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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三级课程管理的推进，校本

课程开发成为学校课程管理权实现的

一个重要标志，各中小学围绕学校办

学理念、基于学生发展需要，开发了丰

富多彩的校本课程。与校本课程相伴

而生的是学校研发的材质精良、装帧

精美的“校本教材”。这些校本教材通

常是没有书号的非正式出版物，也就

是没有经过严格的教材审核，在学校

或区域小范围内部使用的资料。不

过，从其外观的考究程度来看，其用功

程度不亚于正式出版的教材。

在实践中，学校为什么会对编写

校本教材如此执着呢？是否是学校

的课程研发者对课程与教材的关系

没有弄清楚，认为课程研发就意味着

一定要研发教材呢？随着对现状了

解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

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

课程研发者一定要通过研发精致的

教材体现课程研发的结果呢？原因

就在于，许多学校领导和教师都认

为，开发课程没有教材的支撑似乎总

是缺少些什么。

是不是校本课程都需要通过校本

教材来体现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

需要对教材及其编写有一定的认知。

教材是课程的具体表现，要体现

课程目标、符合课程性质、承载课程任

务，其编写要具有准确性、系统性和规

范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编写教材是

一项比较繁复且周期较长的工作，同

时对教材编写人员也有较高的要求。

从通常意义上看，一般是相对成

熟的课程才需要进行教材编写，这样

的课程内容相对稳定，不需要经常性

和大规模的修订，可以具有较长的使

用周期。

校本课程为什么不适宜编写教材

呢？这也需要从校本课程自身的特点

谈起。校本课程是以学校为本位，由

学校根据自身资源优势及学生实际需

要而研发的课程，在内容安排上具有

灵活性，在课程设置上具有选择性。

相较于国家课程的稳定性，可变性则

是校本课程的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讲，

针对校本课程而进行的教材研发并不

是必需的。

从现有的校本教材形式来看，当

前学校编写校本课程教材的方式基本

是从知识角度来建构，这与传统的以

知识为中心的课程教材的编写并无差

别，并不能通过校本教材来体现校本

课程对学生思考问题、能力发展、活动

体验的指引，而且许多教材内容通常

是对网络或其他文本内容的摘抄，这

些内容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也还是存疑

的。既然如此，这样的校本课程教材

装帧再精美，又有什么价值呢？

校本教材的编写者通常是课程的

研发者，他们绝大多数是一线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的教师，这里我并不想否

认教师编写教材的专业能力，仅从其

工作角度来看，日常繁重的教育教学

工作使教师很难全情投入到教材的编

写之中，这就使学校编写校本教材的

质量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

如果不研发校本课程教材，学校

怎样指导或者说教师依托什么进行教

学呢？这又涉及学校教学管理规范的

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容易，教

师可以根据课程来编写课程讲义或课

程方案。以课程讲义的形式来代替课

程教材在高校是很常见的，许多新兴

的专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师就

会以讲义作为讲课或学生学习的参

考。对于那些并非学校新编的课程，

我们还可以引进和改造已有教材，使

其成为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依据。

当然，上述观点仅仅是针对当下学

校每每研发一门校本课程就要进行相

应的教材编写和印制的现状而言，这并

不意味着校本课程不可以有与之相匹

配的教材，如果学校研发的课程内容相

对稳定，这门课程也是在学校长期存

在，课程相对成熟，学校能将其编写成

教材作为教师授课、学生学习的依据，

同时也为其他学校和学生学习相关内

容提供参考，也是非常不错的。校本课

程一旦有了教材这种规范的文本承载，

就能使其更具传播力，也可以使优质课

程惠及更多学生。不过，我们希望这样

的校本教材应该更多地从学生学习的

角度来呈现。

（作者系北京教科院课程教材发

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一周时间里，学生放下课本，

走出校园，走进大千世界，各大场馆、

博物馆、名胜古迹都成为孩子的实践

基地……我校的“实践周”活动开始

于2014年，为了保证学习效果，学校

聘请400多位来自不同领域、不同职

业的“家长讲师”为学生授课，“刀锋

战士与矫形器”“青春期的秘密”“野

外生存指南”等课本上较少涉及的内

容走进了孩子们的视野。

其实，在正式开始“实践周”前，

有家长担心“玩”一周会影响孩子的

学习。事实证明，一周的实践活动不

仅没有影响学习进度，还点燃了学生

的学习热情，使他们对自己的理想、

学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家长进课堂是“实践周”中学生

最期待的。

马铂凯妈妈给孩子们讲述了全

运会幕后的故事，她精心准备了演讲

稿，制作了 PPT，展现全运会的幕后

筹备工作以及引导员的选拔、礼仪训

练，让孩子们知道了在盛大的仪式背

后，是各个部门的密切配合：引导员

靓丽笑容、优美仪态的背后，是严苛

的训练；护卫队矫健潇洒的身姿，源

自无数的辛苦付出……通过“家长讲

师”的讲解，孩子们知道了赛场上的

运动员值得关注，赛场下那些在幕后

付出艰辛和汗水的工作人员同样值

得尊重。

潘圣琪爸爸为孩子们讲解了“矫

形器的作用与发展”，他带来了许多

矫形器实物和人体骨骼模型，从“刀

锋战士”入手，讲解了矫形器的作用，

并通过实物展示和 PPT 等，让孩子

们认识了人体骨骼，了解了世界上最

先进的矫形器。他的精彩讲解和现

场互动，赢得了孩子们的阵阵掌声。

“实践周”中，“绿色美食节”是孩

子们一直念念不忘的乐事。在学生眼

中，电视上那些色香味美的国宴大餐

哪里有自己制作的小吃更让人垂涎欲

滴，比萨饼、紫菜包饭、饼干、酱菜……

孩子们的自制美食被伙伴争相品尝、

认真点评，有的学生还分享了自己的

美食制作秘方。

“实践周”不仅对孩子的成长帮

助良多，还让我对教育教学有了更多

思考和尝试。在参观辽宁省博物馆

和科技馆时，由于场地大、项目较多，

在规定时间内不能满足每个孩子的

参观意愿和学习需求。于是，我根据

学生特点和兴趣爱好将他们分成若

干小组。每个小组成员都承担不同

的任务，有的收集问题，有的用笔记

录，有的拍照留作资料，所有资料经

过系统的整理，形成实践学习总结或

小论文。学生的学习成果在班内进

行交流，通过互评、组评、班级评议等

方式，帮助学生借鉴他人成功经验，

完善自己的实践成果。这样的分组

分工，满足了每一个孩子的兴趣和关

注点，同时也在班级营造了自由、民

主的氛围。

“实践周”是对书本知识的拓展

和深化，当枯燥的书本知识用这样鲜

活的方式展现在眼前，孩子们真正体

会到知识来源于生活、应用于生活，

同时也改变着我们的生活。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铁路第

五小学）

飞扬的“实践周”
□孙永梅

校本课程与校本教材
课程观察·李 群 ②

麦田里的创造者
经过孩子们一学期的悉心照

料，浙江省杭州天地实验小学的

麦田迎来大丰收。小麦粒和麦秆

可以做什么？超轻黏土制作的小

鸟无家可归，孩子们用麦秆为它

们 搭 建 温 暖 的 巢 ；小 麦 变 身“ 画

笔”，一幅幅由点、线、面构成的作

品跃然纸上；学生还给画中的小

姑娘穿上了“麦穗礼服”……一个

个生动的小麦作品联结着麦田和

他们的心。

图文/浙江杭州天地实验小学美术组

晒晒学习成果

课程故事

陈春迷恋日本教育专家佐藤学

的学习共同体，是为了让课堂更加

“润泽”。

这些年来，陈春和她的团队一直

在寻找“润泽”。每一所学校都要有

自己的教育哲学，陈春所在的宁夏银

川兴庆区回民实验小学也一样。

作为一所与银川最有代表的历

史遗存唐徕渠比邻而居的小学，校长

陈春和她的教师团队确立学校的核

心文化就是“水文化”，水润万物，教

师要用水一般的博大包容每一个孩

子，“让每一个孩子感觉到自己很重

要”。在陈春看来，水的特质是包容、

谦逊、润泽，每一滴水都是不一样

的。“浪花在很多时候都不理解大海，

但大海在任何时候都能理解浪花。

大海之所以能成为大海，对于任何

‘水’而言：不厌其污秽，不厌其肮脏，

不厌其卑小，不厌其狂放，不厌其激

越，不厌其肆虐，不厌其平缓，皆收

纳、包容之”。

基于这样的理解，回民实验小学

提出了“教师八德”，即奔流不息，进

取之德；哺育万物，奉献之德；水滴石

穿，柔韧之德；一碗端平，公平之德；

源头活水，创新之德；甘心处下，谦虚

之德；流水不腐，清廉之德；涵纳百

川，包容之德。

从“水文化”出发，回民实验小学

的两座教学楼分别取名“芳泽”楼和

“河润”楼，还建立了“小海鸥”图书

角、美德蓄水区和“浪花小超市”。学

校里还有一系列的创意活动。陈春

说，“借助孩子的视角才能设计和营

造属于孩子的校园文化”。

“但是，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润

泽文化吗？”陈春曾追问自己。

直到有一天，陈春通过《教师的

挑战》一书发现了佐藤学的学习共同

体理念，她对“润泽”的理解又深了一

层，“只有课堂润泽才是真正的润泽，

课堂才是能够充分润泽每一位学生

的地方”。学习共同体描述的“宁静、

润泽、安全”的课堂样态，让陈春豁然

开朗。

这本书陈春看了七八遍，从刚开

始的读不懂，到后来成了“枕边书”，每

读一遍都有新的感悟。后来，她还与

全体教师一起共读《跟随佐藤学做教

育》。他们读书的原则是：慢慢读、反

复读、品味读，读细、读深、读透，读出

教学改进的共识，读出实践的方法。

回民实验小学一直没有停止过

在课堂上深耕和精进，但让课堂走向

“润泽”却是一大痛点。于是，陈春和

整个教师团队开始不断检视过去视

而不见的“课堂病”，那些虚假的合

作、过剩的发言、浅表的学习，以及不

会倾听、不会交流、不会悦纳等现象，

被逐一纳入课堂的“病历卡”。

循着共读、学情观察、课例研究

的路径，他们以“让倾听润泽课堂”作

为疗救“课堂病”的“药引子”，开启了

课堂新样态的建设旅程。

观察学情，倾听学生成为课上的

最大善举。“要让学生学会倾听，需要

从教师充分倾听每一个学生开始。”

副校长金利说。

为什么教师会迷失在熟悉的学

情中？为什么学生在课堂上找不到

存在感？为什么教师的精心预设与

学生的学习不匹配？在回民实验小

学，大量的学情观察训练和倾听练习

让教师更容易看见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历程。他们学会了使用“蚂蚁之

眼”发现课堂上学生的学习困难。学

情观察这一工具改变了教师之间的

话语系统，他们的教研中多了对学生

学习故事的描述。

将教研与读书、学情观察、课例

研究、深度反思相结合，他们通过推

动校本教研方式转型来促进“学教翻

转”课堂的深度转型。

校本教研中，教师在阅读、实践、

思考的基础上，与伙伴展开真诚的对

话交流。每一次教研活动后都进行

概括与归纳、提炼与总结，最终将教

研成果整理成思维导图，供教师再学

习。这样的教研文化确保了人人参

与、人人发言，每一位教师的发言都

会受到尊重。教研中没有领导和教

师之分，没有优秀教师和不优秀教师

之别，学校逐渐形成了互助、互暖、互

惠的教研文化。

教室空间的变化是他们践行学

习共同体理念过程中课堂样态的显

著变化。教室的课桌从排排坐变成

了“U”形，让学生有机会看清同学的

表情，相互间的倾听和深度对话有了

一个更加宁静的空间。

如今，在回民实验小学的课堂，

“润泽”首先体现在倾听上。陈春领

衔语文学科、金利领衔数学学科，试

水学习共同体课堂，在他们的带领

下，教师躬身倾听、侧耳倾听、蹲下

倾听、走近倾听常常被定格成最美

的画面。

在教师亲身示范“倾听”过程中，

学生耳濡目染，学会了静静地听同伴

表达。在具体的课堂指导中，教师训

练和引导学生带着思考、带着想法、带

着问题去倾听，他们会引导学生——

“听别人的发言，你要想：同伴的

话对你有没有启发？”

“他想的与你一样吗？”

“听了同学的发言，你有没有新

的想法？”

“你有没有补充或不同意见？”

……

“润泽”还体现在全班对话交流

是小组与小组之间的交流，小组成员

结成“合作伙伴”，彼此相互支持和帮

助，每个人都能感受同伴的力量和温

度，安全感油然而生。

营造安全、安心、安定的“三安”

课堂是“润泽”的文化底色。正如“每

一滴水都不同”“每一朵浪花都很重

要”理念一样，课堂上，每一个孩子的

发言没有好与坏、对与错的区别，每

一个孩子的发言都很重要。教师允

许和鼓励学生说“我不会，你能给我

说 说 吗 ”“ 我 不 懂 ，你 能 给 我 讲 讲

吗”。同伴的求助会激发学优生的潜

力，讲给同伴听会让学优生对知识进

行再次优化，是对知识的再学习；学

习有困难的学生主动说“我不懂”“我

不会”，调动了他们主动学习的内驱

力。在这样的课堂文化熏陶下，孩子

们开始喜欢学习，迷恋课堂。

语文教师黄春艳曾主动上了一

节公开课。那天下课铃声响起，不少

学生还意犹未尽，不愿意下课。当学

生无论对错都敢于大胆表达自己的

想法，并且能够虚心倾听同学的想

法，当学习成了不同想法的“交响”，

课堂自然有更多的生成。

产假返校后一年来，黄春艳一直

不断实践学习共同体理念。尽管有

时学生突如其来的发言让她感到压

力，但她已经学会了坦然接受来自学

生的挑战。那一堂公开课，“学生不

愿意下课”的画面让黄春艳坚定了实

践新课堂的信念。

“静水流深”是回民实验小学课

堂样态的精准描述。当学生的想法

被充分倾听、学习困难被一一回应，

当学生按照自己的学习程序顿悟后

眼睛突然明亮起来。陈春说，这就是

“五官苏醒”的课堂。

为了寻找“润泽”、缔造“润泽”，

回民实验小学每年确定一个课堂研

究主题，去年他们围绕“真实学习的

发生”全面治理课堂上的“虚假学

习”现象。今年学校又开展了“深度

学习的发生”主题研讨，这样的主题

研究旨在让每一位教师逐渐成为

“谦逊的倾听者、出色的设计者、深

刻的学科研究者”。

一路跋涉，陈春明白：“敬畏教育

比热爱教育能让我们走得更远，敬畏

儿童比迷恋教学能让我们走得更从

容。”因为有了敬畏之心，有了对学习

真相的理解，学生才能看见，才能被

回应，教师才能走出焦虑更加从容，

教育才会更加“润泽”。

本期读校：宁夏银川兴庆区回民实验小学

缔造“润泽”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读校系列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