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课程”：让学生经历100个世界
□ 刘 文 丁 雯

寻找课改成果 在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课程之间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学校通过打造“融+课程”

体系，尝试打破学科界限、融入真实生活，让学生在无边界的知识天空中自由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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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观察·韩宝江①始于2001年秋季的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在理论研究方面得到了长足和快

速的发展，许多专家学者表现出大胆

的探索精神，结合各自的研究提炼成

果、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在指导一线

教育教学实践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然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理论体系自

身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提升的空间和有

待修正的细节。

缺乏公认度较高、相对统一的课

程理论建树。在学校一线实践的具体

层面，不同专家立足于各自成果入校

指导，各家各派的观点之间各具特

色、多有分歧，有的甚至彼此之间针

锋相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现状经常让教师犹豫不决、无所适

从，不确定究竟该遵从哪一条路线去

开展工作。

基于创新基础上“发明”的名词

术语玄乎其玄。有些专家在业内名

气不可谓不高，甚至无愧于“著作等

身”的赞誉，然而在学校进行报告讲

座时总会“创造”一些闻所未闻的新

词怪词。这些新词怪词让大量教师

如坠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学校是

讲究真抓实干的实践基地，迫切需要

接地气、听得懂、做得来的专家进行

指导。

各种教育理念“水土不服”。有些

专家经常从国外的网站、书籍中“借

鉴”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各种“模式”

“量表”层出不穷。我们更应该关心的

是：这些听起来与时俱进的概念，怎样

在本土的学校学情方面找到更好的衔

接点？只有从云端落到地面，优秀的

教育理念才能切实推动基层工作的有

效开展。

古代课程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历

史局限性。宋代学者朱熹在《朱子全

书·论学》中多次使用“课程”一词，如

“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

作功夫”等，课程指学习的范围和进

程，已经接近于今天通行的含义。我

国历史上不乏教育大家，只是其教育

思想多为经验性质的观点、主张或心

得，散见于零星的只言片语、感悟、家

训等形式之中，整体上缺乏系统性论

证，与当代课程的理论构建之间隔着

一道难以逾越的现实鸿沟。

对国外课程理论先进成果的借鉴

与转化工作做得不够。1918年出版的

《课程》是教育史上第一部课程论专

著，标志着“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研究

领域的诞生，由此确立了“课程论”这

一教育学的分支学科，随后涌现出大

批实力学者和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

布鲁纳及其结构主义课程论、德国学

者瓦根舍因及其范例方式课程论、苏

联学者赞科夫及其发展主义课程论

等。受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及信息方面

的交流不畅等因素影响，我国课程研

究学者在照搬、移植、引进西方理论后

促使其“入乡随俗”的本土化改造方面

着力不够。

当然，近年来我国正在逐渐构建

本土课程理论体系，加强与基层课程

实践的关联，拓展课程研究的领域和

格局，在课程研究方法、课程现代化、

课程形态、课程实验、学科建设、思维

模式、学习方式变革、核心素养落地、

课程评价体系、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

等各个方面日益深化，立足国情与借

鉴国际先进经验相结合，取得了一系

列重要研究成果。

今 后 一 个 时 期 ，课 程 论 研 究 应

该努力纠正“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

究”或“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的

错误倾向，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紧

密结合，既要持续提升课程理论的

科学性，又要切实推进课程实践和

学科知识的建构；要处理好借鉴国

外成果与继承历史积淀、单一学科

深度建设与综合课程跨界融合等方

面的辩证关系；要扎根于我国丰富

生动的课程改革实践经验，吸收国

外先进理论的有益成分，在此基础

上创造和建构我国本土化、原生性

的课程理论体系。

（作者系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研究员）

基础教育课程理论亟待完善

教育要生长在学生心里。遵循

“让学生经历100个世界”的理念，辽宁

省沈阳市和平区望湖路小学构建了

“融+课程”体系，将课程建设作为学校

文化变革的核心要素和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有力抓手。课程体系将核心素

养的落实融入各学科之中，旨在打通

学科间的联系，打破学科间的界限，同

时以生活为教材，让万物入课堂，实现

“融通儿童与生活，融贯中国与世界”

的育人理念。

学科渗透——找准链接点

学校在不打破学科结构的前提

下，以某一学科知识为圆点，有逻辑地

链接相关内容，整合各种生活资源，既

渗透其他学科知识，又融入真实生活

世界，使课程内容更加接近生活。

链接学科知识。以“数学+课程”

为例，在学习“倒数”一课时，教师将语

文学科的“回文联”、美术学科“倒影成

像的建筑物”引入课堂。“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

人”，学生一边品读着对联文化的妙趣

横生，一边欣赏着艺术家利用对称所

营造的图案美感。这时，教师适时地

引出数学中具有同样特点的数——倒

数，巧借相关学科知识的渗透，水到渠

成地为学生初步认识“倒数”扫清了障

碍。又如，一名教师教学“轴对称图

形”时，引导学生从字母、汉字、国旗、

交通标志中找轴对称图形，感受不同

文字和不同文化，既拓宽了学科视野，

又在与其他学科的相互渗透中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能力。

延展生活资源。 将 生 活 中 真

实、生动的素材融入教学，可以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积极

情感。在学习“百分数的意义”时，

教师提问“学校选拔参加区级篮球

比 赛 队 员 ，我 们 班 如 何 从 李 明 、王

军 、孙 伟 中 选 择 一 人 作 为 主 力 队

员”，同时提供了他们过去的投篮比

赛成绩。学生分别求出 3 人进球数

占投球总数的百分比，很容易比较

出推选谁更合适。在“小数乘法”一

课中，教师结合沈阳市创建卫生城

市活动开发教学内容。教师问道：

“如果请你们做老师的助手去购买

打扫卫生用品，应该如何做好预算，

如何选择商家？”学生货比三家，利

用之前学过的统计知识开展小组讨

论，选择多种方案，最后利用学过的

小数乘法解决了问题。

汲取文化养分。教育不能只局限

于教学本身，应将教学置于更为广阔

的文化背景之中，提升学生的文化意

识。例如，一名教师教学“圆的认识”

时，介绍了我国数学史上关于圆的研

究记载：《墨经》中的“圆，一中同长

也”，《周髀算经》中的“圆出于方，方出

于矩”“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等。另一

名教师教学“圆的周长”时，运用多媒

体介绍我国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使

学生对“周三径一”的说法有了深刻

理解。

学科融合——找准统整点

学科融合以“科学+课程”为突破

口，将道德与法治、综合实践、信息技

术等课程融合在一起，通过学科内部

的纵向统整和学科间知识的横向统整

实现跨学科学习。

小学科学课程在内容上体现了较

强的广泛性和综合性，涵盖了物质科

学、生命科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等领

域，各领域与其他学科内容都有千丝

万缕的关系。学校在梳理各学科内容

时发现，各学科的教学目标、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等均有重合之处。以

“水”这一教学内容为例，无论是科学、

道德与法治还是综合实践、地方课程

均有涉及，如果将相关内容进行有效

统整，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学习水的相

关知识，而且可以有效节约教学时间，

提高教学效率。

在充分研读各学科教学内容的

基础上，学校确定了以“主题+模块”

的形式设计教学内容，即统整相关学

科内容确定单元主题，每个主题又细

化出不同模块，模块之间与主题之间

相互渗透、相互关联。同样是教学

“水”这一内容时，学校设计的单元主

题为“趣味生活坊之水的奥秘”，希望

学生从身边最熟悉的现象入手来认

识水、了解水，由这一主题又细化出

了“探秘水”“神奇的水”“生命之源”

等模块，通过不同角度让学生感受水

的重要。

“主题+模块”的内容设计力求尊

重学生的认知能力，选取贴近生活、贴

近现实的素材建构知识体系：让学生

的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相融合、基础

学习力与个性潜能相融合、认知发展

与实践成长相融合。

学科集群——找准生长点

学校重视学生多个方面的能力培

养，找准师生生长点，以学科集群的方

式丰富课程内涵。

挖掘教师资源。学科集群是 1+

X 结构，“1”是指一门国家课程，“X”

则是学科教师基于儿童需求、兴趣、

志向等元素开发的延伸、拓展性课

程。学校鼓励教师有效发挥自己的

特长，以“融+课程”理念为指导，凭

借对学科内涵的理解有效确立学科

专项研究内容，以学科集群方式丰富

课程，既重视培养学生的学科基本素

养 又 促 进 学 生 专 项 技 能 的 同 步 提

升。例如体育学科开设空竹、篮球、

体育舞蹈、长绳、短绳等专题训练课

程，音乐学科开设竖笛、排箫、口琴、

葫芦丝、口风琴等专题训练课程，美

术学科开设中国画、儿童画、线描画

等专题训练课程。

提供展示平台。专题训练课程在

国家课程的框架下，长期坚持对学生

的专长进行培养，真正有效实现了“让

每个学生掌握一项基本技能”的理

念。学校还努力通过“校园吉尼斯”

“校园个人才艺展”“校园创意节”等活

动，给学生提供展示专项才艺的舞台，

丰盈学生的生活与世界。

学科活动——找准实践点

教育的魅力在于学生能将学到的

知识应用于自己的生活实践，只有真

正重视、体验、关注自然界万物，方能

唤醒、打通内在的感官和感悟。“融+课

程”希望让生活成为学生的教科书，用

多样化的实践给学生创造无限生长的

空间。

为了让学生接触更为广阔而真实

的世界，学校有针对性地设计主题式

学科实践课程，引领学生去生活中学

习、在实践中体验。

在三年级“身边的植物”这一主题

学习中，教师设计了“我的田园梦”主

题式学科实践课程，包括“农事小学

堂”——邀请家长志愿者进课堂，向学

生传授种植知识和技术；“农事体验

课”——各班分组包地开展种植活动，

体验种植的乐趣；“农事小谚语”——

通过向有经验的人请教或上网查找，

学习农事学问、丰富农业知识；“农业

新科技”——分批走进生态园，感受农

业新发展；“农业小日记”——坚持做

好观察日记，记录农作物的生长，培养

学生持之以恒的可贵品质。

在流淌着生活气息的实践课程

中，学生亲近泥土、亲近自然，成为快

乐的耕耘者、积极的探索者。通过参

与种植实践课程，学生不仅增进了对

植物的认识，还提升了对植物的探究

兴趣，也加强了主动参与、动手实践的

能力。同时，学生还深刻体会到，收获

劳动成果需要坚持不懈的付出和顽强

的毅力，更加懂得感恩与珍惜。

“融+课程”一直倡导真实的学习，

尝试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在完成真

实世界任务的过程中，习得知识、获得

技能、丰富交往、形成品质。

开展“DIY 创意手工乐器”这一学

习项目时，教师并未脱离学生当下的

学科学习内容，从“声、光、电”这些单

元的核心知识出发，关注现实生活，设

计项目式学习。项目的驱动问题包

括：（1）选取身边的一只玻璃杯，敲打

它，听它发出的声音有什么特点？（2）

相同的玻璃杯装入不同高度的水后，

发出的声音有什么变化？（3）你还能用

身边的哪些物体及方式发出声音？（4）

疫情下的一场“相信未来”线上义演唱

响中国，你们想用什么样的音乐方式

鼓励身边的人？源于真实问题的项目

活动点燃了学生的探究欲望，他们在

为期一个月的时间里，用多种方式深

入探究声音的产生、声音的变化规律、

音高的形成等内容，甚至自主创意制

作乐器、创编音乐。

“我和多肉有个约会”这个项目是

根据科学教材“身边的植物”这一单元

进行整合的，教师设计了两个驱动问

题：（1）通过调查身边不同年龄段的人

群，看看他们都喜欢种植什么植物？

（2）你想种植哪种植物，说出你的理

由。这两个驱动问题会引导学生积极

开展前期调查，学生通过亲手种植一

盆多肉，学习多肉种植方法并探究“叶

繁殖”技术，最后还会制作多肉盆景和

多肉知识图册。在学习过程中，学生

选择各自感兴趣的植物，制订不同的

种植计划，完成一次多肉的“叶繁殖”

培育；学生还在小组中相互交流、分享

经验，体悟生命的成长，经历了一次

“真问题”的探究。一次项目学习的完

成，不仅意味着驱动问题得以解决，也

意味着学生的小组合作、解决问题、沟

通交流、信息分析、观点表达等能力得

到全面提升。

学校希望“融+课程”不是单一的

课程传授，而是着眼于学习过程给学

生带来的改变，向着“跳出教材，回归

生活；着眼现实，放眼世界”的目标不

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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