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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阳 理想教育文化

探索“合作对话”教学范式
□管永新

“合作对话”教学是理想教育文化

追求的教学范式，教师围绕学科教学

主题、目标和内容，确定对话主题和次

主题，通过对话唤醒、对话活动、知识

建构、实践拓展、巩固深化等环节，实

现学生知识建构、思维发展和学科核

心素养提升。整体来看，“建立师生成

长共同体”“构建师生+时空”“恰用教

学方法论”是“合作对话”教学范式的

有效策略。

建立成长共同体是前提

理想教育文化倡导在“合作对话”

教育教学活动中建构形成“师生成长

共同体”，围绕“对话”主题开展一系列

“对话”活动。通过“对话”弄清问题，

形成新的认知；掌握新的研究方法，形

成新的技能；澄清一个观念，拓宽思维

视野；经历一个过程，完成一项任务或

悟出一个道理等。

以靶子课《同底数幂的乘法》一课

教学为例，传统教学中教师强调单位

时间内掌握数学定理、公式或结论的

数量，追求教学任务的完整和完成。

“合作对话”式课堂中师生构建成为

成长共同体，围绕对话主题“同底数

幂乘法法则”展开对话，对话过程中

教师为学生提供学习内容、学习方

法、学习点拨，学生则在同底数幂相

乘练习和训练过程中逐渐观察发现计

算规律，进而抽象提出同底数幂的乘

法法则。这样的课堂教学学生习得的

不仅是知识，还体验了法则发现完整

流程，并在这个体验过程中习得观

察、归纳、抽象、证明等基本思想方

法，达到了思维发展和学科素养提升

的目的。

构建“师生+时空”是保障

传统课堂时空主要以课堂和教室

为主，时空选择以有利于教师知识传

授为标准。理想教育文化理念下“合

作对话”式课堂教学时空以是否有利

于“合作对话”目标达成为标准，以教

师为流动坐标原点的课堂教学时空，

教室、实验室、专用教室、运动场、自

然界以及社会等空间均可作为师生

“合作对话”的空间。学生座位形式

也可根据师生对话效果需要选择“马

蹄形、梯形、小组合作、实践体验、实

验探究、两人辩论”等多种形式。

在 课 题 课《多 次 相 遇 和 追 击 相

遇问题》教学中，教师发现学生由于

缺乏空间想象和数学抽象能力，总

是不能画出准确的解题示意图。于

是，课题组教师讨论后将学生带到

操场，让学生两两一组进行实践探

究，学生在运动跑道上跑跑、停停、

走走、画画，边走边标记，一会儿与

问题对话、一会儿与同伴对话，时而

自我否定、时而又欢呼雀跃。整个

过程中教师反复质疑、学生不断实

践，促进了认知的深度内省。很快

学生对这类问题有了理解和认识。

由此可见，构建有利于师生对话和

成长的“师生+时空”是实施“合作对

话”式教学的必要保障。

恰用教学方法论是策略

“合作对话”教育教学范式需要教

师在“对话”过程中恰当运用理想教育

文化所倡导的扰启、内省、质疑、实践

等教学方法论。如借助扰启的“撩拨”

唤醒学生对话意愿，激发学生对话兴

趣；通过扰启的“干扰”或“扰乱”促进

学生对“对话”主题的深入理解和思

考，透过现象理解和认识事实本质；通

过师生、生生之间质疑或引发学生深

度思考，促进思维发展与提升，或帮助

学生明确思维方向，形成学习观点；通

过实践学习有利于增强学生认知体

验，提升学习效率和效果。适切的扰

启、深度的质疑、充分的实践有利于促

进学生深度内省，深度内省有利于促

进学生知识建构、思维发展和学科核

心素养提升。

在关于“1”的教学中，教师可以

“撩拨”和“扰启”学生“合作对话”的意

愿，“干扰”或“扰乱”学生的原有认知，

激发学生认知冲突，促进学生的深入

思考和认识。再通过“实践”让学生把

身边的1找出来，教师则通过“质疑”帮

助学生明确思维方向，进而认识“数学

抽象”概念。通过这一系列扰启、实

践、质疑促进学生学习的内省，让事

实、证据确凿，逻辑合理。最终，学生

不仅弄清了问题，形成了新的认知；掌

握了新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新的技能，

还在这一过程中发展了数学学科核心

素养。

（作者系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分校

望京实验学校副校长）

基于“五自”素养 玩转民间游戏

20 年前，我担任浙江省教育厅教

研室副主任、浙江省中小学课程改革

“学校管理”项目组组长，配合省教育

厅领导和教研室主任做一些具体的事

务。这一段经历，让我成长，更让我对

课改有了更深的体认。

我认为，课程改革的根本目的是

为了解决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

足。领导者的本质是承担解决问题的

责任，而解决复杂性问题、结构性问题

必须依靠变革的力量。课程是学校运

营的核心，要使学校教育变得更好，首

先要从课程改革着手。因此，每一次

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总体设计总是力图

通过改革使教育变得更好，从而促使

学生更好地成长与发展。

初涉课程改革，我认真聆听专家、

学者的报告，自觉学习课程改革的材

料，从大课程论的视角，努力落实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等

方面的新理念，模仿专家的说法去宣传

课程新政，尽管自己的学习尚处在肤浅

状态，至少能够做到虔诚地“照着说”，

尽心尽责地贯彻来自上层的意图。

渐渐地，我发现课程改革并不只

是去转述那些“课程新词”，只会“照着

说”是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如

何做到“接着说”，要在建立校本化的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实施体系和校本

课程的研发体系等方面下功夫。因

为，课程理念主要解决“是什么”的问

题，而作为学校管理者必须面对“怎么

办”的问题，只有当课程改革与学校现

实、学生发展连接起来，并建立起息息

相关的紧密联系时，教师投身于改革

的激情才有可能被激活。

改革的本质是革故鼎新，其本质

是学校自身的文化重建。“课程改革不

单单涉及内容和组织，还主要指向学

生和教师”，学校绘制的“课程地图”总

是“以关切师生的现实世界和更加美

好的未来”为出发点，而且课程改革与

学校全面变革总是相互关联。

以我所带领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附

属外国语学校（简称“北外附校”）为

例，要办好一所“双复型”外国语学校，

必须画好课程建设的“三个圆圈”：

一是根据历次课程改革的亮点在

于“课程改革与中高考制度相协调，同

考试制度改革相协调”的现实，北外附

校的课程要面对办学现实，要研发基

于校情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校本

化实施方案，在优化课程结构、加强选

修课程建设、实行选课走班、完善学生

综合素质评价等方面，必须严格遵循

上级的有关规定，研制翔实的方案，全

面落实课程改革的目标要求，以实现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有

机衔接，这是课程改革“接着说”的关

键内容。

二是研发落实“五育”并举的“项

目学习”课程体系，北外附校新建了创

客中心、田园牧场，完善了艺术大厅、

体育运动中心、实验室等设施，筹建了

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和生涯规划工作

室，积极研发包括美育、体育、科技、劳

动、心理健康教育等项目学习课程，对

音、体、美、劳、心理以及科学等学科教

师实行“正式课程与项目课程”双重学

术能力考核，提出课内教学质量与项

目课程教学业绩“双优”要求，激发教

师开发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选择性

和体验型课程，全面落实高质量的课

堂教学要求。

三是依据《海淀区校本课程建设

指导意见》规范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管理，不断完善“复语”（指学生学习

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外语课程）外语课

程体系，加强校本化的外语特色课程

建设，落实英语和俄语、德语、韩语等

“复语”外语课程的课程标准、教学内

容和教学安排，充分发挥北外附校的

示范引领作用。构建从小学到高中的

“复语”外语课程“长学段”体系，推进

“复语”外语课程、双语课程和英语实

践新课程“多维联同发展”体系，实现

外语教学从指向“学科基本素养”向

“全球化、国际素养”深化。

把课程改革“接着说”的话说好，学

校领导者必须说“让教师听得懂的话”，

聚焦教师关注的事。所以，对教师说课

程还要从课堂说起，这样“从小到大”地

“倒着说”，教师更容易听懂。

课程改革像是一曲交响乐，是尚

未完成的交响乐。每一个教师都明

白，精心设计并上好每一节课是教师

的天职，职业的良知能让中小学教师

总能坚持这样的守望：别在等待完美

的合奏曲中停滞个人对于“好课堂”美

妙之音的追逐。

推进课程改革，应当把握的原则

是“实事求是”，无论是抽象的还是具

体的，全局的还是局部的，都必须能够

贴近中小学教育现实，引领广大教师

在行动上跟进。相对于“照着说”更难

做的事是“接着说”，只有发挥教师和

学校管理者的创造性，提高广大教师

的参与度及素质水平，才能保持课程

改革的可持续性，这也是一所学校获

得成功的根本所在。

（作者系国家督学、特级教师，北

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

课改 年 察
观

从“照着说”到“接着说”
□林卫民

晒晒学习成果

版画“金牛贺岁”
鼠走子年尽、牛至丑岁兴。近日，湖北省宜昌市第

十六中学师生为迎接农历牛年，利用美术课创作了大量

以“金牛贺岁”为主题的版画作品。

作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夷陵版画的

传承基地、宜昌市第十六中学开设《夷陵版画非遗传承》

校本课程已近5年时间，通过《品宜昌风土人情》《读夷陵

农耕文化》《展缤纷生活》等课程内容的实施，提高学生动

手能力、审美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加学生对夷陵版画的了

解、对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学生创作的版画作品多

次在国家、省市级比赛中获奖。 （张巧云/文图）

□邓雪梅 涂德兰

儿童需要游戏，就像需要食物和

安全一样。游戏是陪伴儿童度过纯真

童年的最忠实伙伴，再没有比游戏更

能吸引一个孩子灵魂的东西了。

重庆市渝北庆龄幼儿园以开发儿

童“五自”素养课程为抓手，推动传统

文化传承与创新，依据典型性、适龄

性、趣味性和教育性原则，对民间游戏

进行移植、筛选和创编，开发并反复实

践形成了有意义、有童趣、有价值和适

宜幼儿园的民间游戏园本课程。幼儿

在形式多样、丰富有趣的课程中“玩

转”民间游戏，实现健康快乐成长。与

此相关的课题——《儿童民间游戏在

幼儿园课程中的应用研究》荣获重庆

市第六届优秀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自立与健康
开发民间运动游戏

民间运动游戏是儿童健康教育的

重要内容之一，它来源于生活且简单

易学，适合儿童的天性，给无数儿童带

来欢乐，促进身心健康发展。如《荷花

荷花几月开》《老狼老狼几点钟》《木头

人》《抢椅子》等。

民间运动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中分

为器械类和徒手类。器械类游戏包括

《踩高跷》《揪尾巴》《丢手绢》《跳皮筋》

等；徒手类游戏包括《老鹰抓小鸡》《小

老鼠上灯台》《芝麻开门》《斗鸡》等。在

组织实施过程中，通过集中与分散相结

合的活动方式实践民间游戏，例如集中

活动时以“踩高跷”“跳绳”“滚铁环”等

器械或小游戏为主；分散活动时让儿童

根据意愿自由寻找游戏伙伴，自选材

料、自选玩法或自己商量制定“抬花轿”

“编花篮”“占四角”等游戏规则。

对于民间运动游戏的开发，以“跳

格子”为例，当儿童熟悉传统玩法以

后，可以按照游戏伙伴的要求选择数

字跳，也可以选择跳单双数、单脚跳或

双脚跳；游戏再升级，选择一串瓶盖穿

起来的环放在格子里，每次跳格子前

先把瓶盖踢进下一个格子，再跳过去，

瓶盖踢出格子算出局，改变要求以适

应幼儿不同年龄段的要求。

自觉与快乐
开发民间娱乐游戏

民间娱乐游戏是流传于广大民众

生活中的嬉戏活动，儿童在自觉遵守

游戏规则的同时，收获快乐的情绪体

验，建立积极的情绪情感。

在众多的民间娱乐游戏中，我们筛

选和开发了适合儿童发展的民间游戏

内容，首先对主题进行开发与实践，即

把一些不适宜的游戏主题换成儿童感

兴趣的主题。如我们将民间娱乐游戏

《打碑》主题改造成“打怪兽”，既去掉了

封建色彩又激发儿童参与游戏的兴

趣。其次对游戏材料进行开发与实践，

即把一些不安全、不健康或者不合时宜

的材料用恰当的材料进行替换。如《赌

烟盒》中把烟盒用扑克牌代替，在扇翻

扑克牌的同时，还可以比点数大小。

实践证明，儿童特别喜欢朗朗上

口的语言，因此我们把民间游戏中的

一些语言改编成儿歌。如对民间娱乐

游戏《木头人》儿歌进行创新：“我们都

是木头人，一不许动，二不许笑，三不

许睁开小眼睛。”

自主与探究
开发民间益智游戏

为继承和开发民间益智游戏启迪

智慧的教育价值，帮助儿童动手动脑，

体验成功，我们开发和收集了大量的民

间益智游戏，如《挑小棒》《抓籽》《翻花

绳》《五子棋》《跳棋》《七巧板》《十二生

肖排排序》《飞行棋》《斗田鸡》等，同时

对益智游戏的玩法进行改编，以保证民

间益智游戏在幼儿园课程实施过程中

的价值。

以《挑小棒》为例，原玩法为2-3人

一组，通过猜拳或其他方法分出先后。

游戏开始，第一个儿童把一捆小棒竖在

手里，然后散在桌上，手拿另一根棒去挑

桌上的棒……两人轮流游戏直至桌上的

小棒挑完，数量多者为胜。在儿童熟悉

之后，增加玩法：增加红色小棒，挑到红

色小棒者即代表5根普通小棒，最终挑

到的小棒数量多者为胜利；增加黄色小

棒，挑到黄色小棒者即可以搅动小棒一

次，最终挑到小棒数量多者为胜利。

自由与创造
开发民间手工游戏

民间手工艺术包括剪纸、布艺、刺

绣、拓印、面艺、泥塑、脸谱、皮影、风

筝、藤编等，很多民间工艺已申报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将这些手工艺更

好地传承下去，我们把部分民间手工

艺纳入幼儿园课程活动中。

在 民 间 手 工 游 戏 中 ，我 们 选 择

“民间剪纸类游戏”“民间泥塑类游

戏”“民间编织类游戏”“民间折纸类

游戏”和“民间其他类手工游戏”五

个 种 类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民 间 手 工 游

戏，并进行内容、材料、玩法等方面

的创新，使其符合时代特征和儿童

年龄特点，力求在儿童游戏中为儿

童创设良好的游戏环境，提供丰富

的游戏材料和工具，让儿童参与民

间手工艺的制作，在剪纸、泥塑、折

纸等游戏中促进手部肌肉的发展和

手、眼协调能力发展，也提升儿童审

美能力，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

得以传承。

自信与文化
开发民间节日游戏

中国传统节日是展示中华民族丰

富多彩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形式。我

们在对中国传统节日的调查中发现，

绝大多数儿童知道中秋节的习俗是赏

月、吃月饼等，但为什么赏月和吃月饼

却很少能说得清楚。可见，儿童对于

相关节日的文化内涵并不清晰。因

此，将民间节日游戏渗透到幼儿园课程

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庆龄幼儿园围

绕我国主要的传统节日——春节、端午

节、清明节和中秋节，选择适合3-6岁

儿童玩耍的部分游戏，此类游戏以两人

或多人共同参与的形式为主，以庆祝、

纪念为主要特征，让儿童感受中国传统

节日的文化，增强集体荣誉感与爱国的

热情。

在活动组织中，教师根据儿童年

龄特点，运用图片和视频等直观形象

的手段，带儿童了解中国传统节日的

由来与习俗，理解各种节日的特殊意

义，如中秋“家庭团圆和美”、清明“亲

人的怀念”、春节“幸福快乐、团团圆

圆”、端午“纪念屈原”等，不仅增进了

儿童对传统节日文化的感知与认同，

还进一步引发儿童对社会现象的观察

与探索，丰富儿童的知识经验，领悟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渝北庆龄幼儿园）

发现美好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