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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课程
和教学，应该是基于儿童立场和生
活情境的，这样的教育也必然是充
满活力的。山东省安丘市新安街道
教育管理办公室统筹规划、积极参与
学校的课程建设，以构建活力课程为
手段，实施活力教育，辖区内学校生
机盎然。

小小茶艺，润泽幼儿心灵

你泡一壶清香扑鼻的龙井茶，我
斟一盅回味无穷的大红袍⋯⋯伴着
优美的昆剧唱腔，如花的女童一招一
式，把茶艺表演得惟妙惟肖。这是新
安街道中心幼儿园茶艺课程的景
象。孩子们在学茶、识茶、赏茶的过
程中，学会尊重自己、尊重他人。

近年来，新安街道中心幼儿园，
根据孩子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律，
将国学经典引入课堂，寓教于乐，引
领孩子亲近经典，接触国学，让文化
浸润孩子的心灵。像茶艺一样，新
安幼儿园在开展国学教育时，也加
入了音乐、舞蹈、表演的元素，让孩
子在轻松愉悦的心境中，吟诵《三字
经》《百家姓》及古诗词。同时，把传
统文化和国学经典编排成孩子们喜
闻乐见的游戏，融入到一日活动中，
培养孩子良好的生活情趣和自理能
力。

据该园园长徐秀娟介绍，目前
该园已经开发活力课程相关项目30
多个，聘请 10 多名家长、专业人士
做兼职活动课教师。

小小蛋雕，改变内心世界

在新安街道关王小学校园文化
艺术节闭幕会上，四年级一班的谭
永福捧着红灿灿的“蛋雕小达人”奖
状，脸上笑开了花。可谁会想到，一
年前，谭永福还是个迷恋网吧、夜不
归宿的孩子。该校蛋雕艺术工作室
的丁世亮老师了解到谭永福的情况
后，把他带进了工作室。从此，这个
孩子迷上了蛋雕，不但戒掉了网瘾，
学习还一天天进步。

近年来，该校结合学生认知规
律和兴趣爱好，开发了有梯度的活
力课程，一二年级学习蛋绘，三四年
级学习蛋雕基本技法，五六年级学

习蛋雕艺术创作，每周一个课时，每
个孩子都有机会拿起刻刀，精心雕
琢自己的梦想。蛋雕作品展评，“我
与蛋雕艺术”征文，“蛋雕小能手”、

“蛋雕小达人”评选等活动，让每个
孩子跃跃欲试，点燃了他们创造的
热情。

该校还开展了包粽子、做年糕、
写对联、剪纸等各种民俗活动，让孩
子感受传统文化的美好。正如该校
王永亮校长所说：“传统文化是民族
的根，它像一盏灯，照亮每个孩子前
行的路，学校的老师就应该是那点灯
的人。”

小小足球，让学校在困境中突围

新安学校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初中部由原来在农村的关王中
学整体迁入而成，小学部由四所农
村完全小学合并而成。建校之初，
教师没有凝聚力，优秀学生流失严
重，面对这样的困境，如何突围？该
校把眼光放在了校园足球上。

学校编印了《快乐足球》校本教
材，各个班级都成立了足球队：“利
剑”“雄鹰”“皇家马德里”⋯⋯每周
一次的班级友谊赛，每月一次的级
部对抗赛，每年的超级联赛，为学生
搭建了平台。学校成立的“少年强”
足球队，在潍坊市体育局正式注册，
由“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学校
聘请体育局专业教练定期来队指
导，技术水平大大提高。

在新安学校，足球更是一种文
化。孩子们刻苦练习时，理解了“宝
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
涵义；举行班级联赛时，场上拼搏的
队员和场下加油的啦啦队员心是那
么地近，情是那么地真，“团队精神”
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学校将

“朝气蓬勃、团结协作、坚韧拼搏、竞
争超越”的校园足球精神提炼成学
校的校风——“拼搏、合作、践行、超
越”，校园足球文化渗透到学校教育
教学的方方面面。

如今的新安学校已成为全国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师生朝气蓬勃，精
神振奋，教育教学质量也不断提升。

（作者单位：山东省安丘市新安
街道教育管理办公室）

儿童立场的教育最鲜活
——记山东省安丘市新安街道活力课程建设

郑平 郭德强

“你的数学是语文（体育）老师教的
吧？”这通常是一句带点嘲讽意味的玩
笑话，不过在今天课程整合的背景下，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

某个周三下午，放学后，我到各
班了解班级教育管理情况。在一 （2）
班，我看到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李老
师还在为七八个孩子志愿导学。我凑
过去，听到李老师对学生讲“早晨起
床，面对太阳，你的前后左右各是什
么方向”的问题。我愣了一下，问
道：“李老师，你在帮谁教数学？”“教
数学？我什么时候教过数学呀？”李老
师被我问得莫名其妙。“‘认识方位’
是苏教版义务教育国标教科书二年级
数学学习的内容，现在刚刚学完，我
听你讲这个问题，以为是二年级的数
学。”我说。李老师恍然大悟，她拿出
义务教育苏教版国标教科书一年级语
文上册，翻到第 97 页，指着课本上的
内容对我说：“王校长，‘认识方位’
确实是一年级语文学习的知识，而且
根据我们的教学经验，让学生运用学
习的方位知识来填空很重要，必须人
人过关。因为题型较‘新’，需要书本
知识与实践活动相联系。”

说着，李老师让面前的七、八个
孩子，读背“方位”儿歌。李老师
说：“一年级的孩子读读背背儿歌还
行，可是要他们根据提供的相关的图
辩识方位，还真难为了他们。这不，
今天上午给他们讲过，下午他们又不
清楚了，即使今天过关，明天可能又
有一些学生弄不清了。”李老师讲的
话，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因为就是
二年级的学生学习数学“认识方位”，
也有一些学生有困难，不是在书上填
反了，就是书上的知识和实际方位混
淆了。听我一说，李老师轻声问我：

“那，我讲还是不讲呢？”
李老师的问题引发了我的思考。

离开一 （2） 班教室，我直接回到办公
室，打开苏教版义务教育国标教科书
一年级语文上册第 97 页的学习内容：
练习3“学用字词句”——

你会利用太阳辨别方向吗？读读
下面的儿歌。

“早晨起床，登上山岗，面对太
阳，辨别方向。前面是东，后面是

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
练习设计：一.在田字格里分别写

上“东、西、南、北”。二.如果是傍
晚，怎么利用太阳辨别方向呢？

看完语文课本，我又打开苏教版
义务教育国标教科书二年级数学上册
第 58 页 ， 再 次 阅 读 “ 位 置 与 方
向”——

你知道太阳是从哪个方向升起的
吗？

早上，小明面向太阳站立
小明的前面是东，
小明的后面是（ ），
小明的右面是南，
小明的左面是（ ）。
试一试：在教室里，面向东站

立，右手侧平举，说出右面的方向。
再分别面向南、西站立，说说右面、
左面各是什么方向。

当你面向北的时候，你背后的方
向是什么？右面和左面呢？

我仔细阅读比较语文、数学教科
书的相应内容，发现语文和数学中的

“方位”问题十分相近，而且，感觉二
年级数学中的学习要求，比一年级语
文的要求还要简单一些。可是，“方位
问题”，让孩子在一年级学习好，还是
在二年级学好呢？我却为难了。教师
是课程改革的主力军，我何不做一次

“民主决议”，把发言权交给一、二年
级的任课教师呢？

第二天，我召集任教一年级语文
课的 9 位老师、数学课的 5 位老师和任
教二年级的4位数学老师，开了一次小
型“实话实说”教学座谈会，就“认
识方位”的教学，听听大家的意见。
结果老师们的想法高度一致：整合一
年级语文和二年级数学学习内容，即
一年级语文中保留“方位”儿歌的学
习，把“方向”的填空练习取消；“方
位的学习”，则统一安排在二年级数学
中进行。原因是一年级学生生活素材
还不够丰富，感性认识还比较单薄，
要让每个学生都能正确填对方位，需
要大量重复训练，会增加一年级学生
的学习负担，又容易把知识教死，也
易引起一年级学生对学习的畏惧。而
经过整合，一年级学生在学习“方
位”儿歌时，对“方位”儿歌产生朦

胧的感知，也有一部分学生自然知
晓，到二年级数学课学习“位置与方
向”时，借一年级语文课学习“方
位”儿歌的基础，再来学习数学“方
位”，就会水到渠成。

这次讨论，大家七嘴八舌，很是兴
奋。讨论即将结束，李老师又向我提出
一个建议：“一至三年级的语文与数学
教科书中，还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能
不能像今天这样，语文和数学老师合作
讨论，集体备课，来个学科课程整合教
学研究呢？”

“李老师提出的学科课程整合研究
非常好，这样吧，我们在座的老师全
体参与，组成第一学段 （一至三年
级） 语文、数学学科整合实验课题
组，马上开始实验。”针对李老师的建
议，我因势利导，当即提出此项校本
实验的大致思路。

近年来，我们围绕语文、数学教
科书开展的整合实验，取得了丰富的
经验，也形成了一些经典案例：如三
年级数学“年月日”学习中“失灵的
拳头记忆法”与“一年级语文‘月份
歌’”整合教学；再如二年级数学

“九的乘法口诀”与一年级语文“九九
歌”整合教学，等等。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持续发展，义
务教育小学国标本语文、数学教科书
都有很大的变革，内容更加接近学生
的学习生活。但由于语文、数学教材
编写者之间缺少沟通，以至造成某个
方面知识的学习，语文与数学学科之
间存在较大时间差的情况，这样的编
排对于学科整合与互动，对学生的核
心素养发展是不利的。

我们学校的语文和数学教师，从
语文、数学教科书的整合入手，自主
实践，自主创新，取得了许多成功经
验。当前，我们的学科课程整合实
验，正由语文、数学教材层面的整
合，走向教师资源整合、教育方式整
合和学生学习兴趣特点整合等方面的
深层次实验研究。

（作者系江苏省丹阳市华南实验学
校副校长、特级教师）

数学知识，可以是语文老师教的
——一项校本的学科整合实验诞生记

王文忠

⦾特色课程

课程整合实践案例⑥

深圳实验学校小学部以“课程人”理念推进课程改革，教师深度参与课程
的开发。该校围绕人格精神、人文语言、艺术体育、个体特长、数理科学等课
程领域，开发形成了“原子模型”的课程体系，并进行了全科课程的探索。近
60 门半日制校本社团课程也是该校课程建设的一大特色。图为该校“智造空
间”社团课程上，学生在动手焊接电路板。 本报记者 汪瑞林 摄

云南育才教育集团云南育才教育集团20172017年招聘启事年招聘启事
一、招聘岗位

1. 集团学校中高层管理干部 （含校长、幼儿园园长
和科室主任）；

2.高中、初中和小学各学科教师；
3.幼儿园教师。

二、应聘条件

1. 管理干部：专业功底厚实，组织管理能力强，对
民办教育有深刻理解，热爱民办教育事业。有大中型学
校管理经验和人格魅力者优先。

2. 高中、初中和小学教师:有本科以上学历，能吃苦
耐劳，课堂驾驭能力强，亲和力强，教育教学效果好。

3. 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教师有大专以上学历。富
有爱心，热爱幼教工作，善于合作，有吃苦精神。

三、年薪及待遇（特殊人才给予特殊待遇）：

1.管理干部：年薪12万—38万元。
2.教师：高中教师年薪10万—20万元；初中教师年

薪6万—16万元；小学教师年薪5万—12万元。
3.幼儿园教师：幼儿教师年薪2万—8万元。
为教师办理社会保险，提供食宿；带薪假期；教师

子女在集团内部学校上学免收学费。

四、应聘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身份证、学历证、获奖证书等复印
件邮寄或发邮件到总部或学校。

五、联系方式

1. 云南片区：云南昆明市学府路 8 号(与省教育厅和

数所高校相邻)
邮 编：650023
联系人：李部长
邮 箱：544352019@qq.com
电 话：0871-65188777

65189666 （传真）
网 址：http://www.yucai.net.cn

2.四川省私立宜宾育才学校片区

地 址：四川省宜宾柏溪镇正街20号
邮 编：644600
联系人：张校长
邮 箱：1732072006@qq.com
电 话：0831-6615429

18990975222

扫一扫，关注云南育才！

全国知名老牌民办名校云南育才教育集团，所属学校遍及云
南、四川、上海等地，22年的励精图治，步入了内涵发展、特色发
展、质量发展和规模发展的轨道。在初中和小学内涵日趋提升，口
碑越来越好的基础上，高中和幼儿教育取得重大突破，新学年在民
办基础教育学校竞争日趋严峻的背景下，集团所属学校招生爆满。
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和优化教师队伍，现继续面向全国招聘教师。

··广告广告··

气势恢宏的新校区大门气势恢宏的新校区大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年）》 中所强调的重点
之一是：“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学习、健康
快乐成长”。以此为目标的课程体验，应
当包含学生对学习任务和学习环境的喜
爱，对学习经历的沉浸，对自己未来的
乐观期待；如果没有这样的学习幸福
感，走出学校的将是每天不得不刻苦学
习，但又厌倦学习的学生，会成为国家
未来的担忧。

近几年，南京师大发展与教育心理
研究所通过对江苏省 13000 多名中学生
被试的研究，探索出了中学生学习幸福
感的基本结构，它包括对学习任务和积
极关系的喜爱和沉浸感、对已有学习现
状的自豪感、对未来目标的希望感以及
由此而产生的综合愉悦感。这些学习幸

福感的成分在南京师大附中树人学校的
校本课程体验中清晰可见，在学生成长
的印记中熠熠生辉。

诞生于 1902 年的南京师大附中是一
所百年老校、首批国家级别示范高中、
国家教育部门基础教育改革实验基地，
它在 2001 年独资创办了南京师大附中树
人学校，现在已从当初的 7 个班增加到
66 个班，共 2600 多名学生。学校以其独
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带给学生丰富的学
习幸福感体验，培养了树人学子特有的
专注、沉浸、坚韧的学习气质和勇于拼
搏的学习品格。

例如：数学组的“创新思维训练”
课程，在培养学生的数学兴趣、开阔学
生的数学视野、打开学生的数学思维等
方面，力求体现数学之美、数学之思。

15 年来，课程班的学生每年参加各级各
类数学竞赛和创新大赛，每个年级都有
100 名以上的学生获得一等奖；有的学
生在初中阶段就进入高中数学联赛省
队。目前，课程班的作业已出版了四期

《数学之光》 数学论文集。
信 息 组 在 “ 奥 林 匹 克 竞 赛 ” 课 程

中，通过将身边的现实问题数学化、可
计算化的训练，发展学生的计算思维，
2011 年以来，学校连续 4 年蝉联全国青
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联赛 （NOIP） 江苏
省团体之冠。物理组的“走进物理学家
课程”，调动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全面
帮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物理规律的构建
过程。还有，生物组的“神奇的微观世
界”，结合普通光学显微镜和数码显微
镜的对比使用，更清楚地观察到生物的

内部结构和一些肉眼看不清的生物，培
养学生像科学家一样不怕困难、勇于探
索。这些课程的体验，使学生在完成具
有一定挑战性的学习任务时，形成了沉
浸其中乃至忘我的状态，达到了学习幸
福感的高峰体验。

学校除了这些十分成功的竞赛类课
程，政史地以及音体美等校本课程更是
在满足学生成长需求的前提下，促进了
学生在环境审美、同伴合作、自我超越
等方面得到精彩体验。如“谈天说地”，
使学生探讨解决了环境问题的方法与对
策，对人类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怀有希望
感。“压花艺术”“扎染艺术”“版画艺
术”，带给学生的不仅是审美视角，更有
动手过程中自主发现和探究所带来的积
极情感。还有，体育校本教材几乎开全

了所有球类课程，包括足球、篮球、乒
乓球、花样羽毛球、健美操等。这些课
程体验让学生既有感官上的愉悦，更有
认知结果的愉悦，由此带给学生对课程
体验的乐此不疲。

15 年来，享受学习幸福感的课程，
带给学生主动积极的学习体验，给学校
带来了每届都有超过 90%的学生升入江
苏省级四星级高中。自 2007 年起，中考
成绩总均分、南京市高分段人数、升入
南京师大附中人数等重要指标，均居南
京市前列。学科竞赛成绩突出，每年都
有 100 余人次获得国家或省级一等奖。
目前，南京师大附中树人学校的莘莘学
子，已遍布清华、北大、哈佛、牛津、
斯坦福等一大批海内外名校，赢得了社
会各界的普遍赞誉。 (姜 磊)

在课程体验中获得学习幸福感
——南京师大附中树人学校校本课程一瞥

南京师大附中树人学
校，是南京市文明单位和南
京市园林式学校。孙小红老
师是南师大附中树人学校常
务副校长，江苏省特级教
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
养对象、江苏省“333”高
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和南京市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她
是“在课程体验中获得学习
幸福感”的倡导者和推动
者。近年来，学校在课程体
验创新中使学子获得了学习
幸福感，走出了一条特色发
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