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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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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下的树枝已萌发春意，孩

童的生命已充满活力，可是街道上依

然悄悄不见踪迹，没关系，武汉，我们

等你……”这是山东省东营经济技术

开发区东凯小学合唱团学生演唱的

自主创编歌曲《武汉，我们等你》，而

这首歌曲的创作源于这场疫情之下

学校设计的《非常假期》课程。

这个非常假期，为了保障“停课

不停学”，学校以现实生活为蓝本，组

织团队研发了《非常假期》综合性学

习课程，该课程共有 5 章，包括：九省

通衢——武汉；科普常识——传染

病；家国情怀——我的祖国；人间大

爱——责任与担当；敬畏自然——保

护生态环境。课程的学习也引出了

“非常”故事

“今天我和儿子一同阅读了《非

常假期》第一章，读完之后儿子说，原

来武汉这样美……有漂亮的樱花，有

好吃的热干面，有历史悠久的黄鹤

楼，是一座有文化积淀的城市。”一年

级（6）班学生任忠轩的家长带着孩子

学习之后写下这样一段话。因为疫

情，借助课程让学生深入了解了武

汉。他们通过诵读古人“昔人已乘黄

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千古名句，

浮想武汉的历史文化；通过诵读毛泽

东的“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的诗

句，体会武汉地理位置的宏大气势，

诵读“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感受武汉长江大桥的壮观……湖北

恩施国培班的学生看到课程第一章

这样详细介绍武汉，特别回复信息

说，自己也被感动了——这是《非常

假期》带给人们的“非常”认识。

“我不认识你们，但我知道你们是

谁！你们第一时间去了战场，去参加

那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你们舍小家,

那是因为有需要你们的大家……我想

长大后成为你们！”这是三年级（2）班

学生杜明为医护人员创作的诗歌。学

生通过读故事、看时事、写见闻等合宜

的方式，学习抗疫阻击战中白衣天使

的感人事迹——这些课程设计的元素

结合眼前上演的故事，共同构成了爱

国主义教育最生动的教材——这就是

《非常假期》带来的“非常”德育。

“疫情当前，我们把疫情变成课

程，让学生知道国家和民族正在发生

什么、经历什么，引导学生反思疫情，

从疫情中汲取力量，获得成长……而

不 仅 仅 只 是 记 住 了 一 个 超 长 的 假

期。”这是《非常假期》课程参编者崔

佳星的心里话。在这个特殊时期，我

们应给孩子什么样的课程，给孩子什

么样的教育？其实，生活就是最好的

课程，当下的疫情就是立德树人的生

动案例。那些勇敢担当的逆行者，那

些可歌可泣的故事，那些丰富多彩的

历史、文化，还有大自然给予人类的

惨痛“教训”，都是这个假期的“非常”

课程，它启迪着我们对生命的思考、

对信念的追求、对科学的探究、对祖

国的感恩、对人生价值的认识——这

也是《非常假期》带给教育的“非常”

之道。

四年级（1）班学生任棋麟的家长

在亲子阅读感悟中写道：“《非常假

期》课程是一本历史书、一本人文书、

一本科普书，也是一本爱国主义教育

书，是培养孩子全面发展的教科书。

这本书带给孩子的记忆和熏陶，肯定

会触动他们的心灵，潜移默化成他们

的性格……”学生的成长、家长的认

可，就是对《非常假期》的“非常”之道

最好的印证。

（作者单位分别系山东省东营经

济技术开发区东凯小学、东营市晨阳

学校）

□张爱芳

““非常假期非常假期””的的

““非常非常””之道之道
□李玉玺 王海荣

□ 郗 莉

学生居家，除了丰富的在线课程

之外，还需要浸润童心的生活化课程。

生活化课程，以全人教育为目

标，以国家课程为基准，以学生所处

生活背景、已有生活经验为素材，设

计学习活动，引导学生在有趣的生活

故事中学习知识、提升能力的课程。

此类课程不仅能够缓解网学矛盾，还

能借助“生活”这个载体为儿童的整

体性发展创造条件。

一般来说，课程知识体系主要包

含五大环节：基础认知—实践探索—

互动完善—深远拓展—评价反思，环

环相扣，步步相促。

在感触中认知。提高学习趣味

性是锁住儿童好动童心的关键，而在

多彩生活中求知又是儿童的最大乐

趣。生活化数学将“教程”变成“学

程”，教师在学习设计中注重知识与

生活的密切关联性，让学生在读、写、

画、做等连续性认知与表达中，多感

官齐参与，实现直观形象与抽象表达

的自然结合。在“知、行、思”合一的

探索中，引其多感融通、多维度思考，

促成多能发展。此乃生活化课程中

“五感教学法”的多能作用。

所谓“五感教学法”，即以与知识

息息相关的生活镜头，启动好奇心统领

下的多种感官，在自然接触中体验知

识、认识逻辑，对生活、对探索的真实情

感触动心灵，激发深层探究、创新思维。

在操作中实践。在初步认知的

基础上，教师以探究性活动设计，引

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活动中，生活

经验的综合运用促新知理解的步步

深入，新旧知识融会贯通，转知成智

激发创新意识，感知、体验、理解相促

并进，实现自我个性建构。

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居家学习的生

活便利，将教材知识融于生活实体，突

出学习对象的可操作性，知识价值的

可体验性，让学生在饶有兴趣的自主

探索中，熟悉新知、新旧并用，将教材

知识转变为生活技能，培养他们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尊重儿童的个

性，以自然生活为教材，让学生自由选

择喜欢的学习方式——自主探究是促

进个性发展的最佳途径。

在互动中合作。生活化课程强

调线下学生与生活、学生与文本的互

动对话，既锻炼学生的自我探究能

力，也为其自我个性的发展创造条

件；生活化课程也注重线上教师与学

生、学生与学生、师生与资源之间的

互动对话，既解决自我学习产生的疑

惑与困难，也提升学生的合作意识、

交际能力。当然，在线交流除全员性

对话外，也要针对不同层次学生、不

同发展需要的群体提供个性指导，让

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自主研究中实现

各项素养的均衡发展。

经过在线交流与线下探索的有

效互动、优化组合，促进学生学习的

完善性、发展的全面性。

在读绘中拓展。在文化知识的

生活化探究中，简略的符号、线图、思

维树等牵动多感官认识生活，并交融

集汇，形成独特的思维体系；简笔画、

流程图等伴随形式多样的实践操作，

启迪开创意识，形成自我知识体系，

编织出现实问题的个性化解决策略；

拓展性的课外阅读，则为“演变问题”

提供正确答案，将知识体系拓展至教

材之外的新世界；故事讲述、绘本制

作又将零碎的知识点串联成体、单体

的问题策略链接成生活、社会实际的

工作方案。

在生活课程的建构中，坚持理解

与表达的多元融合，实现知识、图画、

故事、情感、能力的自然融合；在直

观、形象、抽象三级思维能力的递进

发展中，实现语文、数学、艺术、英语、

科学、体育等学科的自然整合，厚植

文化底蕴的同时，加深与生活、人文

之情感，而道德素养的提升贯穿于每

一步探索之中。

在评价中反思。探究过程中，每

位教师都将成为面对几十个表演现场

的“导演”。而且，每一位“主角”都可

能会遇到疑惑、困难，都在期待实施到

位的评价、鼓励。对学生来说，在线跟

踪、及时点评是自主探究的动力源泉、

反思航标；课后互动性研讨也是纠正

错误、鼓励进取的良好途径。及时剖

析、评价课堂与作业，解决各类问题，

是生活化课程顺利进展的有效保证。

对课程而言，在线答疑、作业反

馈、家长评价、课后互动等都为其二

次优化提供依据；教师的课程设计、

反思总结，以及对学生学程资源的整

理提炼，都是二次创新的“优质资

源”，值得其他教师借鉴、研究。

生活即教育，课程即体验，学习

即成长。用活“生活”这部教材，让学

习回归生活之本源，引领学生在捕捉

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发现自我、突破自

我、成就自我，这正是生活化课程的

教育目标。

（作者系山东省高密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副院长）

◉发现美好课程

“为每个人提供适合的教育”，

这是渭南小学办学的出发点。无论

是学校教育还是特殊时期的“宅”家

学习，学校都努力在“笃行于微，诚

善致笑”的价值理念下积极构建课

程体系。如今，围绕疫情防控主题，

在适性教育理念下构建的“宅”家课

程，就让孩子在超长的假期里笑着

生长。

“宅”家课程主动创

“宅”家课程基于学校“适性教

育”理念及“自主生长、多元发展”的

课程追求，引领学生“会关爱、善探

究、爱学习、乐生活、勇实践、敢担

当”，培养学生积极主动的人格，为学

生的适性发展奠定基础。

此 课 程 不 仅 要 求 学 生 线 上 与

线下有效衔接，而且倡导学生积极

主动地向老师学习、向同学学习，

向书本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实践

学习，更重要的是鼓励学生不断挖

掘和激发自身存在的各种潜能，把

潜能变为显能，把显能变为可能，

把可能变为现实，实现厚积薄发、

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达到“和而

不同”之境界。

七“笑”行动成长忙

“宅”家课程覆盖教师、学生、家

长三大群体，从“跟着微笑来防护、跟

着微笑来思辨、跟着微笑来运动、跟

着微笑来阅读、跟着微笑练书法、跟

着微笑诵诗词、跟着微笑来劳动”七

个方面推进，力求课程层次化、纵深

化、延续化。

跟着微笑来防护。疫情期间学

校倡导全体师生和家人按照“三勤三

不两保持一报告”的要求，做好疫情

防控，即：勤洗手、勤通风、勤消毒；不

随意外出、不信谣传谣、不去人口密

集场所；保持居住环境卫生、保持室

内锻炼习惯；利用“学安APP”每天健

康打卡（报告）。与此同时，学生变身

宣传员，制作DIY口罩……用自己熟

悉的方式当好疫情防控小宣传员、小

助力手，让居家活动更有意义。

跟着微笑来思辨。一场疫情，

让每个人都被迫处在了“空白时间”

与“深度思考”中，让我们越来越清

楚地认识到教育的责任。学校通过

网络开展升旗仪式、主题班会，举行

形式多样的主题教育活动，唤醒学

生内心对生命的尊重、对规则的敬

畏、对逆行者的崇敬、对坚守者的致

敬，让学生从小思辨真善美，厚植民

族精神力量。

跟着微笑来运动。为使学生居

家也能科学锻炼健身，体育组教师制

定出科学有效的居家运动课程及锻

炼方法，录制成微视频，通过班级QQ

群、微信群推出，引领学生一起积极

运动起来，通过“晒一晒”“比一比”

“赛一赛”等评价方式激励学生在家

与父母一起锻炼身体。

跟着微笑来阅读。为了培养学

生在家坚持阅读的习惯，引领学生真

正从“阅读”走向“悦读”，推动书香型

家庭的建设，学校组织各年级开展

“宅家悦读”活动，同年级共读一本

书，每天朗读者将朗读内容录制成语

音，通过微信平台发布，每周开展班

级线上读书分享活动。很多学生还

在阅读之后进行创作，仅参加陕西省

“战疫情”主题儿童诗大赛全校学生

就投稿200余篇。

跟着微笑练书法。每天 15 分钟

的书法练习是学校一直坚持的做法。

抗疫期间，学校以年级为单位确定书

法练习内容，各班再根据情况增加个

性练习内容，将书法小课程以任务驱

动的方式推送给学生，让学生在家坚

持练习。定期在网上公共空间的展示

也激发了他们坚持练习的兴趣。

跟着微笑诵诗词。根据课程标

准、学情，学校组织语文教师为不同

年级推荐诗词诵读篇目，《满江红》

《将进酒》《爱我中华》《我的祖国》

等一首首经典诗篇回响耳边，让学

生在诵读古诗词中感受传统文化的

魅力，也为返校学习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

跟着微笑来劳动。劳动实践课

程是学生最喜欢的课程内容，让学

生在家学习叠被子、整理房间、练习

厨艺。不同年级劳动实践的要求不

同，最精彩的便是厨艺大比拼，学生

和家人一起观看学校寒假推出的 8

道亲子菜，自己和家人也不断尝试，

亲子齐动手为家人制作美食，然后

分享交流，不断提高，同时也学习了

相关营养健康知识。

“非常”评展师生强

科学的评价方式是激发学习兴

趣的重要措施，学校特别制定了“展

示评价、积分评价和微笑评价”等多

元化评价策略。其中的“微笑评价”

是以“微微笑笑成长记”为统筹，通过

读书、绘画、表演、社会实践等十个方

面进行全面评价。

在这样的“宅”家课程学习中，学

生依托学习任务单自学，通过网络与

师生沟通交流，其自主学习能力、沟

通交流能力、动手实践能力逐步提

高；教师通过微课制作、远程教学、教

学反思等，不仅提升了信息技术水

平，也发表了不少文章，“宅”家课程

也获得一致好评。与此同时，家庭教

育也受到重视，家长在课程中学会陪

伴与包容，学会与学校更好地配合，

更好地做孩子成长的榜样。

“非常”之日，“非常”之爱。渭南小

学的“非常”师生、“非常”家长在“非常”

时期，团结合作，共同完成好“非常”任

务，实现了微微笑笑“宅”家生长。

（作者系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

南小学校长）

一场疫情不仅成为课程内容，还

提出了开发“云课程”学习模式的要

求。在杭州天地实验小学“云课堂”

顶层设计的基础上，我们就如何将疫

情中的信息提炼为学生学习的课程

资源，如何引导学生在家展开探究等

问题，变为多个“云”上小课程的实践

探索，再通过学科联动及卷入式探

究，让当下生活成为学生最具探究性

的课程资源。这里以面向二年级学

生的“人和自然”云课程设计为例，浅

谈卷入式探究学习的故事。

发现世界。澳大利亚火灾肆虐，

东非蝗虫向人类发起挑战，特别是蔓

延全世界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再

次强烈地意识到：教育中关于尊重生

命、敬畏自然的精神是不能缺席的。

人类如何学会与自然对话、融合以及

和平相处，这是对自然之道的尊重，

是一种规则精神。为此，学校从二年

级学生的视角切入，通过简短的文

本、形象的绘本、生动的定格动画等

适切的材料，在学科联动中建构课

程，并以探究为主线，以思辨来推进

主题学习。

探究自然。学校特别制定了“人

和自然”抗疫云课程卷入式探究方

案，通过“线上启学”，引导学生一步

步进行“线下探究”，同时适时为学生

搭建支架，实现“云平台共享”（课程

设计如下表）。

学习生活。“人和自然”云课程基

于学校的“云课堂”顶层设计课时安

排，以每节课20分钟直播方式进行分

阶段“线上启学”。其中，配音、视频、

海报、绘画、定格动画等，每一项选择

都能展示学生的探究，也为成果的呈

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课程为时一周，围绕项目主题，

多学科卷入，通过“跨媒介阅读与表

达”，并打通班级界线，借助“云平台”

实现年级共享探究成果，建立非常时

期与学习同伴之间的联结。在探究

中，信息的获取与过滤、观点的碰撞

与辨识、创意的表达与鉴赏，促进学

生一次次卷入式思考。在这个过程

中，课程尽量提供适切的材料，指以

适切的探索路径，引导学生自主探

究，让学习真实发生。

教育即认知、探索世界。特殊时

期我们更应该通过学科联动及卷入

式探究，引导学生关注自然、关注世

界，树立正确的生命观、自然观，引导

学生明辨与敬畏，感恩与珍惜，承担

使命与责任，这是每个教育人应该追

求的目标。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天地实

验小学）

探究过程

探识病毒

追寻来踪

倾听自然

思考关系

对话自然

懂得敬畏

人和自然

和谐共处

童心倡议

呼唤敬畏

卷入学科

道德

与法治

科 学

语 文

美 术

“定格动

画”校本

课程

线上启学

看“写给孩子的新冠病毒绘本”，引

导用第一人称介绍新冠病毒

观看短片《大自然在说话》，从科学

角度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对

人类行为的思考

品读《大自然在说话》短片中的配音

台词，链接学生对自然灾害的新闻

播报视频，谈谈人和自然的关系

教师采访、呈现学生前期的探究与

思考成果，指导学生进行“人和自

然”主题绘画或海报创作

教师呈现自己制作的“新型冠状病

毒自述”及“大自然的呼唤”定格动

画作品，指导学生将探究与思考成

果以定格动画的方式呈现

线下探究

链接阅读材料，探究野生动物

身上的病毒怎么传到人类身上

搜索自然灾害新闻，采用“主播

说新闻”的方式录制新闻播报

视频

模仿短片中配音录制一段音频

或朗诵“敬畏大自然”的美文，

也可以写简短的读后感

选择完成绘画或海报创作，表达

自己对“人和自然”关系的思考

为教师制作的定格动画片段配

音，同时可以制作一段自己的

定格动画

云平台共享

每 个 阶 段 ，

学 生 都 可 以

自 主 选 择 自

己 喜 欢 的 方

式 进 行 探

究 ，发 表 到

共 享 平 台 交

流 。 直 播 课

前 ，教 师 再

选 择 若 干 例

学 生 探 究 成

果 进 行 共

享 、指 导 与

评价

课程“云”中启学自然
□ 朱旭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