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美好课程】编发学校某一个
课程或某所学校的课程实践，3500 字
左右。

【课程图纸】与学校课程的报道相
比，此栏目呈现学校的课程方案，3000
字左右。

【教室叙事】聚焦班本课程建设和
班级管理， 其中班级管理的内涵涉及
学生行为、学生心理等课程性指导，真
正让教室一头挑着课程， 一头挑着生
命，1500 字左右。

【向谁提问】提供学校间跨地域交
流，打破沟通围墙，让学校之间就课改
的相关问题展开互动，欢迎提问。

【文化宝丽来】用图片展示学校文
化的一隅，来稿请配文字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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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答：一个国家需要制度和模式，
一所学校也需要课改制度和模式，但
我们要在课改的不同阶段处理好原则
性与灵活性关系。

学校在课改初期， 要更多地强调
原则性， 将课改的理念和模式内化为
教师的行为。 此时的模式是让教师按
照一定的要求逐渐改变自己原有的教
学观念与授课方式。在这一阶段，一部
分教师可能会感觉不适应， 觉得磨掉
了自己的个性。但是，一个真正有个性
的教师会在已有的模式下保留和体现
自己的个性，而不是被同化。

当教师逐渐在课改中达成共识
后，当教师更愿意放手时，学校就应该
更多地强调灵活性。 此时学校可以淡
化模式， 让教师更多地体现出自己个
性鲜明的教学风格， 实现教师个性和
模式共性的新生。但是，这个时候并不
是抛弃模式，而是创生模式，不能完全
否定模式， 还需要用模式去评价大多
数教师和学生。

现在的课改模式固然有其局限
性， 但是如果一所学校的课改连新模
式都没有， 就很有可能倒退回原来的
传统课堂———满堂灌模式。因此，我们
对待模式要学会“临帖”“入贴”“破贴”
“创贴”，既不能全盘否定模式，也不能
完全置模式于不顾。

（山西省泽州县第一中学副校长
张前亮）

抬起头仰望“星空”
科技教育是培养学生创新

意识的重要手段， 在学生成长
过程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
安徽省阜阳市和谐路小学以科
技教育为特色， 学生们随时可
以来到宇宙星系馆里感受各种
星系的关系。 在这里，有的学生
讨论各种星系之间的联系 ，有
的学生一边听着自动播音员的
讲解，一边仰望“星空”，观察这
些星系的运行轨迹。

范玉彬/摄

教育如何担当起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将“非遗”请
进校园，用课程留住民间“绝活”，让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学生刚入学布置教室时，我们看到隔
壁班的学生总会在出太阳的时候把教室
里养的花花草草搬到走廊晒太阳，花草长
得精神，教室也显得生机盎然。

一次晚自习，班长提出让同学们为班
级添置花草的建议。 转天，一个学生给我
打电话，请我帮他们小组买几盆花，送给
班级。 我们学校是封闭式管理，学生每个
月底才放假几天， 中间没有机会出校门。
但是我没有帮他们买，我的解释是，别人
代替会让事情本身少些味道。 我让他们
用自己的心来建设班级、美化教室。

我这样做是因为班级刚刚组建，学生
们还停留在对小学班级的怀念之中，新的

班级还没有形成凝聚力，我想利用这个机
会，让他们把心思放在现在的班级里。 恰
好，学生们的生物课学到有关植物生长的
内容， 生物教师给每个学生发了几粒黄
豆，让他们试着培育豆芽。 从此，他们的
课桌上增添了各种形状的容器，每个容器
里都蕴藏着一个希望。 一个学生在作文
里写道：老师总说我们太浮躁，其实我们
每天细心照顾黄豆发芽， 等待植物生长，
这一过程正是在修炼耐心。

黄豆芽的成功培育让学生们一发不
可收拾， 每当他们吃到有核的水果时，都
会把果核留下来做栽培实验。 当种子成
活，哪怕是一片断叶也被学生精心地用湿

纸裹起来，让大家惊喜的是，断叶也能奇
迹般活着。 就这样，教室里有了许多绿色
和活力，班级凝聚力也渐渐形成。 学生们
主动为班级贡献书籍，还从家里带来地板
垫。 在阳光煦暖的下午，学生们把垫子铺
在走廊上，手捧一本散文集，在亲手栽培
的植物陪伴下，过一种阅读生活。

经过家长的创意培训，一个学生打起
了班级外走廊的主意。 我们班的位置在
最靠边的地方，有一个独立空间。 这个学
生这样描绘自己的创意：这个冬天，我要
把教室外面的走廊用玻璃或者薄膜罩起
来，设计成一个温室，在里面种上蔬菜、水
果、爬山虎、紫藤萝。 等到明年春天，走廊

上绿意盎然，紫藤萝也爬上屋顶，像瀑布
一样飞泻而下。 这就是神奇的植物园。 学
生们被他的创意吸引了， 大家 “头脑风
暴”，还提出了改进意见，例如引进活水，
养几条金鱼，立体养殖等。

看着学生们创想班级植物园美景时
的神态，我萌生了些许感动，植物园的梦，
其实就是他们对这个具有创意的温馨之
家的梦。 班级的成长和学生的培养，正像
播种种子一样，静待花开。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金海学校）

下期预告 ：学生自主管理是一个艰
难的摸索过程，我和学生上下求索。

教室叙事 聚焦创新班②

创想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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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谁提问

文化宝丽来

为了让学生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 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山东省莱芜市农高区杨庄
中心中学结合自身特色 ，将传统文化融入学
校课程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目前已
开设葫芦文化 、剪纸等特色课程 ，受到学生
及家长的赞誉。

葫芦工艺和剪纸作为中国传统的民间艺
术形式，具有特殊的审美情趣和魅力，能充分
表现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风貌。 杨庄中学在认
真落实国家课程方案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当地

资源优势，将“走进剪纸和葫芦文化”作为学校
特色课程进行开发。 至今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
完善的课程系列，使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得到提升。

为了让学生对传统文化项目有更深刻的了
解并掌握基本技能，杨庄中学重视实践、强调创
新，让学生走访民间老艺人，亲身参与实践活动，
用手中的画笔和剪刀刻画出自己心目中的图像
以及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对非遗传统文化课程的开展，学生们兴趣

很高。 从描摹到剪刻，从风景到人物，学生们积
极地参与到课程活动中来。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
了解、掌握葫芦文化，教师让学生进行了多样
化资料收集，并亲自种植葫芦，写出自己的种
植日记。 以中国瓷器文化为载体，经过一道道
工序，亲手描绘一幅幅精美的葫芦画，制作出
一系列富有创意的葫芦器材和艺术品，让学生
体验动手的乐趣。 教师们表示，只有亲自去体
验、动手，学生才能体会其中的意蕴，才能培养
自己的创新精神。

□宫 纵

媒体看点

秦宇航是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维扬实验
小学的一名学生，学校发现他说扬州评话很有
天赋，就联系扬州评书名家杨明坤，让秦宇航
成了他的小徒弟。 在名师的指导下，秦宇航成
长迅速 ，他表演的作品 《三碗不过冈 》深受好
评，成为蜚声校内外的“评话达人”。

如今，邗江区推进“1+X”非遗校本课程模
式，每所学校重点建设好 1 个全员参与的地方
文化课程 ，X 个部分学生参与的地方文化课
程。 各学校积极将扬州传统文化的因子融入国
家课程，探索国家课程的校本化之路。 扬州大
学教科院附属杨庙小学将剪纸课程与美术课
程有效融合，每学期用四节美术课进行剪纸教
学，低年级学生了解剪纸、欣赏剪纸，中年级学

生练习剪纸，高年级学生练习剪纸创作。 同时
在德育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中加入扬州历史、
英雄人物、地方文化等元素；在音乐课程中加
入民歌、声乐等内容，在美术课程中加入“扬州
八怪”作品赏析、扬州剪纸等内容。 通过国家课
程的校本化开发，丰富课程内容，让学生领略
地方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经过几年发展，运西中学的舞龙、汊河小
学的泥塑、杨寿学校的绳艺、美琪学校的扬剧、
公道小学的腰鼓、黄珏学校的漫画、邗江实验
学校的扬州民歌等， 已经成为精品校本课程。
去年，邗江区在古邗沟畔的大王庙广场举行了
首届扬州传统文化节暨 2500 年文化寻根活动
启动仪式。 活动现场，“扬州传统文化一条街”

引来嘉宾和广大市民围观，由师生们演绎的扬
州木偶、剪纸、面塑、扬剧、民歌、评话、民间传
说、竹西诗词、西湖纸扎等独具扬州文化魅力
的艺术展示，让观众啧啧称赞。

为了让学生们了解非遗项目，许多学校设
立了各具特色的体验馆：公道中学有扬州画派
艺术体验馆，扬州大学教科院附属杨庙小学有
扬州剪纸体验馆、琴筝体验馆，育才小学西区
校有扬州雕版印刷体验馆，邗江实小有扬州民
间故事体验馆，维扬实小北区校有扬州手工技
艺体验馆，公道小学有扬州刺绣体验馆，梅岭
小学西区校有扬州戏剧体验馆等，这些体验馆
让学生们在听、看、探、赏、玩等体验活动中喜
欢上各种非遗传承项目。 （刘冠霖）

“今年春色好，应为剪刀催”。 一把剪刀，顷
刻之间即在一张红色薄纸上呈现出千姿百态
的美丽图案。 这种指尖上的剪纸艺术，也许你
会在电视上、艺术馆经常见到，而从去年 5 月
开始， 安徽省宣城市第三小学开办的特色课
堂———“非遗进校园”，让许多学生可以在课堂
上学习指尖上的艺术。

剪纸进校园，特色入课堂。 本着“非物质
文化遗产 ”从娃娃抓起的理念 ，第三小学广
泛培养师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
承意识 。 学校立足一校多品 ，将皖南剪纸作
为学校的校本课程进行开发 ，逐步形成了具
有鲜明特色的校园文化 ，不仅提升了办学内

涵，而且形成了办学特色。
在学校的美术教室里，20 多个学生正认真

地听教师曹锐的介绍， 内容是如何剪出贴在黑
板上的“三瓣花鱼”。 在 20 多分钟的时间里，曹
锐用最通俗易懂的讲解， 教授学生掌握剪纸的
方法和步骤。台上教得认真仔细，台下听得聚精
会神。为了更好地开展教学，曹锐一直在不断地
摸索和学习， 目的是让学生们喜欢并学好这门
传统艺术。

通过学习剪纸的相关知识 ，学生们不仅
掌握了剪纸的方法与步骤 ，而且能够运用剪
纸的基本技法创作剪纸作品 。 同时 ，培养了
学生对剪纸的兴趣 ，唤起了学生对剪纸艺术

的热爱 ，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继承和发扬民族
艺术的自豪感。

去年，第三小学校成功申请成为非物质文
化遗产———皖南剪纸进校园项目学校。 随后，
学校制订了年度传承活动规划，明确了传承方
式、进度和安排，并将皖南剪纸作为学校校本
课程进行开发，纳入学校日常教学活动，并成
立了兴趣小组。 学校由专人负责对剪纸理论与
技艺进行指导和传授；邀请皖南剪纸非遗传承
人彭清定期到学校开展现场教学，传授剪纸知
识和技艺。 同时，还组织学生参观皖南剪纸馆
进行课外交流，利用校园艺术节、重大节假日
开展形式多样的展览、展示活动。 （邹斌）

我答： 新课改立足以生为本，倡
导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自发对学校
课程架构 、师生关系 、师生行为进行
自下而上的改革和探索。 在各校推进
课改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有些教师
抵触课改理念的现象。 这样的教师主
要有两类，一类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中
的既得利益者，对知识灌输手段得心
应手 ，学生应试成绩优秀 ，害怕失去
话语权；另一类是专业能力本身存在
缺陷 ，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尚不能合
格，面对新课改理念下的教学模式更
是无从下手。

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应该从以下几
方面着手，转变上述教师观念，引领他
们积极投身课改： 在学校营造浓郁的
课改氛围，处室办、年级组、学科组以
课改为中心，说、学、研、教，形成立体
多维交互的舆论环境， 让支持课改的
教师站在舞台中央， 让不想课改的教
师具有危机感；改变评价模式，采用多
元评价指标体系， 给课堂教学改革提
供肥沃的生长土壤；经常进行梳理、总
结和反思， 周期性的回顾反馈能够坚
定教师的课改信念； 关注课改进程中
教师和学生的变化， 要让每一个参与
者都能确信， 课改的目的是为了让学
生发现更好的自己， 真正培养学生的
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江西省弋阳县曹溪中心小学校
长陈志岳）

我问： 参观某些课改学校，
我发现学校往往推进一种课改
模式。虽然这样可以让学校的课
改平行推进，却抹杀了某些教师
的个性化教学，这也是某些学校
在课改过程中遭到个性化教师
反对的一个原因。学校课改是否
需要固定一种模式？

（山东省寿光市实验小学副
校长苗兰玲）

我问：一些教师没有完全接
受课改的理念，有抵触情绪，尤
其担心成绩问题，甚至有时只在
领导面前装装样子。面对这样的
教师，我们应该如何引领？

（山东省寿光市圣城小学教
学主任徐翔）

“1+X”，加出地方文化

一把剪刀，“剪”出民族自豪

寓教于乐，延续民间艺术

担
当

据《扬州晚报》、宣城新闻网、莱芜文明网综合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