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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感谢这个活动中经历的那
段磨课、研课、晒课所带给我的凤凰
涅槃般的过程，这种宝贵的经历，让
我感受到自己的‘蜕变’，听到了自
己生命拔节的声音。”江苏省海门市
通源小学黄海燕老师在 2015-2016
年度“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
动国家级培训班上说。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
会提出的“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
大 优 质 教 育 资 源 覆 盖 面 的 有 效 机
制”，落实教育部教育信息化工作重
大部署，推动数字教育资源在课堂
中的应用与共享，2014 年度教育部
启 动 了 “ 一 师 一 优 课 、 一 课 一 名
师”活动。活动鼓励每个教师利用
信息技术和优质数字资源至少上好
一堂课，把这些好课汇集起来，形
成每堂课至少有一位优秀教师利用
信息技术和优质数字资源讲课。活
动得到了全国各地教育系统的迅速
响应，教师参与热情高涨，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教师积极利用信息技
术与数字教育资源开展课堂教学的
氛围正在逐步形成。

“我要为基础教育信息化点赞”，
日 前 在 南 京 举 行 2015- 2016 年 度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国
家级培训班上，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
满含深情地说。他认为，基础教育领
域对于中国特色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路
子的形成，贡献是最大的。

精心选课，反复磨课，
提升教学水平

一名优秀的教师首先应该是
一个敢于挑战、勇于创新的人。
处于变革时代的优秀教师，应该
既有对过去优秀传统的记忆反
思，又有对未来教育的求索意
识，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
能真正推进教育的创新。

在参与过程中，选课阶段可能是
很多老师认为最简单的，直接在活动
平台上传一堂自己以前上过的公开课
应该是最易操作的。

但简单重复已经做过的工作，创
新和提升的空间有限，对于喜欢挑战
的江苏省徐州市第三中学徐杨老师来
说，一开始就在心底拒绝了这种做
法。而当徐杨面对政治学科五本教材
时，她不知该如何选择。后来，在一
次备课交流中，一位老教师问她：

“你觉得自己最不擅长上哪一部分的
课？”她说：“ 《文化生活》 方面。”
这位老师快刀斩乱麻：“那你就选这
本书上课参评，它对你来说既有挑战
性，又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也许在你
身上反映出的问题同样是政治教师群
体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样的课上出
来，于自身而言是教学实践上的创
新，对同行们来说是交流借鉴，这不

正契合了国家开展‘一师一优课 一
课一名师’活动的目的吗？”老教师
的这番话让徐杨如醍醐灌顶，茅塞顿
开，最终她选择了 《色彩斑斓的文化
生活》 一课。

如何遴选优质、适切的数字教
育资源，更鲜明地凸显古诗教学的
特点？两者如何深度融合？如何让
学习真正地发生？一系列“专业”
问题，在教师的备课过程中不断走
向深入，一系列疑虑也慢慢变得清
晰起来⋯⋯

确定课题后，开始备课。作为语
文老师，江苏省海门市通源小学黄海
燕老师最犯愁的还是如何运用现代技
术演绎三年级古诗 《绝句》 教学。经
过与学校磨课团队研讨，达成共识：
语文姓“语”姓“文”，优质的数字
资源必须更好地为学科教学服务，必
须凸显学科特点。电教老师也加入了
研讨，对黄海燕老师的信息技术进行
专业指导，教黄老师利用网络、多媒
体技术呈现生动的情境，以激发学生
研究兴趣及潜能。

课堂上，原本预设好的一些内容
和方法常常不会出现，学生的思维走
向往往会给课堂带来出其不意的惊
喜，这也对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各级
教研员采用包校、包人的办法，进入
学校参加研讨，对课堂教学反复打
磨，确保晒课质量和优课水平。教研
组的老师们在听课时也不断产生新的
想法与建议。

徐杨第一次试录后，大家回放
录像，逐个环节进行点评，对徐阳
的肢体动作、语言表达到与学生的
交流方式、引导方法进行了全面而
深入的分析。当大家谈得尽兴时，
教研组长提出自己的建议，请组里
的另外两个老师按照自己的想法，
根据相同的教学内容也上一节课，
然后再将三节课放在一起研究。就
这样，教研方式由一人上课、众人
磨课变成了多人同课异构。正是基
于对一节好课的追求，使得老师们
在 自 我 批 评 和 扬 弃 中 不 断 开 拓 创
新，超越自己。

校本教研的“正规军”发挥了
重要的引领和支撑作用。生活中的
信息技术让老师的教研圈不再局限
于校园内。为了让磨课更有实效，
学校还专门组织进行网上教研，通
过多种形式的网络教研，征求大家
的意见。“丰云漫步”是河南省郑州
市金水区丰产路小学郑璐老师创建
的微信群，教师们在群里交流讨论
晒 课 的 心 得 和 体 会 ， 还 可 寻 求 帮
助。在完成晒课任务后，“丰云漫
步”现已超越了成立时的初衷，当
初的“一时之策”，已经融入了教师
们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教育教学相
关的专题讨论常在这里进行。

录制优课，技术保障活
动参与

信息技术教师为教师晒课提供
技术支撑，将优课操作注意事项、优课
拍摄技术支持、优课资源格式及相关
要求、优课上传相关问题等录制成微
课，供全体老师随时查看。

教师的课堂实录在信息技术组老
师的指导下拍摄和制作完成。在上传
截止日期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几乎天天
有各学科的老师到杭州市采荷实验学
校视频中心上传他们的活动成果：详实
的教学设计、精致的课件、丰富的微课
素材、符合格式要求的课堂实录⋯⋯

河南省电教系统从搭建省活动平
台、用户注册、实名认证、资源服
务、视频录制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技
术支撑。该省建立起覆盖省、市、
县、校四级网络，有近 2.49 万名管
理员，依靠这个网络将培训落实到每
一所参加活动的学校，从而及时将活
动实施方案、网上晒课内容注意事
项、“优课”网络投票等具体工作要
求传达到每位参与活动的教师，确保
活动健康有序开展。在制作课堂实录
中，各级电教部门发挥自身专业优
势，依托全省中小学现有的高清录播
教室，协助参与活动的教师录制课堂
实录，编辑、剪辑视频资料，从技术
上帮助教师晒出高质量的课例。甘肃
省天水市麦积区电教馆针对基层学校
普遍缺乏拍摄课堂实录的设备条件和
技术力量的情况，将全区农村学校分

为 10 个片区，由区电教馆技术人员
巡回乡镇片区，集中时间、集中设
备、集中人员，对片区教师的“课堂
实录”统一拍摄，大大节约了时间，
提高了工作效率。

平台晒课，看课观摩，
互相借鉴共同成长

优质教学资源上传到平台，
由个人资源变为群体资源，资源
得以分享，辐射作用得以扩大。
在优质数字化资源生成和传播的
过程中，教师基于网络学习和教
研的意识也在增强。

在天水市中小学教师中流行一个
热词“今天你晒了吗？”这种互动式问候
的背后，燃烧着广大教师的晒课热情。

甘谷县新兴镇马家磨小学的教师
马胜全，将一节四年级“平行与垂直
相关概念”的数学课“晒”到了平台
上，由此拉开了天水市晒课活动的序
幕。马胜全所在学校地处偏僻农村，
只有一台办公电脑，他是学校的电脑
操作员，便带头编写了教学设计,学
着制作了 ppt 课件，然后就晒到网
上，成为全市第一个晒课的人。

为有序推进“晒课”活动，确保
“晒课”的质量和效率，浙江省杭州
市采荷实验学校成立了“优课”工作
组，由校长总负责，分管校长为联系
人，师训部门做好优课规划设计，七
大教研组长为片区负责人，将此次活
动与平时的教学研究、教师培训进行
深度整合。4 月份的青年教师汇报课

上晒“常规课”，5 月份的“百花
奖”教学评比过程中教研组晒出“研
讨课”、名师工作室在学期间晒出“精
品课”。各教研组集体研讨、制作微
课、丰富教学、互听互评⋯⋯这样的活
动持续了一个学期。一时间，学校领
导带头晒，特级教师、骨干教师、教学
能手、高中级职称教师示范晒，青年教
师人人晒，形成全员参与的局面。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研室在晒课环
节立足普及，积极引导老教师、山区学
校教师、农村学校教师学习和运用信息
技术。活动一改过去只录优秀教师、名
师课的做法，把注意力引向每一位普通
教师，通过晒课，为教师们提供展示课
堂教学风采的机会和平台。一位参与
晒课的教师感叹道：“感谢发达的信息
技术，谁都能看到别人讲课时的样子，
也能把自己的课堂放在阳光下晒一晒，
这种‘天堑变通途’‘同台比武竞风流’
的快意难以言表。”

通过“一师一课”，教师们按照兴
趣、个人偏好、年龄等结成了网上“研究
团队”，一起反思、探索和改进自己的教
学，教师将自己课堂教学的风采展示给
同行，营造了教师之间相互学习、相互
借鉴、共同成长的积极氛围。

浙江省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一位
校长深有感慨地说：“一师一优课”
活动犹如海浪涌来，留下一沙滩五彩斑
斓的宝贝，带给我们的是教师在任务驱
动下的磨砺和成长，是各教研组积累的
丰富的教育教学资源，更给予广大教师
新的启迪：技术推进学习的探索之路无
穷尽，我们也将沿着优课活动的精髓继
续走好教育教学每一天。

魅力，在努力融合中展现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纪实

本报记者 黄蔚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征求
意见稿） 出炉之际，正赶上“中国诗
词大会”（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的一
档节目） 播放，大概这也算是一场最
美的遇见吧。

中国诗词大会上，最耀眼的一颗
星星，当属十六岁的“国学才女”李子
琳。且不说她当了多少回擂主，就凭
她那两轮“飞花令”就令人惊羡不已。

第一轮“飞花令”，李子琳以“花”
字开头，朗诵了七句古诗：（1）花重锦
官城；（2）花迎剑佩星初落；（3）花萼
夹城通御气；（4）花开时节动京城；

（5）花如木槿花相似；（6）花落知多
少；（7）花飞莫遣随流水。

第二轮“飞花令”，按照主持人
董卿的要求，每句的“花”字要求依
次出现在诗句的 1—7 个字中，难度
陡然增加。观众还来不及为李子琳担
忧，“国学才女”七句“飞花令”便
一气呵成。现场的观众掌声雷动，康
震和王立群两位嘉宾也赞叹不已。这
七句“飞花令”分别是：

（1） 花萼夹城通御气；（2） 桃
花一簇开无主；（3） 争忍花前不醉
归；（4） 风吹柳花满店香；（5） 不
知近水花先发；（6） 酒卮中有好花
枝；（7） 朱雀桥边野草花。

十六岁的李子琳在中国诗词大会
上所表现出来的纯美、谦逊、沉着、
果敢，或许与她对古诗词海量的诵
读、准确的记忆、深入的理解、会意
的把玩有着密切的联系。从某种程度
上说，也正是中国古诗词成就了李子
琳的“核心素养”。

笔者之所以以中国诗词大会作为
本文的开篇，是想说，我们的语文学
科中蕴涵着丰富的“核心素养”方面
的资源。我们不妨继续以古诗词 （或
对联） 为例，来寻觅这些寻常而又宝
贵的精神财富。比如——

社会责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杜甫）；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护花 （龚自珍）；铁肩担道义，妙
手著文章 （李大钊）；

国家认同：了却君王天下事，赢
得生前身后名 （辛弃疾）；人生自古
谁 无 死 ， 留 取 丹 心 照 汗 青 （文 天
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 （林则徐）。

国际理解：别离方异域，音信若
为通 （王维）；星牵沧海云帆耸，浪
系天涯纽带长 （见 《七律·郑和下西
洋》，作者不详）；肝胆每相照，冰壶
映寒月 （许筠）；

人文底蕴：投我以木桃，报之以
琼瑶 （《诗经》）；今我何功德，曾
不事农桑 （白居易）；大江东去，浪
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苏轼）；

科学精神：路漫漫其修远兮，吾
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董其昌）；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陆游）；

审美情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 （陶渊明）；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 （王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
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

学会学习：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 （杜甫）；读书患不多，思义患
不明 （韩愈）；读书切戒在慌忙，涵
泳工夫兴味长 （陆九渊）；

身心健康：养怡之福，可得永年
（曹操）；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乐府诗集·长歌行》）；千磨万
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郑燮）；

实践创新：书到用时方恨少，事
非经过不知难（陆游）；删繁就简三秋
月，领异标新二月花（郑燮）；江山代有
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赵翼）。

诗言志，词写情。宇宙天地、忧
国忧民、理想抱负、人情事理等主旨
意蕴，是古诗词的精神内核。《语文
课程标准》 指出：“诵读古代诗词
⋯⋯注重积累、感悟和运用，提高自
己的欣赏品位。”古诗词对语言形式
美的要求是最高的，它讲究平仄和韵
律。读者只有通过诵读才能体会中国
古诗的声韵之美。著名特级教师余映
潮老师提出的“四读”——吟读，译
读，背读，说读——值得我们借鉴。
通过吟读，“与诗人相遇”；通过译

读，“与诗人同行”；通过背读，“品
诗人笔法”；通过说读，“对诗人说
话”。通过这样的诵读，才能尽可能
地打通读者与诗人、当下与古代之间
的障碍，进行着一次次跨越时空的心
灵对话，以此涤荡灵魂，陶冶性情，
使我们的道德情操得以升华，使我们
的人生观、价值观得以完善。

“孤独的时候可以靠着你的肩/数
着那繁星点点一遍又一遍/我愿苦苦
为你，等待一万年/多想与你在最美
的时刻，遇见。”“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与“中国诗词大会”的不期而
遇，真可谓是“核心素养”与语文学
科之间的一次“在最美的时刻遇见”。

作为恰逢其时的我们，不仅仅是
这场“遇见”的见证人，还应当是这
场“遇见”的参与者：热爱古诗词，
吟诵古诗词，传播古诗词。只有这
样，这场“最美的遇见”才能逐渐演
变成为一路同行，风雨同舟。

（作者系湖北省黄梅县苦竹中学
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古诗词与核心素养：最美的遇见
吴再柱

当前，随着全国各地中小学课程改革
的逐步深入，一些问题愈加凸显，比如学
校该如何进行课程顶层设计，在进行顶层
设计时该从哪些方面着手，等等，成为中
小学校长们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这些问
题从理论上看都不难厘清，甚至能够找到
一些解决的路径，但一旦涉及到学校个体
的实践层面，就仿佛进入了深水区，并非
每一个学校都有能力凫上水面，望见前行
的方向。但是，如果学校课程改革不是建
立在一个整体的系统之上，或者学校没有
首先进行课程顶层设计，课程改革就迷失
了方向，所有的课程行动就只是凭借盲目
的热情和模糊的想当然，课改就容易沦为
一场运动，没有历史，也没有传承，更没
有生命的联结。

那么，怎样避免这种情况呢？我认为
应该从三个层面去思考：

首先，要着眼于学生的核心素养展开
思考。学生的核心素养是一个根本问题，
也是我们必须明确的育人目标。学校课程
改革不论秉持何种教育主张，也不论一所
学校有着怎样的历史发展背景，课程改革
归根结底是为了培养人而展开的。在我
国，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
目标，对每一所基层学校来说，要回答的
便是培养什么样的人，也就是学生必须具
备哪些核心素养。另外，不同的学校其学
生的核心素养有什么不同吗？怎样在立德
树人的总目标之下，结合学校已有的办学
条件和发展历史确立本校学生的核心素
养？本校学生的核心素养该用什么样的语
汇去提炼、概括和表达？现在有些学校没
有从根本上思考这些问题，在核心素养即
育人目标上，校长、教师、家长、学生没
有达成共同的愿景，就盲目跟风，草率地
付诸行动。这样一来，校长不知道自己将
把学校引向何处，教师不知道课改为什么
而为，家长不知道课改对孩子意味着什么，
孩子当然也不知道自己该朝着哪个方向努
力。课改，成了一种黑暗中的摸索，没有目
标，也没有方向。因此，学校在进行课程顶
层设计时，确立学生的核心素养，即明确育
人目标，是构建学校课程体系的重要前提，
否则课改就失去了意义。

第二，要概括、提炼学校的办学核心
理念。在明确了核心素养即育人目标的前
提下，学校要旗帜鲜明地提出办学核心理
念，因为办学核心理念是一个学校的灵
魂，是为了培育学生核心素养而提出的学
校教育价值主张，也是学校构建课程体系
的基础和突破口。有些学校办学设施优
良，校园壮观漂亮，课程开设也十分丰
富，但就是缺少一种“精神”，缺少一种
生命的关怀，缺少一所学校独有的文化。
在很多情况下，其实是学校办学核心理念
缺失的缘故。有些学校开设了许多课程，
也初步构建了课程框架，但仔细研究就会
发现，这些门类众多、名头各异的课程，
不论是国家基础课程还是拓展性校本课
程，都没有统整在一个核心和灵魂之下，
学校课程难以构成一个有机联系、彼此联
结的完整系统，而沦为一个个松散的板
块。这样的课程不会蓄积巨大的能量，不
会推动学生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

第三，要以统整与跨界的眼光构建课
程体系。如果没有站在人的完整发展的视
角，课程设置就很容易彼此割裂、重复交
叉、重知识轻能力，与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
不相匹配，这也是必须深化课程改革的重
要原因之一。因此，各学段、各学科再也不
能各自为政，教师再也不能孤军作战，而是
要上下贯通、相互衔接、密切配合、彼此协
调。这就要求学校在构建课程体系时，必
须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国家基础
课程、地方课程、拓展性校本课程之间的关
系，还有课程实施的比重、资源、策略等方
方面面，用统整与跨界的眼光来重设课程、
创生课程、实施课程。教师之间要尽可能
地打破学科边界，倡导跨界协同教学。因
此，我们可以预测，随着国内课程改革的不
断深化，在未来几年内，多学科统整与跨界
教学将逐渐成为常态，大量具有统整与跨
界特征的“新”课程将不断创生，中国教育
界最优秀的教师将从那些能够实施统整与
跨界课程教学的群体中诞生，他们也将成
为中国教育界最值得关注的中坚力量。

（作者系杭州市建新小学、杭州市新华
实验小学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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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兰州五十八中学的教师们在一起磨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