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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初显，课程开发引领
师生共同成长

走进合肥市香樟雅苑小学，你一
定会为多姿多彩的“香樟树课程”迷
花了眼。

瞧！葫芦丝社团里，孩子们或
专心聆听或认真演奏；农耕社里，
小成员们正在老师的带领下松土施
肥，开辟菜地；花鼓灯社团里，孩
子们正下腰劈叉，苦练基本功；操
场上，还有不少同学在老师的指导
下练武术、打篮球，每一次喊声都
震撼人心⋯⋯

在此基础上，香樟雅苑小学不断
提升内涵，将“香樟树课程”“生
长”为独具特色的“道法自然、香韵
致雅”的校园文化，用点滴细节，在
潜移默化中，熏陶全校师生。

香樟雅苑小学的“香雅文化”，
是蜀山区用课程文化推动学校文化建
设的一个缩影。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
魂，而课程文化正是学校文化的核
心，学校课程建设自然也就成为学校
文化建设的关键。在蜀山区推进学校
课程建设、提升学校课程品质的实施
过程中，16 所项目学校以学校课程

建设为切入点，在学校课程整体规划
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学校教育哲
学、办学理念、育人目标。从而使学
校文化与课程文化有机联系，形成完
整体系。学校课程的研发与实施有效
促进了学校文化建设与发展，引发了
学校文化的深度变革。

令蜀山区教育人振奋的是，随
着课程建设的不断推进，不仅极大
地丰富了学生的学习生活、满足学
生个人成长的需要，为他们的生涯
规划提供了蓝图。学校课程建设过程
中，蜀山区各校教师的教学理念逐
步转变，课程开发意识变强，研究
能力、反思能力、课程的执行能力
得 到 了 明 显 提 高 ， 教 师 的 责 任 意
识、教育观念和教学行为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教师们在开发实施课程
中展现出了自己的特长，自身价值得
以体现。

全面推广，提升全区中小
学学校课程品质

学校课程建设是现阶段蜀山教育
全面推进的一个切实抓手，此项工作
活动取得积极成效，需要学校管理者
全面思考、齐心协力、共同推进。蜀

山区整体推进区域性学校课程建设工
作自上一年度启动以来，已成了学校
品质提升的重要载体，从“校长的课
程意识”“充足的课程资源”和“精
干的课程队伍”三大学校课程体系建
设要素入手，提升校长课程领导力和
培训课程研发团队的目标，取得了预
期的成效。

品质课程，立德树人。学校课程
品质提升也是学生核心素养落实的有
效手段，满足了学生发展的多元需
求，提升了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减轻
了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受到了学生的
普遍欢迎。

展望未来，蜀山教育人信心满
满。下一步，蜀山区将根据“国家教
育部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按照省
市教育主管部门的要求，实施“蜀山
区教体部门关于提升中小学课程品质
的指导意见”，以“实践导向、整体
规划，触点变革、聚焦特色，整合力
量、共同发展”为目标，以“完善课
程体系，加强课程建设，改进课程实
施，促进课堂转型，构建多元评价体
系”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全区中小学
学校课程品质。

（文云 弋云 新东 旺胜）

以变促变 蜀山课程迈进品质新时代
——聚焦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学校课程建设路径

每天起早贪黑，早自习、晚补课，总是有做不完的功课、背不完的书——这是人们
对某些学校的普遍印象。但在蜀山区的多所初中，语文、数学、英语这些中考科目并没
有挤占其他学科，相反，学校还开起了排球、武术、健美操、跆拳道、装饰画等特色课
程。

更有亮点的是蜀山区属各小学，立足校情，各自谋划，开设适合儿童少年发展的统
领性课程。“小脚丫课程”“灵性课程”“新生态课程”……一个个令人耳目一新又不失
品质的学校课程，打破了“千校一面，万人读一本书”的局面。

11月13日—15日，主题为“推进课程深度变革，提升学校课程品质”的首届中小
学品质课程研讨会，在合肥市蜀山区举行。来自全国17个省市、近90个市（县区）的
1400余名课程专家、教科研人员、中小学校长及一线教师齐聚一堂，论道“品质课
程”。会上，蜀山区教育体育部门分管领导就“区域教育全景式课程建设”进行主题报
告，区内16所学校课程建设试点校通过主题报告、成果展示的方式，与同行分享经
验、展示课程图景。

当前，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各学科课程标准修订版的实施工作，着力构建以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为统领的中小学课程体系。什么是课程？它从何而来，为谁服务？什么样
的课程体系是孩子真正需要的？本次研讨会上，区域整体推进学校课程建设的“蜀山模
式”，得到与会专家、同行的认可和赞赏，“重走”蜀山区新课改14年，探寻其学校课
程建设的发展之路，答案自在其中。

从无到有，先行学校校本
课程“亮”起来

作为“科教文化区”，蜀山区的教
育发展一直走在安徽省前列，起着示
范引领作用。早在 2003 年，蜀山区启
动第八轮课程改革。

令教育人振奋而又迷茫的是，这
次改革不是对课程内容的简单调整，
也不仅仅是新旧教材的替换，而是一
次以课程为核心，波及整个教育领域
的系统改革。

新课改到底怎么改，开发什么样
的校本教材？根据国家教育部门 《学
校课程管理指南》 中提出的，“学校须
立足本校现有条件”开发校本课程，
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合肥市稻香村
小学、合肥市乐农新村小学、合肥市
五十中学等一批有基础、条件好、有
意愿的中小学，开始结合自身实际，
积极寻找优势项目，掀起了新课改的
序幕。

在无例可循，没有成熟经验“复
制”的情况下，各学校做了大量探
索。通过遴选亮点定特色、营造氛围
树特色、创新思想展特色、夯实培训
立特色、开展活动秀特色等途径，学
校的特色项目、特色活动、特色课程
开始呈现。与此同时，各学校还通过
自行或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研讨，自
主开设、开发了与学校特色紧密相关
的校本教材。

合肥市西园新村小学的学生对信
息技术有着浓厚兴趣，学校以学生兴
趣为主导，成立了信息技术兴趣小
组，利用课余时间，组织专人开展训
练和活动，为学有余力、学有所长的
学生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和空间。

合肥市黄山路小学依托与军校为
邻的特殊地理位置，充分挖掘丰富的
国防教育资源，根据学校的自身特
点、现有条件进行梳理整合，构建出
一套符合时代需求又独具特色的“国
防教育”校本课程。

⋯⋯
在区属各学校的不断努力下，蜀

山区涌现出一批校本课程建设方面的
成果，为学校课程体系的丰富奠定了
坚实基础。

串珠成链，区域推广，课
改驶入“快车道”

课改十年，蜀山区教育体育部门
对过往经验进行回顾、总结时发现，

“一校一品”甚至“一校多品”固然能
让学校亮点纷呈，然而，这些亮点却
犹如一颗颗珍珠，四处散落，难以出
彩。用什么才能将学校特色串成“项
链”？通过总结与反思，蜀山区教育体
育部门进行了新的定位与思考，决定
加大校本课程研究与实践的力度。

2013 年，蜀山区教育体育部门在
学习研究国家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
要》、省市教育主管部门相关规定的基
础上，结合区域实际，下发了 《蜀山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本课程开发与
实施管理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
了开发校本课程的一般程序、主要内
容，以及校本教材的编写原则、过程
及步骤等，使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更加规范、有序、有效。

与此同时，蜀山区还召开了中小
学校本课程试点学校工作会议，并收
集整理全区中小学课程方案，邀请省
市课程专家评审方案，提出修改意
见。各学校根据专家的指导意见确定
校本课程目标，对学校及当地可利用
的教育资源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主
要包括学校历史、校园文化、学校环
境、教师能力、学生需求、所在地区
的教育资源和总体规划等，使校本课
程体现了学校的办学思路与特色。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蜀山
区教体部门的角色和功能也在发生改
变。如果说课改前十年是各学校自主
探索的实践期，到了 2013 年，则进入
蜀山区教体部门充分参与、组织、引
领、指导学校课程建设的区域推广
期。蜀山区加强指导管理，注重研究
和分享，满足了区域学校内涵发展的
需要，整体有力推进了校本课程的开
发和实施。

专家引领，项目试点，蜀
山课改迈入“深水区”

“看，这是我在橡皮泥课程中学会
捏的小猫咪，它是不是很可爱呢？”

“老师、老师，这幅米老鼠的十字绣作
品，是我们几个同学在学校十字绣课
堂上共同完成的⋯⋯”11 月 15 日，在
研讨会分会场之一的合肥市西园新村
小学汇林校区，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向
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们展示“小天
鹅课堂”的学习成果。

“小天鹅课程”是合肥市西园新村
小学以课程建设为切入点，逐步构建
而成的学校课程体系,前往观摩的教育
专家评价其“真正做到了让老师走进
课程，课程回归儿童”。而“小天鹅课

程 ” 的 “ 前 身 ” ——“ 幸 福 DIY 课
程”，曾开创了“课程超市”“上架”5
大类多种“自助餐”式的校本课程。

“幸福 DIY 课程”同样也是蜀山区新课
改的优秀范例。

从“幸福 DIY 课程”到“小天鹅
课程”，是西园新村小学课程建设由微
观走向宏观的过程，这相当于将原先
的课程模式打碎再重新建构、优化。
在西园新村小学汇林校区执行校长刘
飞燕看来，这个过程很痛苦，但却必
须 去 做 ，“ 最 终 受 益 的 是 更 多 的 学
生”。“刺激”西园新村小学人改变
的，是来自上海的课程专家。

为了让区属各学校进入课程改革
“深水区”，加大课改的力度和广度，

2015 年，蜀山区教育体育部门与上海
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合作，启动 16
所校本课程试点校实验工作。在为期
一年的合作时间里，上海教育科学研
究院课程指导专家团队先后十次来到
蜀山区，对 16 所试点校进行全方位的
进校指导，对学校课程建设进行重新
定位架构，探寻课程变革的全景图。
在专家团队的引领下，各实验校立足
校情，分析梳理课程资源，结合学校
办学理念和育人理念，深入思考课程
哲学、课程逻辑，研制出适合儿童少
年发展的统领性课程规划。

在“大爱教育”的教育哲学指引
下，合肥市五十中确立了“向着大爱
方向前行”的学校课程理念，明确
了 “L-O-V-E 课程”模式，具体可
释义为：L-Lively“充满生命力的”，
O-Outstanding“卓越的”，V-Versatile

“ 多 才 多 艺 的 ”， E- Effective “ 有 效
的”。通过充满生命力的学校课程建设
与有效的实施，培养多才多艺的杰出
学生。

在专家的指导下，合肥市乐农新
村小学凝练了“让快乐长上翅膀，让
成长轻舞飞扬”的课程理念，构建了
具有乐小特色的“乐和课程”，希望孩
子们在“乐和课程”的海洋里自由遨
游，在学习、体验、创造中体会快
乐，向着智者的方向成长。

⋯⋯
2002 年—2016 年，课改 14 年，蜀

山区各学校走过“优势项目→学校特
色→特色学校→品牌学校”的创建之
路，形成了鲜明的办学个性、独特的
学校文化、显著的育人效益、持续的
发展潜力。历经学校自主实践、区域
系统推进、专家专业引领三个阶段，
蜀山区终于实现了学校课程品质的大幅
提升，区域学校课程建设向3.0迈进。

立足基础，探寻课程变革
的新景图

“非常艰难，不乏痛苦！”时隔多
年，提起启动课改之初，蜀山区教育
体育部门教研室主任仍能记得当时的
迷茫和困惑。

第八轮课程改革被视作对中国基
础教育的一次深刻革命，涉及课程的
理念、目标、方法、管理、评价等各
方面。要改变的，不仅仅是课程体系
从单一逐步走向多元，还要求教学方
式从“以教为中心”逐步转向“以学
为中心”，管理方式从“重管治”逐
步转向“重服务”，评价方式从“重
选拔”逐步转向“重发展”。

尤其是校本课程，更是课程改革
中的难点之一，不仅涉及学校对课程
的开发、教材编写，还涉及学校对课
程的实施和评价。“开发校本课程，
构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相
当于对当前课程体系进行重新解构，
这对于教育行政部门、研究机构及学
校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该怎么破？蜀山区教育体育部门
对国家教育部门 《学校课程管理指
南》 进行深入解读，其中提到，开发
校本课程过程中，“学校须立足本校
现有条件”，“教师是课程实施与开
发的主要力量”，这等于明确告诉蜀
山区，学校条件不同、教师素质不
同，开发校本课程的能力肯定也不
尽相同。这为蜀山区推进课程改革
定下了基调：分布实施、分层稳步
推进。

在开发课程时，蜀山区要求规模
较大的初中学校和有基础条件的小学
先行一步，有了初步的经验后，其他
学校再逐步跟进；坚持分层实施，建
议规模较大的初中学校、有条件的小
学采用新编或改编的方式，规模一般
的学校采用改编或选用的方式，规模
较小的学校或教学点，因教师缺乏自
编课程的经验、能力和精力，可采用
选用的方式。

可喜的是，由于采取了分步实
施、分层稳步推进方式，蜀山区各学
校不论条件优劣、规模大小，都能有

序地开发或选择适合本校的校本课
程。

立足于前期经验，在提升区域品
质课程期间，蜀山区再次采取了“以
项目试点校试点先行，积累经验再区
域整体推进”的思路。充分考虑不同
办学背景、条件、地域等因素，蜀山
区选择了 16 所学校，作为首批学校
课程建设项目试点学校。这其中有课
程开发基础较好的学校、有不同学
段、不同规模的学校，也有城区和乡
镇的学校。以试点一年的成果来看，
采取“项目试点校先行”，为蜀山区
区域整体推进课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经
验，这也成为蜀山区域学校课程建设
的重要抓手之一。

行政发力，提升区域教育
的新内涵

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蜀山
区教体部门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课
程建设是一个多维度、多层级的动态
运行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区级课程
领导者、教研室、教研员、学校校
长、教师，分别充当着不同的角色和
职能。区域课程建设要想实现突破，
区级课程领导者、教研员不仅要发挥
指导作用，还要组织引领课程建设。

在这种思路的推动下，蜀山区成
立 了 “ 蜀 山 区 校 本 课 程 审 议 委 员
会”，教育体育部门相关领导任负
责人，基教科、教研室人员为成员。
审议委员会负责对全区中小学开发的
校本课程进行审议与指导，审批学校
上报的校本课程开发实施的总体方
案，加强对学校校本课程的日常管理
与监督、检查；加强对校本课程开发
的研究与指导，及时研究解决学校在
校本课程开发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总结推广校本课程开发实施
中好的经验和做法，积极稳妥地推进
校本课程开发实施。

在组织开展课程试点项目工作
中，蜀山区教育体育部门还采取多部
门联合参与推进的方式，教研室、基
教科、督导室全程参与课程项目校的
各项工作。教研室参与课程规划指
导、督导室定期开展学校课程建设专

项督查。不断完善区域课程常规管理
制度，强化区域课程建设经验的分享
机制，以及特色课程成果的奖励机
制。

蜀山区通过区域行政推动的有效
力度，保证了学校课程建设项目的有
序推进。

专家引领，寻找课程建设
的新路径

在蜀山区分步推进课程改革的十
余年间，全国各地涌现出不少新课改
的优秀范例，其中，专家引领的作用
凸显。为了快速推进区域课程改革，
蜀 山 区 也 开 始 了 “ 走 出 去 、 请 进
来”，通过专家丰富课程经验的引导
和推动，进一步促进学校立足学校课
程品质提升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2013 年—2015 年，蜀山区相继
邀请各级课程专家到区指导学校课程
建设工作，持续为全区校长进行课程
规划、学校课程管理等专题讲座：邀
请市教研专家参与指导“推进校本课
程建设，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专题
会；邀请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
专 家 杨 四 耕 到 蜀 山 区 学 校 调 研 指
导，并为中小学校长作“提高校长
课程领导力”专题报告；南京市玄
武区教科所所长杨向红为蜀山区中
小学校长作“学校课程建设”专题讲
座；组织全区课程项目校校长到南
京、北京、上海等地进行课程建设经
验的学习⋯⋯

2015 年——2016 年，蜀山区教
育体育部门与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普
教所合作，启动 16 所学校课程建设
项目，一年里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
普教所课程指导专家团队先后十次
来到蜀山区全方位进校指导，为学
校课程方案重新架构定位，对课程
项目学校课程规划进行案例诊断与
分析，帮助学校认识自身课程建设
薄弱环节，为学校课程的后续建设
指明发展方向。

在上海教科院普教所专家引领导
航下，在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区政府
部门大力支持下，学校课程建设稳步
推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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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15日上午，首届中小学品质课程研讨会的与会专家们刚走近合肥

市稻香村小学，就听到了校园内传来的琅琅读书声，这是该校的沈晖老师在为四年级学生讲授经典诵读
课《两小儿辩日》。

这样的诵读场景，在稻香村小学早已常态化。2003 年，稻香村小学成为“安徽省百所经典诵读工
程试点学校”，借此机会，学校将“经典诵读”定为学校特色教育，并开发校本课程。每个年级每周设
置两节经典诵读；每天早操前，1~6 年级先轮诵 《三字经》《弟子规》，再齐诵 《少年中国说》。此外，
学校还将诵读与体育、绘画、歌唱、舞蹈、演讲等相邻学科“嫁接”，开展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和丰富多
彩的艺术活动，让孩子们轻轻松松地玩，快快乐乐地读经典、学经典、演绎经典。

潜移默化中，稻香村小学学子个个张口成诵，文章中引经据典，言行举止也以谦谦君子为典范。而
这次作为品质课程研讨会分会场，稻香村小学展示的小书虫俱乐部“母鸡萝丝去散步”绘本课程、翰墨
书季“字形结构的解析”的毛笔写字课程、笔下生辉“草字头、竹字头”的硬笔书法课程等，无一不让
现场专家称赞。

稻香村小学与经典诵读“结缘”，并以此为主体，构建“醇香教育”、开设“稻香村课堂”的契机，
正是缘于蜀山区启动的第八轮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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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问理想中的学校是什么样子，100 个人可能会有 100 个答案：老师不凶，没有做不完的作

业，上课的气氛能轻松一些，校园环境更棒⋯⋯这些对很多人来说属于理想中的学校，在合肥市望
龙学校却已渐渐成为现实。

望龙学校始创于 2007 年，由于学校位于城乡结合部，没有生源优势，学校自创建之初就不被看
好。然而，有着 20 多年教学经验、近 10 年校长工作经验的张和庆掌舵学校，打造“礼爱”校园之
后，学校里每一幢教学楼、每一面墙、每一个角落、每一位师生都在悄然改变。

2015 年，望龙学校成为蜀山区学校课程试点校。在上海课程专家的指导下，学校以“礼爱教
育”为主线，明确了“让礼爱之花美妙绽放”的课程理念，创建了“四色花课程”，探索主题社团活
动，让“礼爱”观念影响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如今，走进望龙学校的校园，“礼爱”无处不
在，学校也因此成为一所真正的新优质学校。

望龙学校的“礼爱”教育，是蜀山区课改14年累累硕果中的一颗“果实”。作为合肥市新优质学
校试点学校，也是蜀山区学校课程建设的极大受益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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