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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课改研究2019年5月1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7版周刊

课程故事

“初中生研究中药学，这不是

瞎折腾吗？”一位同事调侃道。“当

然不是瞎折腾！”我的回答斩钉截

铁。之所以确定《高台湿地公园植

物药用价值研究》为本次探究课题

是经过反复斟酌的：一是学校毗邻

湿地公园，学生走出校门就能进行

实 地 探 究 ；二 是 学 生 大 多 来 自 农

村，与土地、自然、花草树木有着

天 然 的 情 感 ；三 是 农 村 家 庭 不 富

裕，有的家长患病后得不到及时治

疗，小病转大病，孩子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

万事开头难。当我将探究活动

计划告诉学生时，他们愁容满面：

“中药学那么深奥，我们怎么研究？

作业堆积如山，我们哪有时间？”班

长想用一连串的质疑“摧毁”计划，

此时教室里竟响起了掌声。我平复

情绪，对学生说：“膝关节疼可以用

艾叶泡敷，消化不良可以吃白萝卜

或喝萝卜汤，这些都是中药学常识，

中药学深奥吗？”学生这才意识到中

药学与生活息息相关，中药探究活

动继续进行。

学生是湿地公园的常客，认识

的植物却不多。如何才能清楚哪些

植物有药用价值？学生有的说学

“神农尝百草”，有的说查阅古代医

学典籍，有的说问村医、校医，还有

的提议问“度娘”。一石激起千层

浪，学生参与活动的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我嘱咐学生用便利、喜欢的

方式了解湿地公园植物的药用价值

并做好记录。

周末，活动如期进行。从学生

活动日志当中可见一斑：凯采访了

本村的老中医，老中医很热情，又是

倒水又是拿果盘；昭的家庭与众不

同，爸爸、爷爷都是乡村医生，看到

孩子有了解中药的欲望，爷爷笑得

合不拢嘴。

两周后，学生们统计得知，湿地

公园共有甘草、蒲公英、槐角等25种

有药用价值的植物。之后，学生三

五成群采集标本。采集晾晒、粘贴

固定、标注采集时间和药性功效等

都是细致活儿，既要细心，又要有科

学的态度和精神。诸多要探究的问

题如何分配？当 30 多个问题一亮

相，学生眼里闪烁着光亮：

“我要研究艾叶的功效，因为爸

爸关节痛已经许多年了。”小峰着急

地说。

“我想了解菊花、槐角的疗效，

奶奶患有高血压。”性格内向的小文

在大家面前开口说话了。

我依据学生需要和实际情况，

以小组为单位分配问题。问题分配

完毕，学生的探究过程却不是一帆

风顺：了解“亚健康”“三高”“湿疹”

等专用名词需要查阅资料；探究病

理及药效更艰难，不仅要咨询、查阅

资料，还要阅读医学书籍。交流、查

阅资料、探讨梳理都是学生自主完

成，没有强迫，没有催促。

经过 3 周时间，所有问题都有

了答案，3 位组长按照食用、茶饮、

药用三个方面进行分类整理，构建

了较为系统的知识体系，还制作了

演示文档与大家分享。此后，学校

还组织了知识竞赛，由学生主持、

点评。

探究活动结束时，学生分享了

自 己 的 感 受 ：爸 爸 将 脚 伸 进 艾 水

里，家里飘散着中草药的味道，搓

洗一段时间后，膝盖的疼痛果然有

所缓解；小文奶奶看到孙女端着菊

花茶走过来，笑脸绽放成一朵灿烂

的花……家长也有话要说：孩子懂

事了，知道关心家人的健康了；孩

子 孝 敬 爷 爷 奶 奶 ，一 家 人 其 乐 融

融；孩子责任感强了，仿佛变了一

个人。

至此，课题组教师心里乐滋滋

的。学习就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当

学生抱着浓厚的兴趣探索、了解未

知的世界，这何尝不是最好的学习。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高台县第

二中学）

与学生一起
研究中药学

□杨廷环

学校课程建设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

问题：课表都填满了，其中也不乏特色课

程，但就是找不到一个主心骨，叫不响、

说不清。当一门课程只是多个学科的拼

凑，失去整体意义的构建，课程的力量就

会被大大削弱。这是许多学校课程建设

的瓶颈。

关于课程的整体意义，建设者必

须清楚，而且要形成自己的一套解释

系统和文化。课程概念的理解、厘清

与自我转化是校本课程标志性建设

的根本。

有专家认为，知识不是客观的，

而是主体经验的解释和假设；学习不

是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生成经

验。这是课程建设者可以对各种概

念、文化作出个性解读的理论依据之

一。现以我校“大境脉课程”的文化

历程为例谈一谈具体的认识。

第一，概念的理解。我们对“境

脉”的认识来自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裴

新宁关于学习科学的论述：学习就是

境脉性变化。“境脉”是一个比较陌生

的词语，我们听到这个词后第一时间

投入“境脉学习”理论的文献研究。

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人将“境脉”理

解为学习目标、学习内容、学习环境、学

习条件、学习类型、学习者自身状态等

学习要素的综合——几乎包含了学习

的所有要素。我们认为“什么都是”就

是“什么都不是”，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

属性，概念就会弥散、迷离。于是，我们

开始追问“境脉”的本质属性。“境脉”的

英文表述是context，是上下文关联，是

一种语境、一条文脉。这是语言学角

度，不构成学习论，但这启发了我们：

“境”与“脉”紧密关联。上海师范大学教

授黎加厚认为，“境脉”是将“情境”与“脉

络”合并而成的新词，即整体把握事物

全部情境。在“境脉”中，情境不是单一

的存在，它是为学习服务的，是通过知

识脉络、经验脉络、人际脉络、情感脉络

与学习产生意义联结，形成整体认知与

结构完型。

在“概念的理解”阶段，学校要做

的不是一味接受，而是要有自己的判

断和选择，要直抵概念的本质。

第二，概念的厘清。一个概念往

往有许多“近亲”，如境脉与情境。二

者都有“境”，但前者不仅关注外部情

境的创设，更重视内部“心境”与“智

境”的调动，尤其重视内部“心境”“智

境”与外部情境的脉动，并在处理新的

信息或知识时产生意义联结。境脉课

程以“和”为境界，以“学”为核心，以

“脉络”为纽带，以“任务解决”为途

径。清楚这些，我们才能明白“境脉学

习”理论的内涵：学习者自身的记忆、

经验、动机和反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

内部世界，学习者在处理新的信息或

知识时，与其内部世界发生意义，这便

是学习。“学习者处理新的信息或知

识”需要大脑本能地在“境脉”中搜寻

意义，即在学习者所处环境中搜寻所

处理的新信息、新知识与其内部世界

之间发生的意义关系。这里的内部世

界、外部世界就是“境”的内外、虚实两

个维度的四个领域；这里的“发生意义

关系”就是“脉”；这里的“所处的环境”

需要我们以课程的形态确立，从而促

进学生内外关联、虚实相通，开展有意

义的学习。厘清概念的目的就是让课

程改革行动更有针对性。

第三，概念的转化。概念认清

后，要往前推进必须结合学校现状，

以结构的形式重组概念。我校处于

大学境内，较之其他学校拥有丰富的

场馆资源，本着情境学习最优化目

标，学校进行了校本化表达，提出了

“大境脉课程”概念，把“境脉学习”课

程化——在大学城的环境或情境中，

依托高校教授、本校教师和场馆资

源，借用当地乡土资源，结合学情、校

情，让学生在广阔的空间发生深度、

真实、有意义的学习。

从“境脉”到“大境脉课程”，这是

我们从概念的理解、厘清到校本化实

施的转化过程。这个过程告诉我们，

只要具备科学性，任何一种理论都具

有强劲的生命力。但是，生命力的激

发不是机械套用，必须有基于实际的

转化，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如此，我

们才能真正从中受益，突破课程建设

的瓶颈，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系浙江省温州大学城附属

学校副校长）

课程观察·潘照团⑥

如何突破“课程冲顶”的瓶颈

媒体看点

生涯规划教育在普通高中阶段起着承前启后、为升学或就业做准备的重要作用，可以帮助高中生认识大学与未来社会，提高学科

思维与自我认知。在新一轮高考改革“增加学生选择权，促进科学选才”的政策导向下，普通高中生涯教育如何设计、实施，才能更好地

服务学生当下成长和未来发展？

◎本期主持：刘亚文

生涯规划“预见”未来

拿准课程定位
□左小青

为达成教育效果，学校可以建

立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结合的生涯

规划课程体系。

理论性生涯规划课程采用体

验引导的教学实施方式，给学生创

设丰富的社会体验情境。通过案

例讨论、专题沙龙、团队合作、生涯

模拟等形式，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

与生活实践相结合，掌握生涯规划

方法。学校可以举办“我眼中的职

业”活动，让每个学生走近一个职

业，并针对职业的典型特征拍摄一

张照片，由班干部对照片进行整

理、筛选，并设计一次“我眼中的职

业”主题班会，让学生从不同角度

分享对不同职业的观察，思考职业

在人生中的意义。

实践性生涯规划课程实施应

以实践活动为主体，让学生在体

验中明确自己的生涯目标。寄宿

制学校可以尝试“模拟社区”学生

自主管理模式，引进“城市社区”

管理机制，把学校作为一个“小小

的社区”交给学生管理。“模拟社

区”为在校生提供实践岗位，并设

计家庭、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考

评体系，使学生成为行为规范实

施的组织者和管理者。此外，学

校还可以与高校合作，成立人才

培养基地或大学“虚拟课程班”，

利用医学类高校的场地、资源和

师资，让学生对组织学与胚胎学、

生物化学、神经生物学等课程进

行系统性学习。

为了保障课程的有效实施，学

校可以按照“诊断自我—领航探索

—成长愿景—定位反思”的逻辑，为

每一个学生建立生涯规划成长手

册。课程实施前，首先让学生对现

阶段的生涯发展水平有所认知，根

据自身需求准备问题，带着问题进

行学习、互动和体验。在课程学习

中，学生不断体验和探索，动手实

践，反复试错，及时记录所思所悟，

提高生涯规划能力，明确成长愿

景。课程学习结束时，学生再结合

自身的认知和心理状态，反思环境

与自我的匹配度，拟定阶段性生涯

规划。

体验引导式的实施方式有助

于学生建立起对理论知识与实践

经验的联系，使其充分把握自我和

环境，真正把当下学涯与未来生涯

相结合，增强个人发展的自主性，

在实践体验中探索生涯发展之路。

（摘自《中国教育报》）

创设社会体验情境
□徐向东

生涯规划的概念虽然由来已久，

但由于我国对生涯规划教育的理论、

机制、资源、发展路径等还不完善，国

外较成熟的经验也难以适应国内学校

的本土特殊性。所以，我们在开展生

涯规划教育时一定要准确定位。

定位一：与时代脉搏共振。信息

时代，事物瞬息万变，这要求学校

成为一个信息场，一个整合资源、提

供体验的地方，便于学生观察和体验

社会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可

以建立“大生涯资源圈”，开设新闻收

视课，由教师收集、剪辑国内外新闻

并向全校学生播报；寻找社会资源，

建立实践体验基地，让学生深度体验

行业生活；挖掘家长、校友资源，举办

“预见未来·亲近专业”“预见未来·职

场面对面”等活动，让学生近距离了

解行业、职业。

定位二：与学生素养相融和。学

生未来有多种可能，但不能因未来的

不可测而不选择、不规划。学校在实

践中要全面考量学生，让学生的生涯

规划始终与个人素养相和，不背离、不

割裂、不限制，创设多种途径帮助学生

更好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例如，建

立系统的生涯核心课程，内容包含生

涯重大问题，如生命的意义、我的生命

线、我的人生目标等，同时也涉及自我

认知的重要内容，如气质、影响我的人

和事物等。为了更好地将生涯规划教

育与学生素养相融和，还可以设计生

涯决策和生涯资源的内容，如生涯抉

择平衡单、我的家庭职业树等。

定位三：以终为始，着眼未来。生

涯规划教育要着眼于学生人生的完整

历程，这需要学校的生涯规划教育不

仅扎根学生的现在，也坚定地指向学

生的未来。实践中，学校可以向上、向

下两个方面努力：向上，向大学延伸并

进行追踪；向下，以高中为驻点，向初

中延伸，并通过优质初中向小学延

伸。学校还可以通过校友会向社会延

伸，了解校友的职业及生活情况。

定位四：增加系统育人力。学生

生涯规划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概念，与

学生所处的家庭、组织及社会存在密

切关系，这不是某个教师、某学科教

师、某个单位就能完成的，需要整合多

方资源，形成合力。在学校内部，面向

全体教师开展生涯规划全员培训，推

动全员育人。同时，根据任务甄选校

外专家、校友等，让他们成为师资的一

部分。学校还要坚持以任务定队伍、

以队伍落实任务，使人事系统与任务

体系相匹配，减少活动的随意性、零碎

性，增加系统育人力。

（摘自《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目前，许多学校都在探索高中

生涯规划教育，但由于课程纲要缺

位、实践经验不足等原因，实践中可

能会走入误区。为了学生的发展和

学校教育的有序进行，我们有必要

明确3个误区，使课程实施更高效。

首先，高中生涯规划教育不是

人生职业规划。

有些学校的生涯规划课程类似

大学的职业规划课程、就业指导课

程，这显然是提前了。大学面向社

会，职业规划教育正当其时，而高中

为大学培养学子，指导学生理性选

择学科专业首当其冲。高中生处于

生涯规划的起始阶段，这个阶段的

生涯规划重在探索，而不是定向。

需要学生了解自己的能力、兴趣、气

质等自我特征，了解与自我特征相

关的专业和职业，形成自我概念与

职业概念。

其次，高中生涯规划不只有学

业规划。

高中生涯规划教育首先要做

的是学业规划，学校要帮助学生在

了解社会发展现状、高校招生要

求、学校资源配备、自身兴趣特长

的基础上，学会选课、选科、选大

学，即培养学生学业选择能力。与

此同时，学校还要帮助学生在选择

学业方向后确立恰当的学业目标，

制订详细的行动计划。

学业规划只是高中生涯规划

教育的一项任务，或者说只是近期

目标，而中远期目标指向的还是职

业认知和人生理想。

最后，高中生涯规划课程不能

沦于选科的博弈。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规定，

学校应建立选课指导制度，提供课

程说明和选课指南，安排班主任或

导师与学生建立相对固定的联系，

指导学生选课，帮助学生形成个性

的课程修习方案，引导家长正确对

待和帮助孩子选课。在不少高中

校长看来，高中生涯规划教育是服

务于学生选科的。其实，学校对学

生选科的指导，不仅要考虑社会、

学生的情况，还要考虑学校自身的

条件。比如，“六选三”有许多种组

合。如果是小规模学校，让学生随

机选择，每种组合可能都有，有些

组合可能只有很少的学生选，这给

学校的教学带来了很大挑战。所

以，一些学校根据学校师资、场地

实际，给学生若干套餐选择，减少

组合数量。这在“增加学生选择

权”上打了折扣，但属于一种无可

奈何，是改革初期的权宜之计。

（摘自《教育现代化》）

避免走进三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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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玩的落叶
每年秋季，浙江省杭州市

紫 阳 小 学 都 会 举 行“ 落 叶

节”。活动期间，学生们制作

落叶书签和树叶拼贴画，设

计与落叶相关的小游戏，研

究落叶如何变成肥料、哪些

叶子可以食用。最后，学校

举 行“ 落 叶 秀 ”和 成 果 发 布

会，让学生展示自己制作的

服装、面具、扇子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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