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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有百个小实验启迪智慧的创

造，百个微运动拔节体格的成长，百幅名画

为你描摹世界的美丽，百首名曲与你聆听经

典的回音，百个美德故事滋养向善的种子，

百个心理锦囊润泽纯真的心灵……”这幅百

花齐放的场景是江苏省苏州国裕外语学校

“课程超市”的真实写照。作为一所寄宿制

小学，学校在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校本课

程个性化实践方面进行积极探索，通过系列

“课程超市”为学生提供“自助餐”，有效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

科学研发，让课程功能有实效。作为寄

宿制小学，学校充分利用学生在校时间长的优

势，结合课后服务统筹规划课程架构，科学研

发满足学生兴趣、深受学生喜爱、助力学生成

长的系列课程。比如，为了培养“具有家国情

怀、国际视野的未来人”，学校开设“英文趣配

音”“英文电影欣赏”“英文戏剧社”“演讲小达

人”等外语特色课程；开设“日语”“法语”“西班

牙语”等小语种课程，让学生体验多元文化的

融合；开设“经典诵读”“成语故事”“典籍里的

中国”“茶艺”等课程，让学生接受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根据学生大多为“新苏州人”的

特点，学校结合地方特色，开设“苏州童谣”课

程，帮助学生了解姑苏风土人情。学校还开设

了“3D编程”“魔方世界”“奇思妙想”等课程，

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此外，“妙笔生花”

“头脑风暴”“写作与演讲”“数学游戏”“数学故

事”“数学思维”“英语口语”等学科兴趣课程，

都是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的，融开放性、实

践性、拓展性为一体，引导学生感受学习的乐

趣，从而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为了最大限度发挥教师专长、挖掘教师

潜力，学校调研教师学科教学以外的兴趣专

长，统筹规划“课程超市”项目，确立课程目标，

精选学习内容，为每一名教师搭建展示属于自

己的平台，助力教师实现职业价值最大化。同

时，学校还充分利用校外资源，聘请符合任教

条件的“民间高手”来校指导，为学生学习的自

主选择提供更大的空间。

全面实施，让课程教育有价值。一是统

筹安排。为了最大限度满足学生学习个性

化、多元化的选择，学校对整体课程设置进

行宏观调整：调整作息时间和课程表，研发

了涵盖德智体美劳各个方面的46个社团项

目，组建 138 个兴趣班级，每周利用两个下

午时间分别开展1—3年级和4—6年级两个

年级段的集中社团活动；开发78个“课程超

市”项目，每周由年级自主安排一节“课程超

市”学习，学生根据自己的个性爱好走班选

课；探索节庆活动课程化，每年的“科技节”

“读书节”“艺术节”“体育文化节”“数学文化

节”“外语节”等，也为全体学生提供了丰富

的课程学习选择和展示舞台。

二是自主选择。“课程超市”定位于营造

一个学生主动参与设计的课程环境，以课程组

合的多样性来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多元化，通

过学生自主选择、安排课程结构的方式，实现

既掌握知识技能又充分发展兴趣特长的教育

目的。同时，自主选择还能进一步激发学生学

习的专注力和持久性，让学生学会对自己的选

择负责，减少选择的随意性。

三是注重实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学

校注重“效益优先”，强调课程目标的针对性

和课程内容的系统性，通过课堂讲授、实践操

作、训练体验、社会调查、竞赛活动、成果展示

等方式，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养。如一年级的“七巧板”课程，除了介

绍有关“七巧板”的小知识，让学生了解古人

的智慧，教师还在课堂中注重引导学生用数

学语言描述图形组成，引导学生找准审美视

点，通过情境化教学鼓励学生自主探索，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又如“苏州话”课程，教师

通过苏州童谣教学，让学生体会苏州方言“又

糯又软”、舌尖音特别多等特点；针对苏州方

言的发音，教师和学生一起对苏州童谣里拗

口的字词进行调整，让苏州的民俗风情和地

方特色不知不觉浸润学生心田。

优化评价，让课程学习有乐趣。学校通

过周展示、月汇报，以及“艺术节”“科技节”

“读书节”“外语节”等校园文化节日，为学生

搭建广阔的展示平台，让每个学生都能有机

会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此外，管理团队还

定期对“课程超市”的运作情况进行评估和

诊断，对学生在各自课程中的收获进行调查

评价，从而及时发现问题、动态调整，努力达

成预期成效。

“课程超市”的研发与实施，在成就学生

个性化发展的同时，也有效促进了教师的专

业成长，帮助教师从单一学科实施者转为综

合课程开发者。在课程研发和课程实施过程

中，教师增强了学科融合意识，不断积累成功

的实践经验，提升了服务学生个性发展的专

业素养，感受到教学相长的成就感。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国裕外语学校）

学生个性发展的
“自助餐”

□邓邦勇 张 磊

语文课里的“文化小讲堂”
□曹艳昕

课程超市创意课

育见故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犹如

一座宝库，等着我们去亲近、去了解、

去运用。语文教学是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我也一直在这

条道路上摸索着。摸索的过程有收

获也有困惑，但是总觉得自己无法突

破瓶颈，直到那一年的端午节……

端午节假期后，班里有个女生

递给我一个小香包：“老师，这是送

给您的。”

“好漂亮的小香包，为什么要送

给我？”

“姥姥说端午节戴上这个可以

驱蚊蝇。”

“真漂亮，谢谢你！”

我欣喜地收下了这件小礼物。

上课时，我对学生说：“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在周记本上写一写自己家

是怎么过端午节的。”那天，学生交

上来的小周记，连写带画特别精彩：

有的介绍端午节的来历，有的介绍

粽子的流派，还有的介绍自己家怎

么过节。

读着这些周记，我感受到学生

对端午节的喜爱，对其中蕴含的传

统文化有着高涨的学习热情。我灵

机一动：何不利用语文学科的校本

课程“读书社”，给学生开设“传统节

日小讲堂”，系统讲一讲中国的传统

节日呢？

低年级学生喜欢听故事，所以

我就从讲故事入手。结合语文课本

上的“和大人一起读”栏目，一年级由

我和家长来给学生讲故事：每到一个

节日，我就在课堂上给学生讲相关的

传统节日绘本，还在网络平台上开设

了“讲节日绘本”专辑。每当我的推

送发出，许多学生和家长都会一起收

听，有的学生就是小长假坐在火车上

也会第一时间收听。我还把在广播

电台工作的家长请进教室，给学生讲

传统节日绘本故事，后来许多家长都

陆续报名来给学生讲故事。

到了二年级，我辅导学生把自

己读的故事讲给同学听。学生自愿

结组、自选节日，给全班同学介绍传

统节日。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学生

自然而然地把语文课上学习的“读

好重音和语气”“抓重点词语讲故

事”“借助图片讲故事”等要素进行

整合运用。班里有个男生叫昊昊，

他把故事背得非常流利，我立刻表

扬了他，同时也给他提出建议：“讲

故事可不是机器人背书，要尽量吸

引人。比如，你想让人知道什么，你

就得把有关的词语加重一点；要想

让别人注意你，还可以用上表情和

动作。”经过反复练习，昊昊终于学

会了有声有色给别人讲故事，我觉

得这比让他知道某个具体的知识点

更重要。在这样的阅读和训练中，

学生感到语文课上学到的“本事”有

了用武之地，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也

更加浓厚了。

除了讲故事，我还让学生结合

传统节日学习古典诗词。一年级学

生表演背古诗：中秋节背《静夜思》

《古朗月行》，春节背《春节童谣》《元

日》，清明节背《清明》《村居》等；二

年级学生开始自己搜集节日古诗

词：中秋节学生找到苏轼的《水调歌

头》，冬至日学生找到王安石的《梅

花》，元宵节学生找到辛弃疾的《青

玉案·元夕》……积累节日古诗词逐

渐成为学生的习惯。

这几年，我欣喜地发现：统编教

材中出现了许多与传统节日有关的

内容，我们的“传统节日小讲堂”又

可以大显身手了。

一年级语文教材有课文《春节

童谣》，我在课堂上安排了拍手读、

师生对读、伙伴分工读等多种形式

的朗读，同时简单介绍了腊八、小年

以及后面涉及的多种风俗。期末，

我和学生一起把学校礼堂布置成年

货大集的场景，学生在教室拍着手

背诵了《春节童谣》后，就兴致盎然

地奔赴礼堂去“选购”年货了。

在八宝粥摊位，大米、红豆、绿

豆、芸豆、花生、桂圆、大枣、葡萄干

等食材摆在桌面上，学生结合自己

认识的生字和学习的识字方法，尝

试读懂八宝粥配料表。学生在这个

环节既运用了自己所掌握的语文知

识解决问题，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比如“芸豆”的

“芸”课本上没有，学生就运用学过

的“猜读法”识记，大部分学生稍微

思考就能正确读出字音，少部分学

生经过教师提醒也能猜出字音。活

动结束后，许多学生还通过图画、文

字等方式记录了自己“逛八宝粥铺”

的画面，他们已经把传统的腊八节、

春节等文化习俗融入自己的思维经

验之中。

对传统节日文化的学习热情还

促进了学生的思维发展。在《端午

粽》一课的学习中，我请学生结合课

文说说自己吃过的粽子。一个学生

说：“我吃过豆沙粽，它用青青的箬

竹叶包着，里面裹着白白的糯米，中

间有一块甜甜的豆沙，可好吃了。”

学生仿照书上的句式，开始介绍自

己吃过的粽子，把书上的语言与现

实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自己

的语言表达能力。

《礼记·学记》有云：“虽有佳肴，

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

不知其善也。”我想，我在语文教学

中融入学生生活、融入传统文化的

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东城区史

家教育集团）

□张季梅 孟欣霞

黄河岸边“小砚匠”





在九曲连环的黄河岸边，有这

么一群学生，正在教师的带领下挥

动铁锨，认真专注地采着黄河泥，欢

快的谈笑声与黄河奔腾的流水声交

织在一起。这是来自河南省新安县

学林小学的学生，他们正用稚嫩的

小手“打捞”着黄河的故事。他们是

黄河岸边“小砚匠”，他们让黄河岸

边的泥巴“涅槃重生”，成为一方方

会讲话的瑰宝——澄泥砚。

作 为 四 大 名 砚 之 一 ，澄 泥 砚

起始于秦汉，兴盛于唐宋，迄今已

有 2000 余年历史。为了保护和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校因地

制宜，成立澄泥砚艺术实践工作

坊，让澄泥砚这一古老文化在校

园“安家”。

遇 见

为了让师生了解、亲近澄泥砚

这一非遗文化的精髓，学校充分利

用校园广播站、微信公众号、黑板

报、宣传栏等形式，广泛宣传非遗

传承的意义和澄泥砚的相关知识，

激发师生学习、传承非遗文化的

热情。

学校设置澄泥砚专用教室，室

内布置了古色古香的澄泥砚文化形

象墙以及生动别致的标语“泥中淘

乐 琢砚成趣”，营造出高雅而富有

情趣的文化氛围。每周五下午，这

里就是澄泥砚社团的天地，学生在

教师引导下，从采泥、选泥入手，逐

步学习揉炼、设计、塑形、雕刻、打

磨、焙烧等步骤，熟悉澄泥砚制作

工艺。

学 校 相 继 开 展 了 以“黄 河 文

化、中原文化”为主题，以“家乡文

化、校园文化”为元素的澄泥砚砚

谱（画稿）征集活动。学生积极准

备、认真设计，一幅幅充满

新奇想象、巧妙构思的砚

谱在他们稚嫩的手中诞

生了——那幅在“月中

放风筝的男孩”，放飞

了学生的梦想，画

出了自由烂漫

的童真；以樱桃、烫面角为元素创

作的“我的家乡”，展现出浓郁的生

活气息；“唐诗经典”“黄河故事”

“梅兰竹松”“古砚”等，散发着历史

文化的底蕴……精美的砚谱为制

作澄泥砚打下了坚实基础，学生把

砚谱拓印在成型的泥巴上，人物、

动物、植物、风景等造型“跃然泥

上 ”，纹 路 清 晰 可 见 ，线 条 清 新

自然。

制坯、拓印、雕刻、打磨……泥

巴在学生手中成了宝贝。“啪啪”的

摔泥声、“丝丝”的雕刻声、“沙沙”的

打磨声，汇成一曲美妙的轻音乐。

最终，进炉、点火、升温，再经过1000

摄氏度左右的煅烧，富含多种矿物

质的黄河泥在高温的作用下不断发

生变化——一个个充满童趣的砚台

出炉了，这是厚重历史与幼小心灵

碰撞后的结晶。

为了让澄泥砚作为一门

课程，更加科学规范地走进

课堂，学校深入挖掘澄

泥砚的文化渊源，编印

了校本教材《琢砚





成趣·砚上花开》《出彩中原·澄泥砚

艺术作品集》等。此外，学校还拍摄

了澄泥砚文化专题片《大河寻梦，砚

源流长》，使这一古老的文化遗产在

校园教育的沃土上蓬勃发展。

寻 根

每一方砚台的背后，都是一个

个鲜活的故事，都是一段段经典的

历史。学生一次次寻根问源，捕捉

古文化的气息，将古老的砚台文化

与当代生活有机结合起来：学生赵

佩宁发现了起源于洛阳的故事《王

祥卧冰》，她央求母亲带她专门到

王祥河实地参观，回来后就精心设

计了一方“卧冰求鲤”砚；学生闫熙

参观了巩义的“康百万庄园”后，被

康家百年勤俭持家的家风深深感

染，别具匠心地创作了“留余”砚；

学生赵悦彤回农村老家，被古朴斑

驳的大木门、朴实无华的虎头鞋、

绿苔青葱的老水井深深吸引，于是

创作了“门神”“虎头鞋”“古井”3件

作品……

为了深入学习历史文化，学校

带领学生到名胜古迹研学实践：走

进青要山，聆听娃娃鱼的叫声，追

寻轩辕黄帝的踪迹；踏上黛眉山，

观看千年古柏的雄姿，探访黛眉娘

娘的梳妆台；去王樵洞，寻找烂柯

山人的斧头，探访千年神秘的棋

盘；登上荆紫山，体验紫荆生岚的

胜景；走向唐人石刻千唐志斋，读

千古碑帖，品中华墓志文化；深入

古朴淳厚的甘泉陶瓷村落，探秘新

安古陶瓷的渊源；探访屹立千年的

巍峨关塞汉函谷关，了解丝绸之路

的历史，寻找古关隘、古文化的印

迹；奔向黄河岸边，观黄河的波涛，

听黄河的故事等。

寻根问源、对话古今，一扇神秘

的大门被打开，一座沟通的桥梁被





架起，传承非遗文化的种子播撒在

学生心中。从此，黄河岸边的积泥，

陪伴着学生的童年。

出 彩

在传承古老技艺的道路上，学

校已走过 7个春秋。师生不仅学会

了澄泥砚的制作工艺，还将创作思

路不断拓展。创作主题从最初的

“河洛文化”逐步发展到“老家河南”

“出彩中原”“砚缘母亲河”等。学生

到国花园、植物园、鹰嘴山参观写

生，创作出“二乔”“洛阳印象”“花

魁”等以牡丹为主题的国色天香系

列作品；他们受洛阳白马寺、龙门石

窟、南阳陈氏太极的启发，创作出清

凉世界系列作品；他们受洛阳经典

诗词歌赋的点拨，创作出以河洛经

典为主题的“杜甫草堂”“洛阳纸贵”

“望月怀古”等情系河洛系列作品；

他们受包公、海瑞、焦裕禄的影响，

创作出以廉政教育为主题的“铁面”

“永远的焦裕禄”“青莲”等清风中原

系列作品；他们被郑州航空港、“米”

字形高铁、红旗渠等震撼，创作出

“枢纽”“红旗精神”“愚公移山”等盛

世华章系列作品；他们受黄河文化

的熏陶和感染，创作出“轩辕黄帝”

“盘古开天”“地动仪”等大河雄风系

列作品——这六大系列作品，既是

学生智慧的结晶，也是他们一路追

寻、一路成长留下的脚印。

学校在澄泥砚文化的基础上，

进一步深耕黄河文化，研发了黄河

石头画、黄河泥塑、黄河传统游戏、

黄河诗画、黄河合唱团等校本课程，

让黄河的故事和民族的精神向更深

更远的地方传播。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安县学

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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