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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全程中课程的意义和
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就一所学校而
言，优秀的课程当从优秀的课程建
设尤其是课程设计中来。所以，校
长的课程设计领导力，将决定一所
学校学生培养的层次和学校发展的
水平。

所谓课程设计，是指按照一定
的教育目标，有计划地进行学校课
程规划、开发、建设的创造活动。
进行这项创造活动的能力，就是

“课程设计力”。与一般教师学科课
程、单项课程的设计能力有别，校
长的课程设计力主要体现在学校课
程的价值确定、整体规划和系统建
构等诸领域。

确定学校课程价值是课程设计
的核心。不论什么学校，其课程的
核心价值自然体现为教育的目的。
为孩子终身发展奠基，这几乎是所
有学校教育课程孜孜以求的共同目
标。在这样的通识和共性追求下，
不同学校又是可以有着自己独特个

性追求的。这种独特追求，往往表
现为致力于侧重学生素质素养的某
一个或某几个方面。比如有的追求
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有的追求道
德和人文素养的培养，有的追求学
生审美素养的培养，有的则重在学
生思维品质的训练，还有的更加强
调学生运动素养和体育精神的培养
等。这就需要课程设计者根据学校
发展历史和具体请况，根据教师素
质特点以及整体水平和能力，来作
出客观分析和精准判断，从而确定
学校的课程价值追求。

课程整体规划是课程设计的
主体。学校课程从价值观确立到
建构、实施和评价，是一项宏大
的工程，必须要有站位高端的总
体构想，要有符合教育规律和逻
辑的框架结构，要有保障推进执
行到位的环环紧扣的制度设计和
机制安排。

课程体系建构是课程设计的关
键。我国学校的课程体系建设，自

课改后才有比较明确的概念。教师
课程意识、课程开发能力的培养和
增进，也才由此而得以强调。所
以，近些年来，校本课程才被一些
学校或自发或自觉地以零星的、分
散的方式“开发”和“建设”。但
是，课程只有形成体系，才能发挥
其“整合”和“集束”的威力，真
正实现指向明晰、重点突出的“育
人”功能。优秀的校长正是要以
学校文化内核和价值观为核心元
素，整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
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构建基于学
校历史传统、体现教育教学个性的
课程体系。

校长课程设计力的强弱取决于
诸多因素。

一是对于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
价值的科学认识和理解。当20 余年
的应试教育几乎“摧毁”了整个社
会对于教育的科学“认知”，并且
由此“绑架”了学校教育，教育人
最 需 要 的 是 理 性 回 归 教 育 “ 初

心”，深思“什么是教育”“孩子为
什么要接受教育”“孩子应该接受
什么样的教育”这样一些教育“本
源”问题。教育人只有通过这样的
思考获得自我觉醒，才有可能实现

“启蒙”和引领社会，从而推动教
育的顺利“转型”。

二是对于课程特别是课程价值
的科学认识和理解。多年来，各类
教育观念、课程理念、教学模式纷
至沓来，往往一个口号方才唱罢，
另一个理念又忙着登场，校长与教
师疲于应付，逐渐失去理性和科学
判断，陷入了永无休止的关于“学
习者中心课程”“社会中心课程”
和“知识中心课程”的扯皮纷争
中。殊不知，这三类课程各有其
特点，各有其价值。对于学校教
育而言，应该是兼收并蓄、互补
长短。这需要校长引领教师认真
辨析清楚，从而在课程设计中综
合权衡。就具体课程设计与建设
的总体目标而言，就是要在学生

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尊重和满足
学 生 的 差 异 性 特 点 和 多 样 化 需
求”，提供选择，彰显自主，达成
学 生 个 性 和 创 造 精 神 的 更 充 分 、
更主动的发展。

三是学校文化与课程设计及
课程体系建构的关系处理。就一所
学校而言，文化是其“精神”和价
值观的集中和凝聚，是上位概念。
学校课程设计和课程建设应该紧紧
围绕学校文化内核而开展。可以
说，有什么样的学校文化，就应该
有什么样的课程，进而有什么样的
学生。因此，学校课程设计和课程
体系建构，应该与学校文化建设同
步进行。文化的充实和完善，课程
的设计和建设，上下联动，左右逢
源，共同推动学校内涵和品质提升
以及教师能力和素养发展，从而使
丰富多彩的课程满足所有学生既全
面又个性的发展需求。

（作者系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
常务副主任）

校长设计力领导课程教学
严华银

探寻·校长领导力之课程设计力⑤

从26岁开始，我一直在比较偏远的农村小学
做校长，至今已有22年，一向被熟悉的同事称为

“草根”校长。
随着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我现在工作的这

所村级小学学生人数由几年前的1000余人减少到
现在的100多人；教师人数也由原来的50人左右
减少到现在十几人，而且其中一半人年龄明显偏
大。由于生源和教师少，办学经费捉襟见肘，许多
想办的事没有财力去办，许多想开展的活动没有人
才去开展。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师生绚烂的
教育梦想并没有为之褪色。

兼课校长打球忙

上学年第一学期，因为学校能教体育课的教师
不够用，我就在任教两个班科学课的同时，兼任了
四、五两个年级的体育课。由于班级学生人数少，
学校的体育器材足够达到上体育课的学生每人一
件。看着静静躺在篮球筐里的篮球，心里很不是滋
味。于是，我的每节体育课，在保证完成体育课程
标准规定的教学任务之外，就教学生打篮球。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学生从看不懂教练手
势、只知道抱着篮球乱跑乱扔、喜欢单打独斗，变
得熟悉了篮球运动规则，并且三步篮也跑得像模像
样，比赛时也注重团结合作了。今年9月，教育局
举行全市小学生篮球比赛，我们学校篮球队（全市
唯一一支村级小学代表队）代表所在区域参赛，男
女两队双双获得全市第三名的好成绩。

现在经常会有学生在活动课时，到我办公室门
前喊：“校长，俺们想跟你一起打篮球。”

简易书架大用场

朱永新教授说：“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
可能有真正的教育。”农村的孩子家庭条件相对较
差，家长的文化水平也相对较低，有藏书的家庭很
少。针对这个情况，我带领老师亲自动手，在教室
走廊的墙壁上装钉了简易书架，让图书室的书走出
来，让所有学生随时、随地、随手能够拿到自己感
兴趣的书阅读。

最初谋划做这件事时，很多老师担心这样会让
图书丢失、受损，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不仅
图书没有少，而且许多孩子在发现有些图书出现页
角内卷或装订开裂后，会主动告诉老师，或者自己
用胶水很小心地黏合起来。

学农基地瓜果香

由于学校学生人数急剧减少，有些原来供学生
活动的场地空置了下来，一到夏天就会长满各种杂
草，影响学校整体美观。为此，我带领全校师生把
这些地方开垦出来，把它们变成了一块块学农基
地。学农基地的名称由班主任发动学生自己命名，
唯一要求就是要名副其实。

孩子们根据自己班级在学农基地里种植的植
物，展开了热烈讨论，于是就有了各具特色的名
称：栽花的叫“溢香园”，植树的叫“森林公园”，
种瓜的叫“得瓜园”，种豆的叫“得豆园”，种菜的
叫“绿色果蔬园”⋯⋯在学农基地管理过程中，孩
子们会经常给植物除草、捉虫，观察植物的生长情
况，并做观察记录，不懂的就去问老师，学到了许
多种植植物的知识和技能。

片片落叶诗画新

学校里有很多广玉兰树和银杏树，一到秋天，
古铜色的广玉兰树叶和金黄的银杏树叶就纷纷飘落
下来。看着这些落叶，我不禁想起了苏曼殊的一句
诗：“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

“红叶题诗”自古有之，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
这信手拈来的落叶让学生做点有意义的事呢？我立
即召集全体教师讨论此事，最终形成了“落叶诗
画”活动方案，主要内容是在全校师生中开展“落
叶诗画”活动，要求很简单：在拣到的落叶上写一
个字、一个词语、一句话，摘抄一首诗，创作一幅
画。学校定期收集和评比师生作品，对成绩突出者
给予奖励。活动方案公布后，学生们参与活动的积
极性高涨。每到课间，都会有许多学生到树下拣落
叶。那些平时被当作垃圾处理掉的落叶，现在在孩
子们的眼中变成了宝贝，变成了一件件充满童趣的
艺术品。

（作者系江苏省新沂市田吴小学校长）

草根校长草根情
徐勤再

最近一年，在我院的图书馆
中，经常看到一批批中小学生在查
找图书，认真阅读，有时还分小组
讨论着什么。这是我院图书馆协同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开发的“中
小学生图书馆课程”上课场景。

为什么开设这样的课程呢？我
院 在 指 导 附 属 学 校 发 展 的 过 程
中，认真思考当前中国基础教育的
内涵发展问题，提出了“一个学
校，一个时代”的办学目标，希望
通过附属学校的实验研究，探索解
决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育人目标和育
人途径的一些问题，探索提出和实
验一些引领我国未来基础教育发展
的新途径、新方法。

图书馆课程是北京教育学院附
属实验学校在构建三元全息课程体
系中创设的一门“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其目的是通过以图书馆为课
程资源，以图书馆素养为课程目标，
以任务驱动式活动课程为形式，培
养中小学生阅读、信息、媒介、图书
馆礼仪、文献研究、信息化社会责任
与图书馆情感等综合素养。

构建图书馆素养体系
满足信息化社会所需

图书馆课程目标是培养中小学
生图书馆素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
阶梯”，“信息是信息化社会的重要
资源”。从阅读能力到信息能力，从
信息能力到媒介素养，人类知识载
体的发展，给人们的知识获得及学
习方式，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当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青
少年新知识和信息获得能力的培
养，很多国家和地区把信息素养作

为中小学和大学生培养的关键素
养纳入育人目标。在我国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中，也将信息技术课程纳
入国家课程。

然而，从全世界范围看，各国
所重视的信息素养或媒介素养是一
个很宽泛的概念和能力范畴，在课
程实施中难以具体化和细化。

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
（ACRL） 制定的 《美国高等教育信
息素养能力标准 （2000）》（以下
简称 《标准》），被称为美国高等
教育界和图书馆界“最有影响力的
文件之一”。《标准》 把信息素养界
定为个人“能认识到何时需要信息
和有效地搜索、评估和使用所需信
息的能力”。

2003年，清华大学主持开展北
京地区高校图书馆协会项目“北京
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示范性框架
研究”，并在 2005 年正式发布 《北
京地区高校信息素养能力指标体
系》 (以下简称 《体系》 )。该 《体
系》 由 7 个被称为“维度”的一级
指标、19 个二级指标、61 个指标
描 述 构 成 。 各 级 指 标 的 设 置 与
ACRL 的 《标准》 相似，强调信息
意识的培养和对信息素养内涵的认
识，切合我国目前大学生信息意识
不够强的现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
义。从 2001 年起，我国中小学全
面开设信息技术课程，普通高中信
息技术课程的基本理念是提升信息
素养，培养信息时代的合格公民。

这些标准和体系，侧重信息化
社会人的信息素养的培养，是基于
技术和信息社会带来的能力问题而
被动建构的能力素养体系。它们的
共同特点是关注要达到的素养目
标，缺少对培养过程、方法和资源

的指导。
各类图书馆是人类知识和信息

最为集中的场所，是收集信息和学
习知识最为准确、快捷的专业机
构。信息技术为图书馆插上了快速
检索和开放式阅读的翅膀。而信息
化社会培养青少年尤其中小学生信
息和媒介素养的最便捷、最专业的
场所就是各级各类图书馆。除了信
息素养外，依托图书馆还可以更加
专业地综合培养学生阅读能力、文
献研究能力、图书馆礼仪、信息责
任、图书馆情感、终身学习能力等
多种素养。

因此，领导新时期的学校构建
中小学生图书馆课程体系，有利于
学校教育有效落实信息素养的培
育，而这些素养也正是信息化社会
所需要的关键能力。

采用综合实践形式
分解目标有效教学

图书馆课程形式是任务驱动式
综合实践活动。中小学生图书馆课
程，采用贴近学生的活动性课程形
式开展，采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课程组织中心是为
学生设置的图书馆活动任务，教
师在给予学生基本的图书馆检索
知 识 、 图 书 阅 读 和 分 析 知 识 后 ，
通 过 设 置 图 书 馆 活 动 任 务 方式，
组织图书馆课程。

图书馆活动课程的目标，可根
据中小学生图书馆素养培育的整体
规划进行相关阶段和类型分解，设
置不同目标并通过活动的方式来实
现。如在小学中年级，图书馆课程
设置了图书分类与查阅活动课程，

课程的组织中心是图书查找和图书
摘要卡制作。教师为学生设置一个
或一类图书查阅主题，活动要求是
学生分组进入图书馆后，根据设定
的图书主题查找出一本书，然后根
据图书卡片制作的模板，撰写图书
简介摘要。活动的评价内容是看学
生查找图书的速度，撰写图书卡片
的速度和准确度。进行该课程大约
需要两个基本课时。该课程通过小
组竞赛游戏的方式，让学生学习了
解图书分类知识，掌握快速阅读一
本书的方法及图书卡片制作的方法
等。这种方式贴近学生，受到学生
的欢迎，有着很好的教学效果。

整合社会文化资源
跨界协同壮大师资

图书馆课程资源是依托图书馆
真实情景开设的场馆课程。图书馆
课程要依托真实的图书馆场景进
行，是场馆课程的一种形式。真实
的场馆情景，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有利于发挥环境的隐性课程
资源效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图书
馆礼仪，有利于增强学生阅读兴趣
和图书馆情感体验，有利于发挥
社会资源的教育作用，有利于活
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我国各级
各类图书馆建设是社会文化资源
建设的重要内容，各地都拥有一
定的专业图书馆资源，但中小学
对社会专业图书馆利用甚少，很多
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甚至没有去过社
会专业图书馆，这是一种巨大的资
源浪费。通过中小学图书馆课程的
开设，可以更加高效的应用社会图
书馆资源，使图书馆的育人功能得

到更好的发挥。
图书馆课程的师资需要由中小

学学科教师和图书馆专业师资协同
备课组成。当前，我国没有专业的
中小学图书馆教学师资培养，因此
图书馆课程开设缺少专业师资支
持。为此，需要整合图书馆专业管
理人员和中小学学科教师共同备
课，协同研究课程。我院组织图书
馆专业管理者与附属学校的中小学
教师，构建了一个中小学图书馆课
程协同研发团队。他们在课程专家
的指导下，发挥各自学科和专业优
势，协同研发中小学图书馆课程，共
同组织学生进入图书馆参加实践活
动。这种师资整合方式，是当前开
发和实施图书馆课程的良好途径。

勾画课程发展愿景
助力核心素养发展

我院作为国内领先进行高校引
领中小学教师协同研发中小学图书
馆课程的机构，正在构建我国中小
学图书馆课程发展的愿景，努力推
动这项工作持续发展。

一是要构建我国中小学生图书
馆素养体系。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体系于今年 9 月公布，提出了三
个领域、六大核心素养和十八个素
养要点。图书馆素养虽然没有被列
入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但
它是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素养的重
要基础。因此，构建我国中小学学
生图书馆素养体系，将有利于丰富
和支持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有
利于构建图书馆课程的核心目标。

二是除了依托社会图书馆外，
还要推动开设图书馆课程的学校进
一步完善优化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和
使用。如我院在北京教育学院附属
学校提出了中小学图书馆建设的基
本目标——“让学校坐落于图书馆
中，让学习发生于图书馆中，让学
生成长于图书馆中”，从而让图书
馆成为学校重要的文化资源和课程
资源，为图书馆课程开设和提高学
生图书馆素养发展提供物质条件。

三是要加强中小学全学科教师
图书馆素养意识和教学能力培训，
培养一批能胜任图书馆课程的跨学
科教师。教师是课程开发的主要力
量，因此通过整合师资力量，在协
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中小学
图书馆课程教师指导手册，为培养
具有专业水准的中小学图书馆课程
教师提供技术支持。我院中小学图
书馆课程建设项目的最终目标，是
编制我国中小学生图书馆课程指导
纲要，为更多学校提供开设图书馆
课程的专业参考和指导，为更多的
图书馆专业机构提供服务中小学图
书馆课程的参考依据。由此，为在
全国范围普及中小学图书馆课程，
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丰富新的课
程开发资源，从而更好地落实我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作出贡献。

（作者系北京教育学院副院长）

迎接未来：图书馆课程涵育信息时代素养
杨志成

卷首

中国陶研会讲学稿研究中心举办年会

本报讯 （记者 苏婷）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教学
法 （讲学稿） 研究中心 2016 年年会日前举行。来
自全国各地近700名教师、校长及专家学者，在江
苏省常州市武进区湖塘实验中学，围绕减负增效的

“讲学稿”近 20 年实践，进行了交流探讨，32 名
一线教师作了精彩的课堂展示。据悉，目前已有
600余所中小学参与该中心活动，它们紧扣课改新
问题，依托研究推动教师专业发展。

动态

声音

简易书架大用场 本文作者 供图

主持人语

从阅读能力到信息能力，
从信息能力到媒介素养，人类
知识载体的发展，给人们的知
识获得及学习方式，不断带来
新的挑战。

当前，世界各国都高度重
视青少年新知识和信息获得能
力的培养，很多国家和地区把
信息素养作为中小学和大学生
培养的关键素养纳入育人目
标。

因此，领导新时期的学校
构建中小学生图书馆课程体
系，有利于学校教育有效落实
信息素养的培育，而这些素养
也正是信息化社会所需要的关
键能力。

主持人

沈茂德，江苏省天一中
学校长，江苏省特级教师，
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高级
教师，兼任教育部校长培训
中心教授。

《走进图书馆》行前课 本文作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