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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篇一律的学校，千篇一律的课

程，千篇一律的考试，千篇一律的学

生，教育同质化日趋严重。即便在国

际 STEM 教育浪潮下，学校教育创新

也是随波逐流者多，形成特色者少。

2014 年，我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

一些学校进行实地考察，重点关注了

STEM教育的开展情况。其中乔格·松

林（Pine Jog）小学、里士满高地生物科

技高中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

很感慨：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就会形

成特色，就会实现学校教育的深层次

创新。几年来，我通过访问学校网站，

持续关注这两所学校的发展，其中许

多做法值得借鉴。

借力环境教育中心
创建“绿色”小学

乔格·松林小学的特色是“绿色”，

倡导并践行发展一个具有环保意识的

学习者社区，通过整合科学、技术、自

然和艺术的学习，珍视周围的人和世

界。该校并没有使用 STEM 字样，但

提倡科学、技术、自然和艺术等的学科

整合，这种学科整合又与“绿色”紧密

相关，别具一格。

乔格·松林小学紧挨着乔格·松林

环境教育中心，两者隶属于佛罗里达

大西洋大学。在环境教育中心旁边建

一所小学，设计者用心良苦。小学生

可以去比邻的环境教育中心上课，环

境教育中心的专业工作人员为学生提

供课程指导，为教师提供培训。佛罗

里达大西洋大学则提供行政支持。乔

格·松林董事会负责政策发展、战略规

划、财务监控和融资支持。小学的各

种设施符合绿色建筑标准。小学与环

境教育中心通力合作开发了诸多的合

作课程，以保证教师培训和学校“绿

色”特色的可持续发展。

乔格·松林小学是一个美丽的绿

色园林。校园内有无须人工打理的松

树林，教室旁边栽种着来自世界各地

的植物，教室后面有大片人工立体种

植和用收集的雨水来灌溉的草莓园。

紧挨着的环境教育中心是美国最古老

的自然科学中心之一，每年全国有

25000多名学生、750名教师和12500名

成年人来此参加活动。环境教育中心

提供的环境教育项目，可以帮助人们

认识自然界，促进学生对生态概念的

理解，强化地球居民的理念。为给乔

格·松林小学提供服务，环境教育中心

专门开发了适合小学生的环境教育系

列课程。

走进乔格·松林环境教育中心，高

大的松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其间还

杂生着密密麻麻的热带植物，种类繁

多。在被称为热带雨林的小路上行

进，不时可以发现腐烂的树枝上长出

了蘑菇。这里的环境教育资源丰富，

热带雨林、草地、沼泽……这对于师生

观察动植物的原始风貌非常难得，经

常会有教师带着一群孩子在草坪上进

行观察记录。

环境教育中心的课程视角与普通

科学课程的设置有所不同。比如，它

为四五年级学生设计的课程——冷

血动物蜥蜴如何维持体温。该课程

要求小学生提出一个假设探究关键

问题，然后进行模拟实验，就室外温

度对蜥蜴的影响进行调查。这里的

关键是使用温度计模拟蜥蜴：把温度

计放到森林的各个地方，包括有阳光

照射的地方和树荫下，让学生收集温

度数据，看蜥蜴在不同的光照环境里

体温是怎样变化的。学生通过绘图、

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看他们提出的假

设是否被验证，如何改进。

这个课程利用蜥蜴体温随外界温

度变化而变化的特征与温度计随外界

温度变化相同的道理，将其简化为模

型的研究方式非常适合低年级学生。

再比如，校园调查项目教会学生

如何调查。什么工具可以帮助收集数

据？感官可靠吗？科学家如何记录数

据？数据能告诉你什么？学生一点点

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并通过这样的

调查程序，把学生变成校园科学家。

环境教育中心把所有的设备和材料提

供给每个学生用于科学调查，在探究

的过程中学习数学技能，如测量、绘制

数据图表等，并通过在真实世界的经

验，发展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里士满高地生物科技高中
把优势做到极致

2014 年，佛罗里达里士满高地生

物科技高中仅是一所建校两年的科学

高中。该校应美国 STEM 教育改革浪

潮而建立，是一所很有吸引力的“磁石

学校”。其使命是成为卓越的、高质量

的教育提供者，帮助所有学生成为高

效的终身学习者和负责任的全球公

民。其特色是带领学生探索、研究和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世界。所以，该高

中提供了丰富的跨学科的、与生物多

样性相关的STEM课程。

科学高中是美国培养天才学生的

摇篮，知名的美国布朗克斯科学高中

就出了多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科

学高中的教师需要有相当的科学和专

业研究背景，而不是普通的教师，他们

要有能力带领学生进行专业研究。

“磁石学校”主要是为了弥合不同

种族之间的矛盾而创建的，它靠特色

优质的课程和优秀的师资吸引不同种

族、经济地位和宗教信仰的家庭送孩

子接受教育。里士满高地生物科技高

中强调培育安全的环境，立志消除学

生间的成绩差距，尊重和包容学校中

的所有人，让每个人成为社会正义的

倡导者。

作为新建高中，这所生物科技高

中比其他科学高中更加专业化，人才

培养目标主要集中在生物科技方面，

为学生提供的课程主要围绕生命科学

及生物多样性保护而建立。课程采用

项目学习的方式，具有强大的挑战

性。这样的定位与当地的自然和社会

条件相关，当地有开展这些方面研究

的专业机构，包括迈阿密动物园、大沼

泽地国家公园、仙童热带植物园、迈阿

密戴德学院、佛罗里达国际大学和东

南动物繁殖与保护联盟，当地的这些

研究机构为学生开展真实的研究项目

提供了机会。

里士满高地生物科技高中还在迈

阿密动物园建立了研究站，并设有以

下实验室：

DNA /遗传学实验室：具有各种

用于研究的热循环仪、DNA 测序仪、

蛋白质和 DNA 电泳设备、透射照明

台、离心机，等等。

数字显微镜实验室：配备有立体

显微镜，手持式数码相机安装座，iMac

电脑，LED电视和显微载玻片样品库。

组织培养实验室：学生可以利用

现代和传统实验室技术，繁殖原生

兰花。

化学实验室：提供各种无线传感

器和探针，包括 pH、电导率、离子选择

电极、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气相色谱

仪和原子发射光谱仪。

在学校的网站上，学校公布了第

二期实验室的建设规划，其中包括建

设新的化学和动物学实验室。这些设

备先进的实验室，足够学生开展中国

大学里才能开展的研究。即便是学校

内的实验室也相当专业。我们走进一

间实验室，学生正拿着具有无线传输

功能的数字传感器和平板电脑进行数

据采集，他们正在培育一种佛罗里达

稀有植物的种苗，有的学生在配制培

养液，有的学生在用传感器记录光照

情况，有的学生在用 Google 文件（一

种网络版 Office 办公软件）中的电子

表格输入数据以便处理。校长介绍

说，学校使用基于项目的学习方法

（PBL），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引人入胜

的内容。学生可以通过探究、调查和

应 对 复 杂 问 题 的 挑 战 增 强 知 识 和

技能。

该校的课程包括跳级/双录取课

程；在遗传学、生态学、植物学、动物

学、化学和生物学等方面的高级科学

课程；基于项目的学习；对全球信息系

统的数据挖掘；与研究生、科学家、植

物学家、遗传学家、营养学家一起开展

研究或实习。

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助于学生在

真实的项目研究中成为 STEM 领域的

专业研究者。美国高中是四年制，一

些学生在前两年就修完了高中学分，

后两年已经开始学习跳级/双录取课

程，这些课程在大学可以免修不少专

业学分，这无形中缩短了高中与大学

教育的年限，有利于拔尖的学生向着

专业的方向成长。

更引起我们关注的是，该校为了

端正学生的科学研究行为，在网站上

对学术不端行为作出了详细的定义，

说明哪些行为是不对的，多次违反可

以责令其转学。严厉的处罚体现了对

科学不端行为的不容忍，保证了育人

质量。

两所学校的共性——
使命、专业、专注

这两所以 STEM 教育为特色的学

校之所以成为窗口学校，与他们对学

校教育的深层次创新紧密相关，其共

性表现为使命、专业、专注。

•办有使命的学校

两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使命，从前

面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使命

不仅洋溢着教育的理想主义，而且也

能脚踏实地践行。绿色特色或生物多

样性的课程，紧密结合基于项目的学

习方法（PBL），充分利用自然与社会条

件的优势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探究场

所，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并学以致用，学

生各方面的能力得到了真正的锻炼。

在这两所学校的网站上，从 2014

年到现在，未见到对学生竞赛获奖的

宣传，更多的是学生活动的信息、研究

项目的信息、学生被某专业机构的研

究 项 目 录 用 的 信 息 等 。 专 注 使 命

指向。

•聚专业之师

STEM 教育需要大量高素质的师

资，无论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还是

现任总统特朗普，都划拨了数十亿的

经费用于培养高素质的教师。STEM

教育强调在真实场景中做探究，由于

教师长期不在科学与工程的“现场”，

要设计出真实场景中的课程往往缺乏

经验。对此，乔格·松林小学采取的策

略是让教师与环境教育中心的专业人

员通力合作，向专业人员学习，以增强

科学课程的质量。

里士满高地生物科技高中走的是

更加专业化的师资道路，这里的教师

大多具有硕士学位，有些教师还有在

专业机构做科研的经历。正因为有如

此高素质的教师，才能保证高中生开

展高质量的研究项目。除此之外，对

于涉及大学深度的 STEM 研究项目，

学校还善借外力，与当地科研机构合

作，让学生有机会参与真实的科研项

目，跟随专职科研人员一起搞研究。

•专注发展优势方向

两所学校地处佛罗里达州大沼泽

附近，有着良好的自然条件，再加上

当地专业研究机构众多，因循 STEM

教育面向实践的特质，小学选择环境

教育做“绿色”的创新，高中选择生物

多样性的方向作教育创新，对优势方

向的专注、对课程挖掘的深度不同

凡响。

里士满高地生物科技高中在《学

生手册》中引用的美国科学家卡尔·萨

根的一句名言：科学是一种比知识更

重要的思维方式。从科学作为一种思

维方式的角度，科学的各个门类是相

通的，学好其中的任何一个门类，都可

以习得科学思维而向其他门类迁移。

这种做法反映了一种教育原则：少就

是多，学得越深越容易迁移。的确，学

生在校的总时间是有限的，是让学生

均分时间和精力学什么都浅尝辄止，

还是分配大量时间和精力让学生通过

在真实场景中的实践把某个方面学深

学透而后迁移，这的确值得我们认真

反思。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小学）

法国：“禁止初中生在校
内使用手机”

据《快讯报》报道 法国国民教育

部长布朗盖在近期一直强调，“禁止

初中生在学校使用手机”将有利于提

高学生的学习注意力，完善他们的学

业表现。

此后，大多数学校已经开始行动

起来，将“禁止学生在校园中使用手

机”加了学校的规章制度中。但并非

所有的学校都采取了同样的办法。例

如，在保罗·艾吕尔初中，学生可以在

院子里使用手机；在迪赛克斯，学生

可以在学校携带手机，但前提是要做

与学习有关的事情。

作为当事人，学生的看法也并非

一致。维克多·雨果初中的学生伊芙

支持学校的禁手机令，她认为禁止携

带手机能避免自己过于沉迷手机，尽

管她承认有时自己也会偷偷拿出手

机，但无论如何减少手机的利用就会

增加同学之间的面对面交流。学生奥

伊汉是手机控，他认为学校应当允许

学生在校园内使用手机。据他所言，

他会在必要的时候用手机给父母打电

话或用手机看时间；无聊的时候，他

会把手机当成打发时间的工具。法国

社会对于是否应禁止初中生使用手机

的话题仍争论不休，对峙的双方都持

有充分的理由，而这一提议在未来是

否会成为一项政策而被强制实施尚不

得而知。 （王丽媛）

日本：小学英语教育进入
新学习指导纲领过渡时期

据日本《产经新闻》官方网站报

道 从 2018年 4月开始，小学将开始实

行新学习指导纲领，小学三四年级学

生的“外语活动”时间将改为每年 35
个小时，五六年级则改为每年 70个小

时。但目前并非所有学校都能立刻达

到上述规定的活动时间，因此政府决

定在短期内实施过渡方案。在过渡期

间，增加英语学习时间成为课程管理

的试金石，三四年级的活动时间为 15
个小时，五六年级的活动时间为 50个

小时。

根据现行的指导纲领，小学五六

年级的“外语活动”时间为每年 35 个

小时，每周必须参加一定量的短时间

活动。但在实行新的指导纲要之后，

这些短时间的活动就可以被计算在上

课时间内，或者在寒暑假开展活动。

例如：一节课 45分钟的上课时间改为

一节课 60 分钟，或者 2 周进行 3 次左

右的短时间活动，又或在寒暑假开展

对话活动等。

在此次新学习指导纲领中，政府

不但要求每所学校加强学习者主体之

间的对话，也要求学校实施新的课程

管理方案，根据学生、学校以及地区

的实际情况，努力实现新学习指导纲

领的目标。以英语教育的学习时间改

变为开端，其他科目的学习也将发生

改变。 （周舒玲）

动态

以以STEMSTEM教育为特色的教育为特色的

学校深层次创新学校深层次创新
□ 吴向东

磁石学校是美国学校改革中一种成功的尝

试，是补充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一种手段。20世

纪 40 年代的美国，大量白人中产阶级向郊区移

居，而大量经济状况不佳的其他肤色人种留在城

市，造成了城市的衰落。由于公立学校的建设是

依靠学区财政的，白人为主的中产阶级和富裕阶

层学区的学校发展良好，而其他肤色人种的社区

公立学校发展落后，并由此在学校教育上造成了

种族隔离。为确保公民权利和受教育机会的平

等，克服自由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公，打破种族隔

离，磁石学校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建。

磁石学校的特点是在教育计划中增加有吸引

力的真实元素——让每一所磁石学校独一无二，

提供普通学校不具备的特色课程和教学方法。为

吸引不同种族的学生就读，磁石学校向最弱势的

群体宣传并预留学位；提供免费交通；尊重每个群

体的文化；在报名人数超过招生人数时，设置一定

的临界质量标准招生。对于磁石学校来说，没有

单一的模式。每一所磁石学校选择一个通常与该

地区流行或有吸引力的项目联系在一起，如表演

艺术、研究项目或通往成功的医院或大学的链接，

保证一定的差异化和特色。

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