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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课改研究2018年6月1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7版周刊

晒晒学习成果

媒体看点

课程观察·韩相福 ②

课程是变革学校最好的切入点
日前，我到西部某县送教，对当

地校长做了一份问卷，其中有一道选

择 题 ：您 最 关 注 的 事 情 是 什 么 ？

44.67%的校长选择了“精细管理与学

校管理艺术”，而对“课程建设”感兴

趣的校长只有7.69%。

校长们不以为然，“我们这里还

没做课程，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教师太

难管，我们希望学到好的管理办法。”

校长们把引领学校发展的希望寄托

在管理上，对学校育人的载体——课

程，选择了集体漠视。

殊不知漠视课程，学生会生活在

文化荒漠，教师会沦为知识的搬运

工，学校也会陷入同质化竞争，深化

课改则会步入形式化歧途。

若想改善这些问题，校长首先要

改变的是学校课程。

学校的运行就像一个高速旋转

的环，无论从课程、课堂、制度、文化

还是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入手都足

以变革一所学校，但最好的切入点是

课程。

以我们这所年轻学校的发展

为例，“基于每一个小学生发展的

‘i 课程’构建与实施”被评为山东

省教学成果奖，靠的就是抓住了课

程资源的优势，从提升教师的课程

智慧入手，走出了一条新学校发展

的新路子。

做课程，才能找准学校的发展

方向。研究课程，首先要研究的是

课程标准。我们学校把对核心素

养和课程标准的研究作为教育教

学工作的重中之重，确定了“培养

具有人性光辉和人生智慧的中国

人”的育人目标，将育人目标具体

化为“峡小学子八大品质”，细化为

“峡小学子素养发展 96 条清单”，

分化为“学科目标细目”，找到了一

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

路径。

做课程，才能构建起学生健康

快乐成长的载体。以核心素养为

依据，将学科内、学科外、跨学科的

内容进行整合，打通生活与知识的

联系，才能培育出有生命智慧的学

生。我们学校以学生为中心，把国

家课程整合成“i 体育”“i 语文”“i 数

学”“i 英语”“i 艺术”“i 探索”等 6 个

领域，开发了“太阳”“思路”等 8 个

跨界的长线主题课程，赋予每个学

生发展个性的平台。

做课程，才能汇聚支撑学校发展

的强大力量。我们学校以课程能力

论英雄，组建课程核心研究团队、课

程审议委员会等组织，让教师做课程

的开发者、建设者、实践者、创造者、

反思者和改进者，形成课程水平就是

育人水平、课程能力就是育人能力的

文化，促使教师迅速走上专业发展的

快车道。

教师只有站在课程高位审视

自 己 的 教 育 教 学 行 为 ，才 能 将 学

校 建 设 成 一 个 生 态 系 统 ，形 成 以

人 为 中 心 的 学 校 文 化 ，真 正 触 及

教 育 本 质 。 做 课 程 ，是 变 革 学 校

的最好捷径。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双语

小学执行校长）

又到毕业季，学生即将迎来难忘的毕业课程，校园里最后的时光因此尤
其耀眼。年复一年的创新毕业课程，是学校煞费苦心的事情。追求创新不是
目的，好的毕业课程是站在学生立场，以学校文化为底色设计课程，让学生回
味走过的校园生活，并帮助学生从容适应即将到来的人生新阶段。

□夏淑玉

6 月，又一批经历了小升初、中

考和高考的学生迎来自己的毕业

季。面对毕业季，除了落寞的离别和

集体伤感、狂欢之外，我们还能给学

生带来哪些值得回味的体验和感受？

近年来，毕业课程在教育中的价

值得到学校重视，毕业课程的内容、

类型和组织形式不断创新，教师带领

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重温往日

学习生活、回味师生情谊。毕业是学

生反思过往、展望未来和自我成长的

重要契机，教师应该如何利用这一时

机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育人价值？

“翻新”毕业典礼

毕业典礼是最传统也是最典型

的毕业活动，校长演讲是典礼的重头

戏，偶尔也会有一些校长讲“潮人潮

语”，能配合学生的“花式合影”，但给

学生一个不失庄重而又有意义的毕

业典礼还远远不够，要让学生真正参

与毕业典礼策划。学校可以在固定

程序之外让毕业生根据自己的想法

增加新环节，让毕业典礼成为一件令

人期待的事。

比如山东省潍坊市广文中学的

毕业典礼由师生共同策划，教师、学

生、家长共同参与，通过才艺展演、故

事讲述、班牌交接、谢师礼、互赠礼

物、毕业宣誓等形式让学生充分展示

自己，同时也在各种仪式中学会感

恩、学会告别，这与学校培养有人文

底蕴的学生的教育目标一脉相承。

不难看出，毕业典礼是学校文化

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延伸，植根于学校

教育与管理的生态之中，“翻新”毕业

典礼不能想当然，而要遵循学校文化

和办学传统，既给予学生仪式感，又让

学体验到意义。

主题活动搞起来

毕业的学生将走进一个新的学

习阶段，中学或大学生活对他们来说

是新奇和陌生的，因此生活体验应成

为毕业课程的一个重要主题。比如

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教师带领学生

走访中学校园、走进中学课堂，体验

中学课程。清华大学附属小学通过

“学长日”邀请往届毕业生录制“一日

课程”微视频，用一对一的生生辅导，

让学生了解中学的学习和生活。

除了体验校园生活，学校还可

以组织学生开展校外主题性实践探

究活动，通过调查、参观、志愿活动、

毕业旅行等方式走进社会，关注社

会问题，亲近大自然，了解风土人

文。人民大学附属小学引导学生从

感兴趣的社会问题入手，走进行政

机关、工地、街道、菜市场等开展社

会调查、编写剧本，并以毕业展演等

形式汇报成果；北京中关村一小以

“My City”为主题，鼓励学生对北京

的美食、名胜古迹、空气质量等开展

调查，并在导师团队指导下制作微

剧目、展板和海报。

临近毕业，学生即将离开生活

许久的校园，分别时刻，校长、教师

希望学生带走什么？加深对学校文

化的理解也是毕业课程的重要内

容。贵州省遵义市龙家小学的植树

活动，邀请师生共同种下象征母校

精神和未来梦想的银杏树；河南省

安阳市第一中学动员全体毕业生参

与制作毕业纪念册活动，定格学生

的校园生活。

实施可以更丰富

毕业季的学生面临升学，有对未

来的迷茫、对升学考试的担忧、对选

择的焦虑，针对毕业生普遍存在的心

理问题，不少学校采用专题讲座的形

式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和升学指

导。比如四川省绵阳市江油中学以

“放飞梦想，成就自我”为主题举行生

涯规划专题讲座，邀请毕业班学生和

家长共同参与，帮助学生进行科学备

考和专业选择；广西桂林市中山中学

则针对高三学生开展考前心理辅导

专题讲座，帮助学生进行情绪调节和

心理调适。

升学考试过后是毕业生最轻松

也最悠闲的时段，让学生走出教室

的实践活动由于形式多样、内容丰

富而受到学生欢迎。河南省郑州

市第九十六中学带领学生开展“互

助爬毕业墙”活动，让学生在相互

支撑、相互扶持中增进情谊，也体

会不放弃、不抛弃的拼搏精神；清

华大学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实

验小学等通过毕业旅行，让学生边

走边看、边走边思，在旅行中共同

生活，一起成长。

毕业课程作为课程开发中一个

新的关注点，其内容、形式仍在不

断丰富和发展，同时对于毕业课程

设计的序列化、体系化也需要受到

更多重视。但我们都不能否认的

一点是，毕业课程以其独特的教育

功能在中小学德育工作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而毕业课程的开发仍然

大有可为。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课程

与教学研究院，部分内容摘自《中国

德育》《中国教育学刊》）

课程故事

唤醒休眠的
“第三只眼”

□韩名丽

“老师，我在校时最难忘的事情是

创作了版画！”这个发明于中国古时的

艺术，深深印在了学生记忆中。

版画是什么？大多数学生都带着

好奇心走进版画室，看到满屋的木板、

刻刀、胶水、油墨、机器等工具，好似即

将开始一个好玩的游戏，因为他们都有

过在墙壁和桌椅上刻字的“爱好”。

“我没带自动转笔刀，没办法削铅

笔！”用惯各种高级转笔刀的学生面对

版画室的普通铅笔刀，表现出没有耐

心。在科技的支持下，学生慢慢失去

了动手能力，但制作一幅版画需要几

万刀的劳动量使他们热情高涨。

制作版画需要美术功底，学生连

临摹都有难度，再加上不会从平常生

活中寻找创作灵感，如何制作版画？

我引导学生唤醒休眠的“第三只眼”，

用心观察身边熟悉的事物，让生活变

得鲜活起来：校园、家乡、田垄之间的

美无处不在；校园建筑、夜读灯光、窗

外村庄，甚至水果、昆虫、蜘蛛网，都蕴

含着美感。

但是，学生创作的版画作品不一

定是美丽的。

一幅版画上画满一张大大的脸，

一只眼睛画成太阳，另一只眼睛画成

月亮，嘴巴变成了鹅，头发画得像扑克

牌中的“老K”。制作这幅版画的学生

说：“我画的古怪性完全可以与鬼相

比。”这个学生画的草图被同学笑话，

而我却在学生面前对她大加赞赏和鼓

励。在我眼里，她不仅能学画、能创

作，还具备其他学生缺少的独特视角、

感悟能力和表达能力。这张“鬼画”后

来被出版社选中，并公开发表。

创作吸引了学生，他们冲破思维

定式，散发出自己独特的艺术气息。

这种创造带来的快乐和意义，远远不

限于一幅画本身。

与创作“鬼画”的学生一样，学生

王远从“没有特长”到考入一流美术学

院，寻找到了本该属于她的天地。

“不管我将来做什么工作、是否与

美术有关，那幅版画对我而言都是一

个起点。”王远说。

作为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我 30

年不间断在学校普及版画教学，当别

人投入个人创作时，我用更多精力辅

导学生。只要教师把“育人”放在心

中，总是可以找到培养学生、服务现代

教育的方法。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国家高

新区外国语学校初中部）

版画课程是我校初中部助力学生

自主发展“ID+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我校精品课程之一，受到历

届学生的喜爱。之所以受欢迎，不仅是

因为学生从中受到艺术的熏陶，更重要

的是这门课程对学生发展产生了影

响。从版画教学发展到版画教育，版画

课程在健全学生人格、发展个性、热爱

生活等方面功不可没。

学校曾经有一个学生很好动，还喜

欢乱刻乱画，班主任做了大量工作，但收

效甚微。这个学生后来接触了版画课程，

当刻刀划过木板时，学生坐得住了，把乱

刻乱画的精力都用在了版画上。版画课

程的自我教育功能得到了充分展现。

立德树人怎么树？课程育人是关键。

用双眼观察，用画笔描绘，用心灵

表达，与客观世界对话，与他人对话，与

自我对话，从而达到和谐统一。版画课

程让学生学会观察生活、发现生活中的

美，增强学生爱校园、爱家乡的情感，同

时也让学生学会创造，促进创新能力的

发展，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

在版画课程实施中，没有教师的说

教，反而对学生身心影响深远，既立足

学科本体，又增加教育含量；既传承传

统艺术，又服务于现代教育；既实施学

科育人，又贴近学生天性；既发挥教师

特长，又创建学校特色；既培养学生、成

就教师，又助力学校发展。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外

国语学校初中部副校长）

培育学生的“工匠精神”
□亚 思

校长点睛

以花编织五彩梦
鲜花盛开，校园处处弥漫着浪漫气息，江

苏省扬州育才实验学校的语文教师引导学生

利用鲜花创作“鲜花画”。一幅幅“鲜花画”配

上学生读过的诗歌或自编的童谣，童心在天马

行空的创意里徜徉。翩翩起舞的蝴蝶、栩栩如

生的小鸟，还有那念着童谣的少年……学生在

拼拼写写、涂涂画画中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五彩

斑斓的梦。潘佳梅/图文

最大限度
发挥毕业课程的育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