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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浦东中学的校史室里， 一张已
经泛黄的纸上， 打印着该校宣统己酉年十
二月（1909 年）编制的“高中必修选修各学
程学分时数及选习程序表”。

上海浦东中学创建于 1907 年，这所见
证了上海百年教育史的中学在开学前夕，
整理校史时意外发现了当年的一份课程教
学计划， 让现在的同学们有幸一睹百余年
前的“学长学姐”们究竟学了哪些课程。

师生们说， 用句最烂的俗语来形容就
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上世纪初的
高中课程竟比如今的更丰富更多彩！

百年前的高中课程究竟是什么样的，
竟如此令人惊叹？

与现今的高中课程计划相比， 浦东中
学发掘的这份教学计划涉及的课程种类更
广泛， 有不少学科在如今的高中教育中已
经“失传 ”，比如商业知识 、银行会计学知
识、心理学知识、法学知识、国学知识、文字
学知识、教育学知识等。

而且，一百多年前的高中理科教育，一
点不比现在“简单”，不仅开设了中等物理
和化学， 还开设了高等物理与高等化学供
学生选修；数学中的微积分内容，也早已被
现行的上海教材所删除。

更令人惊叹的是，“医学常识及性育”
列入了高中自然科学的必修课， 传授的是
基础医学知识和性教育知识， 如此系统性
和理论性都较强的青春期生理卫生教育，
即便放在现在来看， 其理念与做法也是极
为大胆与先进的。

总的来看，1909 年浦东中学编制的“高
中必修选修各学程学分时数及选习程序
表”，共分为国文、外国语、数学、艺术、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体育等“7 大门”，除艺术
外，另“6 大门”又分为必修与选修两大块。

“国文门”：共分成 14 级 ，1 至 4 级为

必修课，其余为选修。选修的内容有中国文
学史、文字学纲要、应用文件、国学概论等。

“外国语门”：英语分为 13 级，前 4 级
为必修，后 9 级为选修，并规定只有学习了
后一级者才得以选学上一级的内容， 另外
还可选修德文和法文。

“数学门 ”：必修内容为平面几何 、三
角，选修的是代数、立体几何 、高等代数 、
解析几何、微积分。

“艺术门”：开设的都是选修课，包括木
炭画、油画、平面用器画 、投影用器画 、音
乐、珠算、打字。

“自然科学门”：必修课中排第一位的
是“医学常识及性育”，其余为生物学、中等
化学、中等物理，选修课有高等物理 （一 、
二）和高等化学（一、二）。

“社会科学门”：必修课为公民学及时事、
世界通史、本国近史，选修课多达 20 多门，有
本国历史、本国地理、世界近史、世界地理、东
亚史、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普通教育法、
学校行政及组织、伦理学、哲学概论、人生哲
学、政治学、法学通论、社会学、经济学、商业
概论、商业实践、簿记学、银行学等。

“体育门”：除了必修课，学生还要选修
军事训练等。

显然， 当时的许多课程是我们现在要
到大学阶段才能接触到的， 可见当时中学
教育的基础扎实，广度、深度、难度皆令人
叹为观止！

浦东中学校长倪瑞明说：“从这份百年
前的课程计划或许可以找到‘钱学森之问’
的答案， 也回答为什么当时浦东中学杰出
人才辈出，成为一代历史名校，成为中国唯
一培养过国共两党领导人的中学（张闻天、
钱昌照、蒋经国、蒋纬国等）。 或许，这也是
现在高中特色发展的一种历史借鉴吧！ ”

（王蔚）

105年前的课程表什么样

百年课改

民国时期 （1912 年—1949 年 ）小学
课程的发展， 与同时期教育的其他方面
一样，经历了一个不断变革的历程，从而
促成我国近现代教育体系的日渐完备。

1912 年 1 月，中华民国成立，教育的
方针、政策、内容、要求等随之变更，小学
课程的发展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其中关于小学课程方面的最大变革就是
废止读经科。 读经科在清末小学课程中
居于重要地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思想中“中学”的代表，所占教学时间较
多。 读经科对于小学生来说枯燥乏味，深
奥难懂，弊多利少，理应予以废止。

1912 年 9 月 3 日， 北京政府教育部
公布了《学校系统令》，小学课程相应作
了一定的调整。 《小学校令》和《小学校教
则及课程表》于同年先后发布，主要变动
有二：高小修业年限由 4 年缩短为 3 年；
初小的手工、图画、唱歌，高小的唱歌、农
业（或商业）均由随意科改为必修科。 调
整后的课程内容当然相对紧凑些。 这次
变动进一步体现了资产阶级和谐发展的
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宗旨中“实利教育”
的思想， 适应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对人才
的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在这一阶段里， 教育的改革一度出
现了反复，袁世凯政府要求重设读经科，
在小学实行双轨制。 但很快这一违背时
代发展潮流的做法就被推翻、修正。

新文化运动以后，其宣扬的“文学革
命”、国语运动蔚然成风，最终促成小学
国文课程改为国语， 其他各科教材也用
语体文编辑。 1917 年以前的教科书均用
文言编写，儿童难以理解，教学中不得不
把 4/5 的时间花在解文上， 严重影响教
学效率，也不利于教育的普及。 1917 年左
右，教育部黎锦熙等人竭力提倡国语，成

立“国语统一筹备会”，主张用白话文教
儿童。 刘复、胡适、钱玄同等人也积极倡
导“言文一致”，建议改小学国文为国语，
用语体编辑教材。 1920 年，北京政府教育
部先后两次下令改小学一、 二年级国文
为国语，并规定到 1922 年废止小学文体
教材。

1923 年 5 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刊
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小学课程方
面充分体现了以上教育改革成果和改革
思想。国文改为国语，教材以儿童文学为
主，编写形式注重儿童化；算术教材以切
合儿童生活为主体， 低年级用游戏进行
教学；各科教材用语体文编写。这些都是
从儿童角度出发，以儿童为中心的。

这次改革还使得小学课程在体系构
建上迈出了一大步，更趋于完备。 首先是
公民科取代修身科，体现时代特色，符合
现代社会的需要。 卫生科的增设弥补了
小学教育的不足。 其次是初小、高小开设
科目相同，区别只在于初小混合教学，高
小分科教学， 使得小学教育前后联系紧
密，浑然一体，避免出现“断层”现象，对
不能进入高小学习的学生获得全面教育
也是一便利。 另外，这次在各科教学时间
分配上采用百分比， 也是一个积极的尝
试。 此后的小学课程改革，在课程设置、
时间分配、 教材注重儿童化等方面基本
是沿用新学制课程的。 可见在课程体系
构建方面，这次成绩不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为继续推行
自己的政治主张，巩固政权，在完成军事
任务的同时， 在教育上加紧制订新的方
针、政策，以使教育为其政治服务，这一
时期的改革， 首要之点在于确立新的思
想中心，即以三民主义为指导思想，政治
性加强。 其次就是课程注重综合或联络，

即主张尽量合并教学。 如暂行标准将公
民、卫生、历史、地理合并为社会科；初小
社会和自然可合并为常识科； 不易合并
的， 也在草案中指示联络教学的方法 。
1932 年的课程标准中指出， 各科目得依
各地方情形酌量分合， 如初小社会 、自
然、卫生可合并为常识科，美术、劳作在
低年级可合并为工作科。 1936 年修正的
课程标准，将卫生科分化到有关科目中，
低年级美术、劳作合并为工作科，音乐、
体育合并为唱游科， 低中年级的卫生知
识、社会、自然合并为常识科。 1948 年的
二次修订标准将分开的训育和卫生训练
重又合为公民训练，一、二年级的音乐与
体育、美术与劳作仍合并。 综合课程或混
合课程在当时盛行， 这种课程较有利于
低年级儿童学习，合乎儿童学习心理。 并
且，低中年级有关科目合并教学，是从新
学制课程标准实施以后， 长期采用而且
受到肯定的做法。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于 1938
年 4 月制订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
纲要 》，要求 “各级学校各科教材 ，应彻
底加以整理， 使之成为一贯之体系 ，而
应抗战与建国之需要，先编辑中小学公
民 、国文 、史地等教科书及各地乡土教
材，以坚定爱国爱乡之观念”。 应抗战形
势， 小学课程在内容方面有所调整 ，加
强了对儿童的民族意识教育及有关国
防知识的传授 ，但总体框架未变 。 1940
年实施国民教育后，国民学校只办一至
四年级，中心国民学校兼办五、六年级，
但在课程方面则仍按原有课程标准 ，没
做改动。 （冯卫斌）

据 《新民晚报》、《安徽教育学院学
报》综合整理

民国小学课改：以儿童为中心

媒体看点 或许是出于对当今教育现状的不满， 我们时常习惯于缅怀曾经的辉煌，于
是，每当人们从历史的角落里发掘出教育史上的遗珠时，总会引起一阵欢呼。 一
段时间以来，继叶圣陶编纂、丰子恺绘画的《开明国语课本》“火”了一把之后，一

份“105 年前的课程表”又引发了网友围观。 出于“借古讽今”的目的也好，秉持“继往开来”的心愿也
罢，重温百年前的课程表和教材，看看那个时候的课程改革到底怎么进行，总归是有益无害。

□ 本期主持：黄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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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9 日，在浙江省嘉兴市教科研基
地举行的教育成果展示活动中，一所初中
的展示引爆了整个会场———桐乡市第六
中学校长沈桂兴所作的题为《五点同步双
主体课堂教学改革实践与探索》 的发言，
引起了强烈反响，第六中学两位教师展示
的两节异彩纷呈的课 ,更是让与会专家赞
不绝口。 无独有偶，在桐乡市今年暑假举
办的校长论坛上，沈桂兴关于课堂改革的
重点发言， 也得到了校长们的高度评价。
两次展示中，“创新 ”是专家 、校长们提得
最多的一个词。

坐落于浙江省桐乡市康泾河畔的桐乡
市第六中学，办学 17 年来，中考质量一直
在嘉兴市名列前茅， 曾经连续三届荣获浙
江省初中自然科学竞赛团体优胜奖， 被公
认为嘉兴市最好的初中。 在全国课改已逾
十年的当下，这所高起点、高品质的初中如
何突破愈来愈趋于雷同的 “课改名校模
式”，改出了与众不同的新意与个性？

课改名校的“四大反思”
在浙江省教育厅 “减负增效” 的要求

下， 提高课堂效率是桐乡六中多年来坚持
不懈的追求。 由于生源较好， 学校突出了
“大容量、快节奏、深拓展、重落实”的课堂
特点，成为十多年保持教学高质量的关键。
2010 年，学校立项了省级规划课题 《高品
质初中高质轻负课堂教学特征研究》，并于
2012 年底获得嘉兴市第八届教育科研优
秀成果一等奖。

然而，在沈桂兴心中，课堂缺乏亮点始
终是他的一个心结。 2013 年下半年，沈桂
兴参加了长三角名校长培训班，3 个月的
时间，他跑了 20 多所学校，既见识了名校
课改的先进理念和鲜明特色， 也看到了几
乎千篇一律的课改名校模式。 与大多数校
长迫不及待地模仿别人不同， 沈桂兴冷静
总结了名校模式的“四大反思”：从理念层
面看，对“学为中心”产生误解，过度弱化教
师作用；从教师层面看，一刀切不利于教师
个性化发展和教学风格的形成； 从学生层
面看，课堂看似热闹，参与人数多、面广，但
思维层次较浅， 不利于学生独立思考和优
秀学生的培养；从课堂形式看，分组排座虽
有利于合作，但互相间干扰大，学生长时间
侧身听课，不一定科学。

“名校模式不是万能钥匙。每一所学校
的校情、学情不同，课改名校往往起点低、
规模小，而我们起点高、规模大、班额大。对
我们来说， 课改不是简单模仿就可以解决
问题的。唯有理性分析课改名校经验，结合
学校实际， 创造性地吸收课改经验才会有
收获。 ”沈桂兴说。

放弃现成的名校改革经验而另辟蹊
径， 沈桂兴选择了一项在许多人看来几乎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何寻找一种既融
入新课改理念， 又适合本校实际的课改途
径呢？沈桂兴采取的主要办法是，从本校教

师的课堂实践中提炼和完善课堂模式，通
过重点研究 20%优秀青年教师的课改实
践，带动 80%教师积极参与。学校在每个学
科确定 3-5 名教师作为课题组重点成员，
每个星期将他们所有类型的课拍成录像，
发给由省特级教师组成的专家组， 由专家
来反馈课堂的共同特征。 经过近半年的反
复提炼， 一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终于在六
中看似平静的校园里破土而出了！

“双主体课堂”的四大创新
2014 年新学期伊始，桐乡六中的课堂

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一种称为“五点同步双
主体课堂” 的教学模式开始在试点班级推
广。与千篇一律的课改名校模式相比，这种
课堂模式以强烈的创新性、操作性、适应性
受到了师生的欢迎， 其蓬勃的创新主要体
现在四大方面：

理论创新———“双主体”

“五点同步双主体课堂”首要的定位是
“双主体”。桐乡六中针对传统课堂中“教师
主导”和当前课堂教学改革中过分强调“学
为中心”存在的问题，融合传统课堂的“以
师为本”和当前的“以生为本”理念，创造性
地提出了“教学同步”的“双主体”课堂。 “双
主体”课堂，贯穿“教师和学生都是主体、同
样重要”的理念，提倡该教师讲的就得教师
讲，只要教师讲得精彩，学生喜欢听，即使
教师相对讲得多一点也不是问题。 到学生
回答或体验时，教师同样也不能包办代替。
“双主体”体现了六中对新课改理论的深度
反思和大胆革新。

过程创新———“五点同步”

“五点同步双主体课堂”的流程顾名思

义有五大步骤：一是问题导学，把握重点。
二是细化目标，分散难点。 三是评价激励，
激发兴奋点。 四是质疑释疑，找准碰撞点。
五是有效反馈，落实知识点。 “五点同步”引
导学生课内有效参与、 积极思维、 拓展延
伸、实践体验、质疑释疑，较好地实现知识
与能力目标的达成。 它同样体现了对名校
模式的反思。如第一环节，名校普遍使用的
导学案其实也存在问题， 导学案的初衷是
引导学生深入预习， 但到最后往往变成一
种作业，学生也是走马观花，而且由于学生
已经熟悉了课堂流程， 因此对课堂缺少期
待。 而问题导学以这堂课要解决的问题作
为重点来开展思维训练，比导学案更简洁、
清晰。 如第四环节， 这堂课学生学会了什
么？还有什么没学会？名校模式有时并不明
确，六中每节课结束前都留给学生 3—5 分
钟质疑提问，问题由同伴互助、小组合作、
教师点拨等形式解决。

形式创新———隐性分组、举牌发言

“五点同步双主体课堂”最吸引眼球的
创新就是“隐性分组、举牌发言”了。

在六中的课堂上， 常常能看到学生举
起一个个号码牌，如同拍卖行一样，举牌此
起彼伏，好不活跃！学校为每位学生准备了
1 块数字牌，每块牌上分别写着“1-10”中
的一个号，相同数字牌的同学为一组，每组
6—7 人。 上课时学生举牌发言，分组讨论
时同一牌号的学生一起讨论。 举牌发言彻
底改变了以前课堂“冷若冰霜”的面貌，一
位老师说：“以前我最发愁的就是怎样让学
生举手，我从没想过牌子发下去后，孩子们
举得那么欢。 举牌有几个好处：第一，孩子
觉得很新鲜、很好玩。 第二，牌子上的组号
一目了然，方便老师及时评价。 第三，增强

孩子对小组的责任感， 我们每节课由学习
委员把学生得分情况按小组记录在册，期
中和期末分别评选优胜小组和积极分子，
并给予表扬鼓励。 第四是给学生创造成就
感。有的学生原本成绩不好，但回答问题后
发现原来‘我也可以克服困难’，自信心得
到了很大的增强。 ”

六中课堂还有一个绝妙之处， 乍一看
学生都按照传统的座位整齐就坐， 没有分
小组。 不过，课堂上只要教师一声令下，几
位座位临近的同一号牌的学生就会组成小
组，聚在一起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便是六中
人具有创新性的隐性分组！ 看似无组，实则
有组。沈桂兴说：“目前大多数学校采用显性
分组的做法， 就是把几个桌子拼在一起，把
班级分成固定的小组。 这样做的弊端是学
生听课不能面向黑板，也容易培养一部分学
生的懒惰情绪， 因为他们觉得反正有人教
我。 而隐性分组就是放下牌子后没有小组，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当需要讨论问
题的时候，迅速形成小组。 隐性分组保证了
学生有独立思考的时间，而且学生不用侧身
听课，有益于学生健康。再者，这同样能够做
到以小组为单位的激励，能够及时开展有效
的小组合作。 ”

管理创新———备课周周清和多元评价

为保证课改稳妥有效推进， 桐乡六中
还进行了管理创新。 如推出备课周周清制
度，学校每周下发新的备课本给教师，要求
教师每周五下班前上交本周的备课本，极
大地方便了校领导了解和评价教师的备课
情况。到了期末，学校还会让印刷厂给每位
教师做一份漂亮的合订本， 老师们也都很
喜欢。

课改实施以来，六中向教师明确提出：
我们要分数，但我们更要能力！ 因此，学校
对师生均采用多元评价来全面评估， 如对
教师开展课改课全员等级评价， 对学生实
行综合能力评估。 教师全员等级评价即评
估每一位教师的课堂，将其分为 A、B、C、D
四个等级，按照分等定级发放课改补贴。学
生综合能力评估则采用知识目标达成等级
评估、 能力目标达成等级评估和品德目标
达成等级评估。通过多元评价激励，整体提
升了师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促进师生可
持续发展。

特色课堂造就潜力学子
作为当地最好的初中之一， 桐乡六中

确立了“构建有特色的课堂，培养有思想的
教师，发展有潜力的学生，打造有影响的学

校”的办学目标。 如今，因为课改的持续发
酵，她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实践证明，“五点
同步双主体课堂”能使课内教与学同步，学
生知识与能力共长，课堂有型与有效同存，
因此适合高起点学校。

在嘉兴市的一次语文学科基地展示活
动中， 六中一位语文教师的一堂酣畅淋漓
的展示课，让其他教师都大为震惊：原来，
学生举牌发言可以这么积极！ 学生回答问
题可以如此流利！课堂内主体的参与度、语
言的鲜活度、情感的内化度、思维的有效度
都很高，学生的笑声、惊讶声、赞美声折射
出双主体课堂的魅力。课后，一位听课教师
打听某个积极发言的学生是不是优等生，
执教教师告诉他， 其实这位学生的成绩并
不好，以前很少发言，但举牌发言之后好像
变了个人似的，特别喜欢表现自己。

学生不仅积极举牌发言，思维也仿佛
插上了翅膀。 语文课上讲到环境描写，学
生会先将文字画出来，然后自己分析环境
描写的作用，最后总结梳理出解决这一类
问题的方法。 数学课上教师刚讲完一道题
的解法，立刻就有学生抢着补充更好的方
法。 讲作业、讲试卷原来都是教师讲，现在
则是每个小组先领一个大题，由小组来分
析解决问题的过程和方法。 批改作文以前
是教师没日没夜地批， 现在是学生互批，
这篇作文是怎么构思的？ 这位学生存在哪
些问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完全颠
覆了教师们的观念。

改革使得“双主体”———学生和教师都
受益匪浅：一是减负增效，二是身心愉悦，
三是提高能力。教师教得更加轻松了，学生
的思考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提高了。
现在的学生很喜欢质疑， 有个学生甚至根
据课文内容发现了人教版语文书上的插图
错误。学生的能力也迁移到了学习之外。在
桐乡市会展中心举行的桐乡六中艺术教育
成果展示活动上， 很多节目都是学生自编
自导自演。学校的课本剧大赛，学生将写剧
本、选演员、拍摄、编辑、配音等全部包揽。
六中的学生进入高中后， 和其他初中学生
最大的区别就是很有潜力， 进入大学后的
发展也是高出一筹。

今天，桐乡六中凭借“五点同步双主体
课堂” 掀起了一场对课改名校模式的大胆
挑战，这所高质量、示范性的初中又一次成
为了区域瞩目的改革之星！总结六中课改，
最大的亮点就在于拒绝模仿、深度反思、自
主创新，具有强烈的独创性、适应性和操作
性，其中的“隐性分组”在全国尚属首创。六
中课改既保留了传统优质课的特点， 又融
入了新课改理念， 既给予教师理论的支持
和框架的引领，又不抹杀教学个性，是传统
与现代、 共性与个性的完美融合。 展望未
来， 沈桂兴说：“课改是一件关系到学生终
身发展的大事， 课堂上我们不仅要向学生
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力，我们必将
脚踏实地，将课改进行到底！ ”

一场对课改名校模式的大胆挑战
———记浙江省桐乡市第六中学的“五点同步双主体课堂”

□ 文 艺 高 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