国国旗

我家经历的“文革”

Buddy Book

磁悬浮陀螺大揭秘

岳飞为何谥“武穆”

欧洲旅行攻略

这月我当家

学科·学段

数学·八年级上册

历史·八年级下册

英语·七-九年级

物理·九年级

校本课程·九年级

英语·五年级上册

数学·七年级上册

教学进度

第13章《全等三角形》

第5课《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

各单元

第20章《磁场》

第1单元《爱国》

UNIT 5 WHERE ARE YOU FROM？

UNIT 7 WHAT WILL YOU DO IN CHENGDU？

第1章第2节《有理数》

作业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

互对接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能促进

学生消化吸收教师所教的内容，巩

固所学，另一方面又能投射教师教

的过程，反馈所教。照本宣科、一味

灌输的教学难以让学生对所学内容

深刻理解和融会贯通，作业也只能

是机械重复和题海战术，最终造成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和学习兴趣降

低。而一反刻板俗套的“创意作业”

则突出实践与创造，为学生喜闻乐

见，它要求教师的教学过程必须突

出灵活运用，尊重个体差异，重视实

践创新。因此，锁定作业环节、坚持

以创意为导向，就能撬动和激活教

与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持续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北京市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

革的背景下，以《北京市实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课

程计划(试行)》和部分学科改进意见

为指导，我们确立情境运用、小微

“制”“创”和实践探究作为创意作业

的三种基本形态。

形态一：情境运用，解
决生活问题

依托教材内容和课堂教学重难

点，设计基于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

的问题，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充分调动课堂所学，活化知识与

能力。

比如数学创意作业“里约，我来

教你中国国旗”。2016年8月21日中

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夺冠，但颁奖仪

式上使用了错误的中国国旗——四

颗小星与大星平行。正确的国旗上

应该是四颗小星环拱大星的右侧，略

为倾斜，一角正对大星的中心点。

这个作业让学生上一节“中国

国旗课”——用尺规画图的形式，采

取画图步骤分步呈现的方式，编写

中国国旗的绘制教程，作为给里约

奥组委的一封信。

这个创意作业不仅帮助学生巩

固了尺规画图的 4 种基本方法，还

训练了学生在具体问题中分析图形

特点、选择恰当尺规画图的能力，更

把学生画图的思维过程呈现出来，

也恰切地进行了核心价值观的教育

渗透。

又比如历史创意作业“我家经

历的‘文革’”。学生通过访谈家人，

记录家人对当年历经的某个历史事

件或场景的追忆及当时的真实感

受，再结合历史课上所学内容，对事

件作出符合历史价值的客观判断。

这项作业让学生借助亲人的真实经

历加深了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同时

感受到与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那

代人对开国伟人的深切爱戴和缅怀

之情，对历史曲折的痛心和遗憾，消

除了历史的距离感。

形 态 二 ：小 微“ 制 ”
“创”，转变作业面孔

作业之所以让人心生倦怠，大

多因为学习是从书到本、从纸到笔、

从读到写，内容局限于所学，形式是

简单复制。依托所学，打破局限，改

变纸笔书写的单一形式，增加动手

操作和实践，作业就变了面孔，有了

新意。

比如英语学科坚持推行的创意

作业“Buddy Book”。在每个单元的

学习结束之后，组织学生制作“Bud-

dy Book”：先依照本单元的话题分

类设计目录，再将所学内容要点整

理到对应的内页上。

所谓“Buddy Book”不过是一张

A4 纸，在经过反复和交叉折叠之后

再局部裁开，就变成了一本8个页码

的微型口袋书。它图文并茂，学习

重点井井有条，还便于携带和传阅，

深受学生喜爱。作业形式在以往整

理笔记的基础上增加了动手制作的

工序，简便易行，而且由于学生的能

力水平、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不同，

每一本口袋书的内容和风格都颇具

独特性，既落实了学习目标，又彰显

了学生个性。

又比如物理创意作业“磁悬浮

陀螺大揭秘”：教师为学生提供科

普文章作为阅读材料，启发学生

利用生活中的常见器材自制“磁

悬浮陀螺”，并根据制作过程的实

际体验自拟科学探究题目，撰写

研究报告。

完成此项作业的学习过程至少

包括：第一步，阅读科普文章，依据

内容确定器材（如圆形磁铁、瓶盖、

薄玻璃板、自制小陀螺等）；第二步，

反复实验，调节磁场的强度和分布，

寻找最佳状态；第三步，继续探究陀

螺离开磁性底座的高度与哪些因素

有关（如陀螺自身质量、陀螺转速、

磁性强弱等），还需要学生在实践中

选择科学的研究方法——控制变量

法，进行实践探究。这项作业训练

了学生信息提取、归纳总结和实验

探究的能力，体现了从已知到未知、

从课堂走向社会的理念，在实践过

程中培养了学生“实践创新”的核心

素养。

再比如美术学科“向艺术大师致

敬”系列创意作业。在课内学习绘画

大师作品的基础上，教师没有像往常

一样让学生临摹大师作品，而是鼓励

学生在名画基础上尝试想象扩展绘

画，画出名画之外的东西。如“睡莲

的想象扩展”：选取莫奈的一幅睡莲

作品，剪切选取其中一部分，请学生

使用印象派绘画技法进行想象扩展

绘画。这项作业一方面要求学生增

强对现有“印象派”代表人物莫奈画

风的理解和把握，另一方面激发学

生的艺术表现力和创新力。

形态三：实践探究，拓
展学生新视野

探究性作业让学生针对问题

提出假设、追寻答案，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进行推理分析、找出方

向，然后通过观察、实验搜集资料

信息，归纳分析，形成对问题的解

释和自己的观点。完成作业就是

拓展学生视野的创意活动过程。

比如语文教师在《岳飞传》一课上

设计的创意作业：

请在下面两个任务中任选一个

完成作业：其一，阅读相关资料，为

岳飞撰写一篇500字小传。其二，除

了“忠武”的谥号，岳飞还有一个谥

号“武穆”。为什么给岳飞“穆”这一

谥号？请课下阅读相关资料，整理

成200字左右的研究资料。

两个任务都基于学生对校本教

材中《岳飞传》选段的认真阅读，又

要求学生课后自行阅读《岳飞传》全

文未选入教材的内容，还需要学生

搜集和阅读岳飞的其他相关史料。

两个任务同属于训练学生依据资料

展开探究、依据主题进行表达的作

业，但侧重点不相同：前者再现史料

的成分较多，偏重记叙；后者需要提

炼整合相关史料形成自己的观点，

偏重议论。不同类型和层级的学生

可以依据各自的情况自主选择一种

作业，达成学习目标。

又比如英语创意作业“欧洲旅

行攻略”：暑假一家人去欧洲旅行，

旅行资金5万元，不能超支。请你选

择旅游的国家和景点，设计合理的

旅游路线，用英语制订专属的个人

旅行计划。

在 任 务 驱 动 下 ，学 生 搜 集 国

家、城市的地理知识用以设计路

线，借助数学知识计算如何合理使

用 5 万元资金，最后使用规范语法

输出学习成果。完成这项作业，学

生英语表达能力得到训练的同时

扩大了阅读量，还锻炼了统筹资

料、调用已有知识选择最优解决方

案的综合能力。

再比如数学创意作业“这月我

当家”：请学生帮助自己的家庭记录

一个月的生活收支账目，计算一天

的总收入、总支出、结余等数据，将

一个月内每日结余数据绘制成折线

图，然后就如何进行合理开支、实现

家庭科学理财提出建议。这项作业

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体会正

负数的意义，训练学生应用有理数

计算，认识数学在实际生活中的应

用价值。只有教师确立开放的课程

资源观，并在课程标准、教材重点、

学业评价改革三者之间建立联系，

并寻找最恰当的对应点，才能以这

样的作业推动学生认识数学与生活

实际的联系。

两结合与四环节：“创
意”不再难以为继

要做到“创意”两个字，往往难

于坚持和难以为继。为此，我们坚

持“两个结合”，落实四大环节，使创

意作业成为学校教学活动中一项制

度化行动，成为促进教师变革教学

方式、学生爱上学习的有效途径。

“两个结合”指创意作业在实施

过程中采取独立学科学习和学科跨

界融合相结合、同步常态教学与阶段

专题研学相结合的方式。原则上，各

学科教师基于日常教学进度，结合课

堂教学内容，每两周为学生设计一次

创意作业。上述所列的案例大多属

于此种情况（见下表）。

除此之外，教师也可以打破学

科界限，两个或多个学科合作设计

一项创意作业，实现跨学科学习。

比如七年级生物学科教师在学

生学习《认识生物》后，布置了创意

作业“秋天起舞的叶子画”：学生搜

集不同植物的叶子，根据不同叶子

的特点制作创意贴画，然后给贴画

命名并题写一首短诗。这项作业整

合了生物、美术、语文三个学科，帮

助学生通过不同形态和颜色的叶子

认识植物的多样性，通过创意贴画

训练学生的美术构图能力，通过给

贴画拟名和配诗训练学生的想象力

及语言表达能力。综合起来，既培

养了学生学科素养，也提升了他们

的审美情趣。

在常态的校内学习期间，学校

还经常组织各种类型的校外研学活

动，比如“走进首农集团”“结缘樱花

节，走进玉渊潭”“赏足尖艺术，品高

雅芭蕾”“游名人故居，感学人情

怀”……在这些游学活动开展之前，

学校都根据课程资源的特征为学生

设计不同形态的创意作业。寒假期

间，学校借助“春节”传统，以“民风

民俗”“家风家训”“文化实践”为主

题，以文字、绘画、手工、实验、视频

等多种形式，广泛收集学生的创意

作业，把新学期开学典礼打造成了

一场创意作业的“庙会”。

四大环节是指创意作业设计

阶段的集体研讨、实施阶段的教

师指导、验收阶段的分享交流、评

价阶段的成果激励。学校重视课

程评价，以班级为单位组织创意

作业专题分享课，让学生充分展

示和交流各自的学习成果，再遴

选出本班各科优秀作业，由学校

统一收集整理，以“走廊壁报”的

形式全部印制和张贴，形成学校

独具特色的“墙壁课程”。壁报每

年 4 期，在公共空间供学生观摩学

习；学校另将其汇编刊印成创意

作业集锦《拔节·绽放》，分发给全

体学生作为阅读和学习材料。这

种评价方式有力推动了创意作业

的可持续提升，也使创意作业管

理形成完整的闭环。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创意作业

激活教与学，更给教师的专业生活和

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变革与生机。

（作者系北京市樱花园实验学

校校长）

学生根据莫奈学生根据莫奈《《睡莲睡莲》》进行想象进行想象

扩展绘画完成的作品扩展绘画完成的作品
学生完成的创意作业学生完成的创意作业

““秋天起舞的叶子秋天起舞的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