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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故事

当春天与新冠肺炎疫情相遇，

在教育上可以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学校四年级特别开发和设计了《多

彩的春天之寻找报春者》课程。

相识从寻找开始——寻找报春

者。既然不能通过行走去寻找春天

的气息，就在书卷中寻找报春者吧。

从“二月初惊见”的“草芽”到“春江水

暖先知”的“鸭子”，从“忙趁东风放纸

鸢”的儿童到“沾衣欲湿”的“杏花

雨”，从植物动物到人和自然，平时极

易被我们忽视的春之美，借诗人的情

丝，依托课堂上的“飞花令”、诗朗诵

重新进入学生的眼帘，原来春天真的

很美。

相知从研究开始——研究报春

者。一个个报春者，都值得学生去

研究一番，春花的形态特征、春柳的

生活环境、春燕的迁徙之旅……感

受春之美总是伴随着深入了解而变

得丰富和深刻。

通过查找资料，学生明确气象

意义上定义的“春天的开始”，并以

此为抓手展开研究。他们在“春江

水暖鸭先知，姑苏春暖我先知”项目

探究中主动学习，尝试解决问题，让

学科知识与方法真正融入解决生活

问题中……从书卷到自然，从感性

到理性，在学生的努力下春意渐浓，

渐入佳境。

相爱从品味开始——品味报春

者。春茶、春卷、青团……这些极有

地方文化特色的报春食物，了解它

们的历史、传说、小故事，品味的就

不只是食物本身的味道，还有它的

文化味道；亲手参与制作美食，分享

给身边的家人朋友，又平添了许多

乐趣。古诗词也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报春者。在音乐教师帮助下找个合

适的曲调，填词把它唱出来；在美术

教师指导下进行诗配画的创作。一

番深入品味，不负大好春光。

相守从创造开始——创造报春

者。在跨学科统整课程《多彩的春

天》实践过程中，创造其实早就开

始。唱唱报春者，画画报春者，制作

报春者手工作品等。总之，在这个

课程开始和走向深度时，用学生喜

欢的方式完成一个“课程大作业”，

留下痕迹，涵养情智，成就气质。

创造还可以变成一种守护。燕

子春来归巢，动手制作鸟巢，再为鸟

巢起个好听的名字；可以题写有情趣

的对联，如“庭前花开花落都美丽，天

上云卷云舒自天真”，横批“乐在其

中”。制作好的鸟巢可以真的安置到

自然中，并且留意观察是否真的有归

来的鸟把它当作自己的新家。

2020年的春天，因为这《多彩的

春天》课程，如诗如歌，充满色香味，

流淌着人情味，有了蓬勃发展的生

长力，让教育更加丰盈。

我和春天有个课程之约，特殊

的春天，因你更多彩。

我和春天有个课程之约我和春天有个课程之约
□ 孙敏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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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既是课程的实施者，也应该是

课程的建设者，特别是具有灵活性与时

效性，更有益于学生学习与时俱进知识

的校本课程建设，更要依赖于学校的每

一位教师，甚至学生和家长。

今年春季延期开学，学校在“停课

不停学”期间决定以“多彩的春天”为

主题，设计一项跨学科项目式统整课

程，带领居家学习的学生宅家过春天。

设想令人心动，但缺少课程专家

指导，春天的“时效性”限制，怎么才能

在短时间内完成课程的设计？如何让

所有教师领悟课程内涵并有效开展教

学？索性打破传统观念，来一次人人

“入股”建课程——让全体教师都成为

课程的设计师和建设者。

首先，学校课程中心团队线上交

流，讨论制定了课程实施方案和课程

设计指导意见；其次，全体教师根据课

程方案收集学材，独立思考课程设计；

再次，以教研组为单位进行纵向交流

和头脑风暴；最后，以年级组为单位进

行横向交流，进行学科融合，创生确定

课程内容和设计。

学生是课程学习的主体，应该站

在课程的正中央。于是，学校全体教

师“入股”课程设计的同时，更进一步

让全体学生也参与设计课程。我们从

一开始就倾听学生的声音，了解学生

的需求，通过微视频向全体学生发布

课程设计招募令，激发起学生极大的

兴趣，各个年级学生都积极参与。他

们用思维导图、PPT等方式展示出了精

彩的思考和设计，有的学生设计“春字

飞花令”“我和太阳做游戏”“观察生命

的成长”等创意活动，有的学生介绍了

“打尜”“青团”等传统游戏和地方特色

美食……

通过聚合教师、学生和家长三方

智慧，学校以年级为单位，分别创生一

个主题项目：一年级《春趣·春来》、二

年级《古字生春》、三年级《春暖“花”

开》、四年级《寻找报春者》、五年级《一

筝戏春》、六年级《玉叶迎春》。围绕春

之诗（语文、英语学科）、春之彩（美育

学科）、春之乐（音乐、形体学科）、春之

数（数学学科）、春之秘（生物、科学学

科）、春之戏（体育、信息技术等学科）、

春之食（生活、劳动）七大元素展开了

跨学科统整项目化学习。

人人“入股”建课程，让我们在短

期内就高效完成了课程设计，随后的

课程实施也不用再做课程解读，非常

顺利。究其原因，一方面缘于教师对

课程意义的认同，产生了课程建设的

使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是课程建

设人人“入股”，让课程中有“我”。这

个“我”是教师、学生，也是家长，所有

人都成了课程的设计师，亲历了课程

从无到有、从想到做的完整过程。基

于项目的课程建设共同体，让课程设

计有了丰富多维的视角，课程权利空

前统一，有力保障了课程设计质量和

课程有效实施。

共同体中最富创意的是“学生”，

这也让课程有了真实的儿童立场，学

生与课程的距离更近，也就更乐于学

习课程。而且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有

了双重（设计者和学习者）的期待感与

成就感。基于此，我们对学生课程学

习时间维度又有了新的认知——学习

不是只有在教师实施课程内容时才发

生，而是当学生参与课程设计时就已

经发生。让学生“入股”课程设计，学

生不仅是课程的学习者、参与者，更是

课程需求的发出者和创造者。

人人“入股”建课程，形成了一个

共融、联动、互补的作用机制，可以充

分发挥每个人的智慧和主观能动性，

共同体中的每一个人都共享愿景，形

成共通的情感凝聚力和精神志趣，这

使得课程建设更具创造性和生命力。

一个季节一个季节、、一所学校一所学校、、一项课程一项课程，，一场全员一场全员““入股入股””的学习行动的学习行动，，让刚刚过去的春天格外让刚刚过去的春天格外““多彩多彩””。。北京外国北京外国

语大学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的师生和家长语大学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的师生和家长，，放飞心灵放飞心灵，，集聚智慧集聚智慧，，以人人以人人““入股入股””的方式的方式，，““众筹众筹””建设并实施建设并实施

了一项跨学科项目式统整课程了一项跨学科项目式统整课程《《多彩的春天多彩的春天》，》，让让20202020年这个特别的春天带给学校教育特别的意义年这个特别的春天带给学校教育特别的意义。。

人人人人““入股入股””建课程建课程
□ 施乐旺

2020的春天，虚拟的网络，真实的

学习，我们以课程融合为径，让“多彩

的春天”项目化学习应运而生。

一个课程主题，不一样的全员参

与。每位教师都从自身学科出发思考

在“春”的主题下的作为，同时跨学科

构建主题统整课程。一个“春”字背后

是书法、文字和绘画的探究；一个风筝

成了科学、数学与写作的宠儿；一片叶

子有了体现地方文化与数学奥秘的大

用处。不只是教师，参与课程建设的

还有学生和家长。学生根据自己对春

天的理解，在小小的头脑中构建有趣

的课程；家长也心里痒痒，总愿意为课

程设计献计献策。

一次课程实施，不一样的教师授

课。在课程实施时总会有两三位教师

同时“现身”，有美术教师点评美术字，

有语文教师介绍文字寓意，也有科学

教师的观察提醒……学生虽不能走进

课堂，却能通过不同教师客串式的引

导而走进课程中心，让课程的价值真

实而有效地生发。学生学习也打破学

科界限，获得了综合的发展。

一个问题解决，不一样的研究空

间。“多彩的春天”给学生一个深入研

究的问题，生成不一样的研究空间。

为了解决问题，学生要进行多次实验

或长时间投入，空间拉长的同时学生

的学习力也得到培养。比如在探究

“风筝”的主题时，先是线上学习有关

风筝的文化，然后是制作风筝的亲身

体验，最后将风筝放飞又需要更广阔

的空间和伙伴的帮助。这样的空间转

换都得益于“一个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次结果呈现，不一样的精彩分

享。作业成了学生自发的展示。在

教 学 直 播 时 有 学 生 探 究 的 真 实 记

录，有学生自主创新的作品展示，而

这一过程是学生再一次学习吸收的

隐性表现。学生会分享数据背后的

故事，怎么在学科间尽情穿梭，又是

怎 样 综 合 运 用 学 科 知 识 解 决 问 题

的。这样的结果呈现让学生更好地

发现和认识自己，还会让家长惊喜

于自己孩子的成长。

这个春天不一样，我们更懂得珍

惜，也有了不一样的课程探索，让课程

释放出不一样的魅力，在跨界与融合

中让学习真实发生。

真实的学习真实的学习，，当春乃发生当春乃发生
□ 张学超

项目式学习中，教师的角色定位

到底如何？在《多彩的春天》课程实施

中，我们重塑教师在项目启动、学程引

导、文化建构三方面的角色。

项目启动器，教学生有爱敢创。

疫情把师生隔离在各自家中，却无法

阻隔我们共同探索“多彩的春天”的爱

与梦想：教师相约腾讯会议室开展头

脑风暴，整合出“多彩的课程”思维导

图，制作“任务驱动型”视频微课推送

给学生。从“灵光一现”的头脑风暴，

到“边界清晰”的项目框架，再到“激活

动机”的任务驱动，教师就是项目启动

器，身体力行为学生示范有爱敢梦，做

学习的主人。

学程引导员，教学生踏实实践。

项目启动之后，教师不是坐享其成的

旁观者，更不能是成果征集的“二传

手”，教师应该在探究之初提供学习资

源、搭建学习平台，以全程引导员的角

色，陪伴学生踏踏实实朝着课程目标

展开学与习的实践，促成学生对所学

知识技能的意义建构。如在“研六书，

知春意”项目活动时，语文教师提供

“春字六书演变”阅读资料、“象形字

典”等网站链接，提示用语文方法观察

每一种字形特点并且照着描一描、画

一画；美术教师推送包含书法、彩绘、

剪纸、篆刻艺术字赏析和轻黏土调色、

配色示范的微课，科学教师引导学生

尝试探究身边与春天相关的植物素

材，如种子、花瓣、树枝、蔬菜等进行创

意品、搭、摆。

文化建构师，教学生链接生命。

教师收集学生提交的过程性材料和作

品时，明确提出既要成功的记录，也要

“失败”的记录，时时引导学生“把错误

当成学习的机会”“在失败中找到进步

的起点”，不以成败论英雄、不评优树

先，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建构动

态开放的心态文化、鼓励成长的评价

文化、互动合作的关系文化，链接学习

生命共同体。

总之，PBL项目式课程更需要教师

时时在场时时教，才不失应有的专业

角色。

项目学习项目学习，，教师在场更多彩教师在场更多彩
□ 刘彩凤

课程背景

什么是“最好的”课程呢？指向学

习素养的项目化学习引导我们不断深

入探究。

学校五年级教师在梳理项目化学

习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多

彩的春天之“一筝戏春”》课程打通学

科壁垒、打破课时桎梏，以风筝文化为

纽带，让学生与春天在“云端”对话，旨

在培养学生的学习素养，助力每个孩

子成为心智自由的学习者。

课程目标

1. 了解春天和风筝的相关文化信

息，掌握风筝所包含的科学、数学知

识，绘制和设计风筝；创作或改编以

“风筝”为主题的诗词、歌舞等，感受创

作的乐趣。

2.培养获取信息、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掌握利用信息技术高效检索信

息和展示研究成果的方法与技能。初

步培养学生跨学科探索世界的能力。

3.发现春天的美好，激发学生对中

国传统手工艺术的热爱之情，了解非

遗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课程内容

本课程从“筝之蕴”“筝之秘”和

“筝之乐”三个模块、七大学习素养开

展跨学科统整的项目化学习。

筝之蕴：风筝的历史（起源、典

故、古诗、童谣、儿童诗）；风筝的样式

（风筝种类、中外风筝等）；风筝的艺

术（风筝的书画、歌曲、舞蹈等）；“飞

花令”活动。

筝之秘：为什么风筝会飞；风筝怎

样飞得更高；风筝的广泛用途。

筝之乐：做风筝；放风筝；写风筝；

唱风筝。

课程实施

1.教师线上指导，学生结合微课、

任务单等方式展开线下自主探究学

习。“做、放、写、唱”融入各个模块中，

在学中做，在做中学。

2.在实践活动中自主探究，强调创

造性学习。

3.利用云盘、微信公众号等媒介，

建立信息化平台，共享研究资源。

4.整合各类风筝文化资料，形成系

统的校本教材；通过学生的实践操作

和课题研究，最大限度建立适合小学

生的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资源库。

课程评价

本课程坚持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

评价相结合原则，从教师评价、学生自

评、小组互评和家长评价多维度评价

学生的学习。

主要评价项目和指标：风筝中英文

诗歌创作，主旨切题、格律准确、立意深

刻新颖，文采斐然；英文趣配音，感情充

沛、发音纯正、符合语境；风筝草图设计

应结合风筝的本质特点和功能，具有可

操作性和创新性；制作风筝，造型合理、

骨架简练匀称、扣线严密、对称美观，具

有艺术表现力和想象力；项目学习成果

表达，思维导图、小报、视频、照片、课程

日记等；项目完成过程中有设计、有规

划、有改进、有总结、有记录；学生在课

堂活动、小组活动、实践活动中的参与

和表现情况，以及合作、实践、审美、创

新等方面的提升情况。

““一筝戏春一筝戏春””在云端在云端
□ 屯 娜 胡婧娴

“有木在山，春芽初发，采之以

归，名曰碧螺。一身白毫，几多知

音，亦清亦香，人自多情”。恬静优

雅的江南水乡，洞庭碧螺春享誉全

国。又到一年采茶季，在这个特殊

的春天，学校六年级组教师经过多

次“云备课”，商讨、推翻、重整，最终

确定以《玉叶迎春》为主题，融合语

数英、音体美等多个学科，依托苏州

本土资源，挖掘地方可探究课程，开

展《多彩的春天》统整课程。

品文化

第一堂课“品文化”，教师带领

学生走进茶叶的历史，见证了普通

叶子在历史长河的翻淘下，华丽蜕

变成如今风靡全世界三大饮品之一

的过程。

我们邀请到一位茶爱好者家

长，在他的直播讲解下，学生了解到

乌龙茶的品种、分类、炒制的具体过

程。随后通过引入央视的茶纪录片

和热播剧《长安十二时辰》中的饮茶

场景，彻底点燃了学生的兴趣，课堂

氛围越发活跃热闹，学生沉浸其中

深刻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体会到了这一堂“品文化”课与

众不同的魅力。

在这次新鲜的课堂学习体验

中，学生“跟随”着一片小小的叶子

在历史的长河里纵情畅游，体会历

史的宏大、叶片的奇妙，体会一种文

化的回环曲折……

诵诗词

丰富有趣的整合课程让人目不

暇接。可是当得知接下来的课是欣

赏并创作古诗词的时候，学生开始犯

难了。为了让他们能够尽快融入主

题活动，课前带他们回顾了有关茶文

化的知识，随着电脑屏幕上精彩的文

字与图片交织辉映，学生原本哀怨的

小眼神渐渐开始发光了，在不知不觉

中跟着作者的脚步走进了诗的意境

里。原来，《茶诗》中竟蕴含着这么多

奇妙有趣的茶知识：采茶的最佳时

节、制作茶叶的关键步骤、泡茶的专

业手法……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淡

淡的茶香，心情不觉也如绿茶般清澈

透亮，引得学生感叹不已——这小

小的茶叶果然神奇。

时光随着茶香悠然飘散，一首

首风格迥异的小诗不断涌来……学

生创作了诗词，还要为其谱上曲子，

勇敢地唱出来。在音乐教师的指导

下，一首首诗歌便通过稚嫩而清澈

的声音飘散开来。

今年的5月21日是联合国确定

的首个“国际茶日”，茶的经济、社会

和文化价值得到重视。我们以茶为

媒，让“玉叶迎春”的课程魅力引领

学生欢乐前行。

茶香更兼叶多情茶香更兼叶多情
□ 宗殷鑫 周 欣

作者单位均系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苏州湾外国语学校

课程探索

课程图纸

《春趣·春来》张一宁 指导教师：闫辉

《古字生春》费诗涵 指导教师：吴亚珠

《《花钟花钟》》

张歆钰张歆钰

指导教师指导教师：：郭铖铖郭铖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