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协同推进课程设计

主编：郭瑞 电话：010-8229673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6年 3月 23日 版建设课程 推动课改 12
KEGAI YANJIU

课改研究院

协同创课

折纸是伴随着纸的发明而自然生成
的一项手工活动，已延续了上千年。 教育
家苏霍姆林斯基有句名言：“儿童的智慧
在他们的手指尖上。 ”实践证明，在折纸
过程中，儿童的眼、手、脑协调配合，眼睛
聚焦 ，双手协作 ，大脑积极思维 ，集中观
察、想象、概括、夸张和创造，对儿童形象
思维、发散性思维、程序性思维和创新思
维的养成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各种几
何图形在儿童的大脑中逐渐清晰， 对他
们判断准确性、 协调性和空间知觉性都
有益处； 儿童手部肌肉运动反复刺激手
上神经末梢， 有助于促进其大脑相应部
位的发育， 对脑部的开发大有裨益。 然
而， 我国的折纸活动一直停留在民间传
播层面 ,传统作品少有创新，折纸普及教
育滞后，长期被冠以“小儿科”之名。

但在近 20 年中，日本、美国、法国、西
班牙、越南等国家都设立了国家级折纸协
会和研究机构 ,令人拍案惊奇的作品多不
胜数。 放眼世界，折纸已经发展成为一门
新的科学，人工卫星太阳能电池板、汽车

安全气囊的收纳方法，甚至哈勃太空望远
镜的结构设计，都得益于折纸的帮助。

为了传播现代折纸艺术，引导学生探
究折纸科学的奥秘，我开发了“少儿趣味
折纸”课程，这是一门以“做中学”的教学
理念为指导思想，集工艺、美术、劳技和数
学等多学科为一体的综合性课程。 课程通
过认识折纸、 体验折纸和传播折纸等内
容，让学生体验折纸艺术的魅力，提升分
析判断 、 动手操作和探究创新等综合能
力，促进智力发育和个性发展。

近年来， 虽然折纸类图书不断出版，
但内容雷同， 表达形式多为线描式示意
图，图符表达不统一，折纸基本技法不规
范，学习内容不系统，对学习者理解和掌
握折纸工艺和程序记忆存在诸多困难 。
于是， 我发明了一种简便易学的折纸教
法， 尝试采用实景拍摄配以图符的方法，
将折纸过程予以形象化和直观性表达，编
著完成《出手不凡———跟张老师轻松学折
纸》的教学用书，教材按基础篇、演练篇和
鉴赏篇 3 大板块编写。 在基础篇里，主要

以图文的形式介绍折纸要领、折纸常用器
材、折纸常用图符识别、折纸常用技法和
基本形折法等基础知识。 在演练篇里，精
选了 88 种传统和现代经典折纸作品 ，按
饰盒类、花草类、动物类和综合类 4 个大
类直观翔实演示，每件作品都标注了等级
标准和用材提示。 在鉴赏篇中，为折纸爱
好者展示当今世界各国折纸玩家和高手
创作的折纸精品。

为配套 《少儿趣味折纸 》课程 ，一个
致力于传授折纸技能 、 传播折纸艺术
和传递折纸乐趣的活动场所———“趣味
折纸坊 ” 在上海市浦东青少年活动中
心创建开放 ， 旨在为折纸爱好者提供
互动 、体验和交流的平台 。 趣味折纸坊
展示的作品题材涵盖面广 ，景物人物 、
花鸟鱼虫 、日常器皿 、服装饰物 、球体
挂件 、交通工具应有尽有 。 如今 ，趣味
折纸坊成为浦东新区校外教育的一道
亮丽风景 ，每当双休日 ，从幼 儿 、小学
生 、中学生到大学生 ，折纸爱好者聚集
在这片园地里 ，切磋折纸技艺 ，交流折

纸心得 ，尽享折纸情趣 。一般情况下 ，学
生接触 “少儿趣味折纸 ”课程后 ，能学会
30—50 种折纸作品 ， 并养成主动探究
和传播折纸的习惯 ，对数学的学习有明
显的促进作用 。

为了营造折纸教育的学术氛围， 活动
中心组建了“百折纸上”俱乐部，吸收一批
热心于推广和传播折纸艺术的学校教师入
会，定期组织折纸沙龙活动，指导会员开设
折纸校本课程，组建折纸兴趣社团，开展折
纸教学实践活动。 依托“百折纸上”俱乐部
的师资力量，教师们合力编写出《创意折纸
大本营》系列丛书。

我的目标是，让更多的国人认识折纸，
喜爱折纸，从折纸活动中受益，也希望中国
的折纸艺术能够在世界折纸的舞台上占有
一席之地。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浦东新区青少年
活动中心）

下期预告： 以夏令营为形式探索户外
体验教育。

动动手指，促进数学学习
□张 宁

“儿童的智慧在
他们的手指尖上”。 实
践证明， 在折纸过程
中，儿童的眼、手、脑
协调配合，眼睛聚焦，
双手协作，大脑思维，
对儿童思维发展具有
良好的促进作用。 为
了引导学生探究折纸
科学的奥秘， 作者开
发了“少儿趣味折纸”
课程， 并在青少年活
动中心创建开放趣味
折纸坊， 让更多的青
少年认识折纸， 喜爱
折纸， 从折纸活动中
受益。

□唐晓勇

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学校如何构建适应未来发展的学校课程？位于深圳的
南方科技大学实验学校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支撑作用，构建“统整项目课程体系”，把
学生置于课程中心，让学习与生活联结，在开放的学习环境中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
能力，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互联网 ”时代的课程创新

技术与学习直接连接

“人”的视角构建课程

技术与学习直接连接

美国“国家赫尔巴特学会”在 1895 年
就提出“课程统整”的概念，主张儿童有能
力联结不同的知识领域。 2001 年我国推进
新课程改革， 重点推进具有统整特质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全面实施。

如今， 我们正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
的“互联网+”时代，技术的不断进步，知识
的迅速更新，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大数据时
代的到来，都将引发我们思维模式、学习方
式、教学方式、交往方式的变革。同时，数字
技术的运用已经开始重塑人的大脑， 变革
人的认知模式。 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未
来社会的需求， 我们应该如何构建适应未
来发展的学校课程？

我校从课程层面思考“互联网＋”时代
的课程创新， 营造新技术环境下的学习生
态，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支撑作用，构建“统
整项目课程体系”， 把学习者置于课程中
心，让学习与生活联结，在开放的学习环境
中培养学生面向未来的能力， 在实践中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统整项目课程的开发基于“互联网+”时
代的特征和社会发展需求，课程的 3 个关键
词是：统整、项目、技术。 统整是指学习内容
的组织方式， 聚焦于学科融合和跨学科学
习，引发各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开展有意
义的学习；项目是指课程形态的变革，力图
从程序性课程向项目型课程发展，以项目学
习的方式推进统整课程的实践；技术是指让
技术与学习直接连接，让数字技术成为教与
学的底层支撑，贯穿学习的全过程。

“人”的视角构建课程

统整项目课程的核心是打破学科内容
之间及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边界， 为学生构
建一个开放的课程体系。在实践中，教师为

学生设计相关的学习活动， 让学习与生活
深度关联。 作为一所新型学校，我们以统
整的思想 、STEM+的课程理念为统领 ，
把数字技术作为学习的沟通媒介和支撑
工具 ，让技术深度融入课程 ，凸显“人”和
“课程”。

我校“语文统整项目课程 ”旨在突破
语文学科教学的封闭状态 ， 在阅读的基
础上， 用专题形式将语文学习与社会实
践、 探究学习与社会对学校提出的各种
要求进行统整 ， 把语文与其他学科的学
习统整起来，以支撑学生社会化的需要 ，
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以阅读教学为例。“阅读———实践———
交流” 是实施语文统整项目课程的 3 个重
要环节，即“文本阅读———实践探究———成
果交流”。“文本阅读”是通过一篇或一组课
文的阅读， 围绕一个专题或主题理解、品
味，使学生获得学习与研究、搜索与浏览、
欣赏与评价的经验， 并迁移到整本书的阅
读，在“举一反三”中获取有用信息，提高学
习能力。 “实践探究”环节是师生筛选阅读
中引发的问题， 开展基于真实世界的探究
性学习，通过调查、访谈和思考，形成对某
一问题的认识， 并在实践中通过跨学科学
习， 让学生学会以多样化的表达方式进行
言语表达，培养解决问题和实践动手能力，
提升语文素养；“成果交流” 是以小组合作
的形式，通过探究报告制作语文学习成果，
培养学生在汇报交流中的写作能力和演说
能力。

在统整课程的实施过程中， 我们把数
字技术作为语文学习的底层支撑， 充分发
挥数字技术“沟通媒介”和“脚手架”的核心
功能，把提升语文听、说、读、写的核心素养
放在第一位，突出语文的学科特点。在实践
中， 我们主要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基于语文
学科视角的统整学习： 利用移动终端有效
地统整语文 “听———说———读———写———
绘”；通过网络学习社区让学生在统整课程
学习中提升书面沟通能力； 利用社会化语
音平台促进学生口语表达能力； 借助电脑
键盘输入拼音学习与汉字输入统整促进拼
音的高效学习； 通过可视化思维导图搭建
统整学习的桥梁，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我们以实验课题“数学 ‘信·趣 ’创新
实验”为载体，探索基于数学学科的课程
统整。 本课题以“统整”的视角，打破传统

数学教学模式，通过重构教学内容 、创新
教学方法，有效融合新技术运用 ；通过游
戏和活动， 把数学学习与实际生活相互
关联，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 目前 ，我们主
要从 “数学笔记 ”和 “主题拓展 ”两个角
度，把数学与其他学科 、数学学习与现实
体验探索统整起来，凸显数学学科属性 ，
提升学生学习效率。

“数学笔记 ”的实质是让学生通过绘
画或手工等美术形式编制数学故事 ，通
过口语阐述数学问题 ， 用软件工具呈现
数学思维。 在数学语言表达过程中，学生
将“听懂的”或“看懂的”数学知识通过图
画呈现，让数学思维显性化。 “主题拓展”
是指以教学内容的某一主题为切入点 ，
设置一系列基于真实世界的数学实践活
动，通过跨学科学习和技术运用 ，提升数
学学习质量。 如在一年级下册《有趣的图
形 》单元学习中 ，教师结合书本知识 ，对
该部分学习内容进行重构 ，以 “图形旅行
周”为主题进行数学实践活动。 通过绘本
阅读 、生活中的图形 、制作电子绘本 、认
识奇妙的七巧板 、 绘制主题画等学习活
动，把数学与语文、美术、技术统整起来 ，
在多向协同中凸显数学学习效率。

我们在跨学科合作与学习中彰显艺术
学科的地位， 同时通过艺术的表现形式让
其他学科的学习更有趣味。在实践中，我们
主要是以 STEAM 的角度进行跨学科统整
融合，让艺术教师与语文、数学、科学等学
科教师联动。

以美术学科为例。 美术教师王思思在
上 《昆虫》 这一主题课时， 创新地借助了
STEAM 的课程理念。 这一主题课集绘画、
手工于一体，融合多学科知识。 在教学中，
教师将其他学科和相关技术有效融入整个
学习中， 学生结合微视频学习 3D 动画制
作方法。教师将本主题教学设计了 7 课时，
经历了以下过程：观看影片《昆虫总动员》
———针对影片提问题———科学教师专业答
疑———用 keynote 软件制作 “我的昆虫笔
记”———二维码分享作品———用黏土捏制
昆虫角色———制作 GIF 动画———二维码
分享。 这一过程清楚地展示了美术学科与
其他学科的有效统整， 培养了学生的综合
能力。

“自然笔记 ”、“音乐笔记 ”是我们推
进艺术学科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度统整的

一种重要表现方式。 在实践中，学生用画
笔解读科学现象，用语言阐释自然现象 ，
然后通过动感的 APP 创作配乐艺术作
品， 并借助互联网的传播特点进行网络
分享。

统整项目课程的成功呈现在于它的
“主题拓展视角” 是由学校层面主导 ，每
学期每个年级确定一个课程主题 ，以 “主
题———探究———表现 ” 的流程进行课程
实施。 “主题”的确定是建立在学生生活
经验与阅读经验基础之上 。 在课程实施
过程中， 学生根据个人兴趣自主选择课
程中的 “小主题 ”进行探究体验式学习 。
教师之间需要跨学科合作 ， 并以 “小主
题 ”为单位承担课程教学，通过打破班级
边界、课程边界和教师边界 ，让统整项目
课程始终保持开放状态。 “探究 ”部分是
课程实施的主体部分，师生围绕“主题 ”，
借助数字技术 ， 不同学科教师引领学生
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探究式学习 。 不
同学科运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 完成不同
的学习任务，达成相关的学习目标 ，如语
文聚焦于阅读、写作、表达、剧本创作等 ；
数学聚焦于统计 、制图 、计算等 ；美术聚
焦于设计、绘画、手工、绘本创作等；英语
聚焦于绘本阅读 、 词汇积累 、 口语表达
等。 “表现”环节是让学生通过多样化方
式，呈现在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学习成果。

目前， 我们已经成功地为一年级上学
期开发了具有国际元素的“职业日”课程，
为一年级下学期开发了“全球生态探究”课
程；二年级上学期实施的“多元智能”课程，
利用学科知识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培
养了学生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

教师协同推进课程设计

统整项目课程开发策略是自下而上
与自上而下相结合 。 自下而上即让教师
自主行动起来 ， 鼓励教师进行具有统整
意义的草根化尝试 ， 激活每位教师的创
造力 。 如语文的 “根与芽 ”、“种春天 ”、
“美丽的秋天”、“伟大原著” 等， 数学的

“奇妙的图形 ”、“奇妙的对称 ”、“车轮里
的乘法 ”等 ，英语的 “我爱我家 ”、 “英语
计算”等，美术的“自然笔记 ”……这些都
体现了教师学科内融合或跨学科统整的
实践。

在自下而上的课程开发过程中 ，学
科教师是课程的绝对主导者 。 学科教师
从学科视角出发 ， 基于学生的兴趣以及
学科教材提出统整项目课程主题 ， 进行
课程内容和课程形态的再设计 ， 开展基
于学科的统整学习 。 教师需要具备良好
的课程意识 、 课程设计能力 、TCPK 素
养，而这些必须依靠学校 、区域教师发展
培训以及学校课程大环境的培养 。 关键
在于 ， 教师的行动探索需要在学校课程
改革的理念引领下进行自主开放的创新
探索。

自上而下是由学校层面主导、 以年级
为单位开展的大型统整项目课程。 学校层
面进行课程框架的设计和推进， 全体师生
共同参与课程内容的设计和实施。 需要特
别指出的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并
不是孤立的课程推进模式， 而是相互融合
的协同模式， 教师处于这种协同模式的核
心地位。

在自上而下的课程开发过程中 ，学
校层面主导进行统整项目课程的顶层设
计，搭建整个课程的基本框架 ，制订课程
推进流程，设定课程展示形式。 而整个课
程涉及的序列 、层次 、活动众多 ，具体的
学科教学内容、分组教学内容 ，是由教师
与学生进行互动 、 基于学生的问题和实
情设计和开发的。 因此，“自上而下”的统
整项目课程，对教师的课程意义 、课程开
发能力依然有很高的要求 ， 更强调教师
的合作能力 、 主题与学科教学的统整能
力。 基于教师个性化探索与学校层面的
推进相融合 ， 这是学校统整项目课程取
得成效的关键。

学校顺应 “互联网+” 时代的发展需
求，用“统整”的视角推进课程改革，开展跨
学科学习； 通过横向、 纵向主题式协同发
展， 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在今后的实践
中，我们将从教材重组、课堂教学建模、统
整课程纲要编撰以及学科技术应用标准等
角度进行更为深入的改革， 引领学校创新
发展。

（作者系南方科技大学实验学校副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