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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林新事多了一个头衔：
浙师大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副校
长。

作为浙师大教师教育学院课程
系、浙江省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副教
授，现在的他每月要在杭州和金华之
间穿梭多次。在杭州，林新事的主要
工作是代表浙师大专家团队，指导笕
实的课堂转型、教育科研、教师队伍
建设、学生社团建设等。

江干区与浙师大合作办学以来，
笕实充分依托浙师大雄厚的专家资
源，围绕“轻负高质”目标，推进以
合作学习和班级文化建设为切口的高
效课堂构建；建立“1+1”教师培养
方案，实行菜单式、导师制、目标化
培养模式，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开展
切合实际的科研，积极申报省市立项
课题，提升教师科研实力；建立多样
化的社团，培养学生的科学、人文、
艺术素养……

在高校智库支持下，笕实同时实
现了校园文化的再生长，将博约文
化推向纵深。2015年 12月，高琼校
长主持申报的课题《We-课堂：现代
视野下初中课堂形态的变革与创
新》，获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
划2015年度国家教育部门重点课题
立项。该课题是在回顾和再思考我
校高效课堂八年探索的基础上，从
当前学校的教育教学现状出发，基于

“We-课堂”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研
究，重在研究现代视野下的初中课堂
形态的变革与创新，探索“互联
网+”思维下课堂形态的重构，思考
初中课堂形态如何从线型结构走向板
块型结构。体现笕实重视科研工作，
坚持科研兴校战略。近两年来，学校
先后成功申报浙江省规划课题、杭州
市重大课题，形成了以国家级别课题
为龙头，以省、市、区级课题为基础
的课题研究梯形结构，充分发挥了教
育科研在推进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
培养教师队伍中的积极作用。

学校一直思考的问题是：要培养
怎样的学生？所谓“博约”，就是希
望学生有渊博的知识、广博的见识，
能博古通今，博学多才，博采众长；
同时，也要用文明的礼仪约束自己，
用健康的情操陶冶自己，让行为合乎
社会规范。

一系列活动的推开，将“博之以
文，约之以礼”校训，扎在所有笕实
师生心中。已连续三年举办的笕实

“感动校园人物评选”，每年都让人落
泪，“博约文化节”更是将评比推向
高潮。七年级经典诵读、八年级经典
故事会比赛、与书画名家面对面、博
约书院、博约大讲坛、博约季刊等活
动，让越来越多的学生体验到成功自
信，享学、乐学成为浸润在校园每个
角落的新风气。

学生从不爱学到主动学 老师从被动接受到爱上课堂
在课改坐标系中 让新学习样态成为落地模式

你不能不了解的“We-课堂”
——记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的课改成果

2013 年，江干区政府部门与
浙师大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共
建浙师大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
在江干区创建“新教育共同体”快
车道上，笕实开始谱写“院校合作
共同体”乐章，高效课堂、学养课
程、博约书院、幸福教师成为一个
个美好的音符。

课程改革、课堂变革，笕实人
再次启动新工程，课改在催化着笕
实，改变着笕实，同时也让笕实人
再次思考——笕实的目标是什么？
要把笕实办成一所怎样的学校？

“幸福校园，博约教育”是笕
实人最后的选择。于是构建博约文
化，打造幸福校园，推进课堂转
型，实施课程改革，迈出一个个坚
实的脚步……笕实提出要以国际化
视野，现代化思维，独具特色的博
约文化，个性鲜明的博约课程，

“互联网+”下的“We-课堂”，为
每个博约学子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服
务，让他们不仅在这个幸福的校园
里博约兼资、文行并美，更为自己
一生的幸福奠基。让课程满足每个
孩子个性发展的需要，让课堂成为
每个孩子自治、自主、自助、自然
生长的乐园，让笕实的每个学生成
为特长突出、内涵丰富、人文见
长、秀外慧中的现代青年，让笕实
学子成为笕实的骄傲。

（浙江师范大学附属杭州笕桥
实验中学校长 高琼）

从原来的城郊结合部，变为杭州的新中心，像许多城市新区学校一样，浙师大
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每天都发生着变化(以下简称“笕实”)，但是，课堂怎么变？

“互联网+”来了，新课改来了，浙江省出台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指导意见，
作为本次杭州市课改试点学校，怎样实施国家基础性课程的校本化改造，怎样改变
传统的学习样态？

2013年，杭州市江干区政府部门与浙师大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首个教育合作项
目就是共建浙师大附属杭州笕桥实验中学。江干区教育部门领导说，两年来，在浙
师大先进的教育理念、雄厚的教育资源、深厚的教研实力的引领支撑下，笕实抓住
了课堂转型这个“牛鼻子”，已经初见成效；浙师大教师教育学院、浙师大智慧教育
研究院院长周跃良说，“浙师大资源进驻给笕实带来了新的契机，提供了有力保障，
为高校科研落地、笕实课堂变革找到了最佳契合点。”

笕实从2008年开始进行课堂转型探索，从“328高效课堂”到“三自课堂”再到
今天的“We—课堂”，高琼校长说，他们从1.0版到2.0版，正在探索3.0版。同学们
说，“我们更喜欢现在的课堂”；家长们说，“孩子不仅成绩快速提升，也更热爱学习
了”。港台的同行来了，欧美的同行来了，很多兄弟学校慕名而来，笕实以博约文化
为轴心探索改革，串起“We-课堂”、学养课程、社团活动等综合实践，为初中课改
摸索出一条新路径。

千百年来，教育已习惯了教习
式。与此同时，改革的声音也一直不
断，更多的学校在积极探索，比如著
名的杜郎口模式。虽然“杜郎口神
话”破灭，但对教育的思考还是留了
下来。对初中来说，先学后教、自主
学习能否实现高效课堂？

笕实的做法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不同的是，从“328”高效课堂到自
治、自主、自助的“We—课堂”，笕
实二次甚至多次开发自主学习范式，
真正落地到课堂与日常学习中。

上课铃响了，科学课代表杨锐走
上讲台：“同学们，上课了，现在开
始小组助学。”话音一落，各组在学
科组长带领下聚拢起来，依次阐述各
自分到的问题，有的组长还带领组员
上黑板演示。观察下来会发现，学生
展示时不仅讲答案，更要说原因。有
学生出错了，同组成员立即帮他分析
错因，并找到正确解法。

另一边，张兰仙老师也没闲着。
他在巡视、监督各小组展示情况，根
据展示过程中的学生表现对各小组作
出评价。“如果有1名同学不积极参

与，小组就要被扣1分。气氛热烈表
现优异的，适当加1或2分。”评价过
后，老师要参与到各小组去，帮学生
解决问题。

这样的课堂，已在笕实各个班级
年级落地生根并全面铺开。每堂课，
老师面对的是若干小组下的全体学
生。组内学生，成绩有前有后，习惯
有好有差。课上操作流程是这样的：
课前独学、学情调研——小组助学、
答疑分工——班级群学、点拨质疑
——重点研学、拓展提升——当堂检
测、梳理验收。这五大环节，师生要
同步完成。

这就是“We-课堂”。它包含三
层含义：“We”解释为“我们、咱
们”，指师生共同构成“学为中心”
教学形态；“W”还意味着Wherever：
指的是泛在的、实虚融合的学习环
境，即学习不仅来源于局限于传统课
堂，还源自指尖上的全球学习资源；

“E”指 E-Learning （互联网+学习）
即在大数据、云技术等对课堂形态的
影响下进行的混合式学习和精准化教
学。“We-课堂”的设计概念：Wher-

ever We can E-learn（互联网+学
习无处不在）。

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会不会出
现弱者更弱的马太效应？

七 （4） 班一个学习小组组长周
积程说，组里小霖成绩偏后，小组助
学时，他总会一边订正自己的导学
案，一边辅导小霖订正和讲习题。为
锻炼讲解能力，组内同学总把给全班
同学讲题的机会让给小霖。下课后，
同学也会督促小霖订正作业。在小组
帮助下，近几次考试小霖成绩明显提
高。

“如果组内有偏科的成员，小组
会针对他的弱项找老师一对一辅导，
针对他的强项让他分享学习心得。”
对“We-课堂”颇有经验的班主任余
丹说，初中生竞争意识强，合作与竞
争互为整体。对于助学、研学充分、
积极、优秀的小组、个人，她不仅口
头表扬，还告诉全班同学该分享哪里
好，为什么好，怎样还能更好，慢慢
把学生领上有效合作的轨道。

更有效的是合作学习中的“四
维”评价。学校副校长张艳介绍，

“四维”评价是指课堂点赞式评价、
成绩增量性评价、小组捆绑式评价、
教师定向性评价，根据学生在课堂中
的表现，产生日冠军、周冠军、月冠
军、学期冠军，学校给予不同奖励，

“如月冠军，发奖状奖品、开表彰大
会、上校园展板、向全体家长公布表
扬，还可能奖励看电影、参观、采摘
等外社会实践活动。”

让人担心的马太效应没出现，这
种激活了不同层次学生的做法，倒是
带来了“鲶鱼效应”：每个学习小组
内，成绩靠前的学生问题研究更深
入，成绩靠后的学生快速追赶。在杭
州市江干区和其他第三方教育质量测
评中，笕实均整体丰收，尤其是在增
量评价中名列前茅。更重要的是，学
生学习更主动、轻松，生活中更阳
光、更自信。而老师们，也在课堂上
逐渐驾轻就熟、挥洒自如，科研意
识、反思能力大大增强，不少老师在
区级及以上层面的研讨课、交流课中
崭露头角。课题《初中新课堂教学的
实践研究》获得浙江省教育科研成果
二等奖。

围绕“博之以文，约之以礼”办
学理念，笕实精心安排课余活动，通
过合唱、舞蹈、戏剧等系列社团活
动，激发学生兴趣、丰富学生生活、
陶冶学生情操，“为了每一位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实现“笕实梦·博约
梦·中国梦”。

为了实现学美术的梦想，每周，
初中女生李梦都骗妈妈说去补课，实
际上她是利用这个时间去捡易拉罐，
积攒学费……

看到这，全场观众潸然泪下。
上述故事情节，来自2014年杭州

市中、小学生课 （绘） 本表演大赛
中，笕实乐想剧社选送的剧目《特殊
的补课》。最终，该剧获亚军和最佳
故事奖，评委和媒体盛赞它：“极具
教育意义的新颖题材、娴熟的表演技
巧、精美的舞台设计。主人公对母亲
的理解，完美地诠释了孝敬父母的美
德。”乐想剧社另一个参赛剧目《小
小花木兰》同时获季军。

用副校长王海兵的话说，“乐想剧
社正在带动更多学生成为满怀激情与
梦想的少年”。以剧社为载体开展的教
育戏剧，早已融合到基础性课程中。

2012年，学校成立乐想剧社，它
也是杭州首个以教育戏剧为主题的中
学剧社。教育戏剧是一种互动学习模
式，是以戏剧形式，采用互动手法，
让学生参与进来。教育戏剧在国内起
步较晚，在欧美已是常态化教育。

乐想剧社特聘专家、导演张彬介
绍，剧社涉及的校园剧很多，科普剧
是特色。科普剧并非展示科学知识，
更多的是讲述科学家的故事。比如化
学做实验，学生只知道怎样完成实
验，但对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验是怎

么来的等等问题不清楚。用小故事反
映人和道理。这正是所谓的“教学生
科学的态度，比实验的方法更重要。”
此外，语文的课本剧也是在剧社中上
演得如火如荼，学生愿意把课文通过
自己的方式理解、表现。不管是科普
剧，还是课本剧，亦或是英语戏剧，
都是为了激发学生兴趣，让学生从被
动接受到主动学习提供潜在条件。

笕实在七八年级部分语文、英语
课中渗透教育戏剧方法和理念，越来
越多学生通过乐想剧社站上了舞台。
实际上，学校给学生搭的舞台还有很
多。

早在2010年，笕实就启动学养系
列课程建设，目前包含学养课程、周
末嘉年华、精品社团三大块。如学养
课程，除教育戏剧，还在七年级开设
每周一节校本课程——走进论语。

再如周末嘉年华，学校用周五下
午半天时间开展活动，七八年级16个
班全体学生用走班上课、自愿选课等

方法，进入32门学养课，其中艺术类
包括舞蹈、合唱、尤克里里、乐漫
土、书法等，科技类包括建筑模型、
无线电模型、机器人等，体育类包括
篮球、乒乓球、足球等，拓展类包括
文学博览、吟诵、数独、日语等，活
动类包括雄辩、寻访、环境调查等。

其中笕实社团活动乐漫土也值得
一说。校长助理黄旭华介绍，乐漫土
不仅是一种好玩的泥塑艺术，还被评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国家领导人在
杭州考察时，都称赞乐漫土作品：

“太神奇了！！”学生们在笕实的乐漫
土体验馆，跳起指尖上的芭蕾，期待
着自己的作品有机会在杭州G20国际
峰会送给各国领导人。

两年来，学生在省、市、区体艺
科比赛中斩获多个一等奖；笕实还先
后成为全国幸福教育共同体理事学
校、杭州市义务教育阶段深化课程改
革试点学校、杭州市陈经纶业余体校
田径基地学校等。

基础性课程@“We-课堂”

激活学习模式带来“鲶鱼效应”
院校合作共同体@博约书院

借“力”引“智”实现跨越式成长

拓展性课程@学养系列

成立杭州首个教育戏剧主题剧社

为每一位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服务

小组合作课堂

合作学习小组颁奖仪式

笕实校园 校运动会 博约学子宣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