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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排排绿萝从墙边高高
的架子上垂下，一张圆桌，
几 张 沙 发 ， 将 立 新 小 学 的

“2 号教室”点缀得很有诗
意。校长们安静地坐着，细
心聆听，青岛立新小学的校
长和全课程教师们根据三年
的实践，通过视频、图片和
描述，直观地为大家讲述立
新小学的全课程教学模式。

这是“新学校香山训练
营”的第三次课程学习，来
自全国各地优秀小学的校长
们相聚在一起，根据立新小
学的全课程实践成果，共同
探讨全课程理念下的教学模
式和课程改革思路。

三次“推墙运动”，
让学习在教室里发生

立 新 小 学 于 2013 年 新
建，2014 年就选择了全课程
教育教学改革，以跨学科的主
题式学习为引领，打通学科间
的壁垒，实现学习的综合化。

立新小学的王剑平校长
在“新学校香山训练营”上
说：“我们要做有生命气息的
教育，教室就是孩子们的生
长点。”立新小学对于课程改
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教
室进行改造。

2014 年 3 月，立新小学
开 始 “ 推 墙 运 动 ”。 首 先

“推”的是孩子们的教室。将
两个60平方米的标准规范化
教室打通，构建出一个集图
书阅览、多媒体浏览、休闲
活动功能为一体的复合活动
教室。改造后的教室成为孩
子们最喜欢的乐园。随便参
观一间教室，一进门，是一
排排 U 字形摆放的课桌椅，
旁边的墙上是一块块展板，
贴着孩子们的照片和自己动
手设计的图案。另一面，是
一个很大的活动区，地下铺
着 地 毯 ， 毛 绒 玩 具 、 小 沙
发、涂鸦板、收纳盒、绿色
植物，共同构建出一派生机
勃勃的景象。东莞市望牛墩
多维学校的周兴福校长在参
观完孩子们的教室后感慨地
说：“感觉每一个教室都像孩
子 们 的 家 一 样 ， 教 室 很 自
然，也很让人感动。”

全课程理念强调儿童阅
读的重要性。这不仅在全课
程教材中有充分显示，更要
求实验校管理者和教师有前
瞻的眼光来落实。为了给孩
子更大的阅读空间，就有了
立 新 小 学 第 二 次 “ 推 墙 运
动”——把新学校规划的阅
览 室 从 行 政 楼 搬 到 了 教 学
楼，搬到了离孩子最近的区
域：将教学楼一层原来的两
个综合教室打通，改造成了一
个 200 多平方米的学生开放
阅览区，并命名为“1 号教室
CLASSROOM NO.1”。在
立新小学，教室不再是封闭的
空间，也不再仅仅是图纸上规
划的场所。教室不再以空间
的尺度为标准，而开始以学生
是否发生了学习为标准。

全课程强调学科融合和
创新精神的培养。立新小学
在前两次改造的基础之上，开
始了第三次“推墙运动”。学
校将教学楼内原有的科学教
室和综合实践教室进行整合，
也就是把 3 个功能教室整合
为一个 300 多平方米的开放
创客空间。整个创客空间教
室由 4 个部分组成，有创意车
间、3D打印、乐高拼搭，还有
智能机器人制作。在这里，
学生既可以进行科学实验，
也可以进行智能拼装，可以
一站式完成学习任务。

做有温度的教育，全
面进行课程再造

“空间改造不是为了漂
亮，而是要通过空间的改造
来引发课程的再造。空间的
改造打开了老师的思路，也
让更多的课程开始在立新小
学里诞生。”王剑平说。

春天来了，学校就为孩
子们开设春天课程。通过多
感官、多维度，使用不同的
方 式 接 触 、 融 入 春 天 。 在

“春天”的主题学习中，在
“播种梦想”的开启课上，孩

子们把种子连同自己的梦想
一起播撒；在“寻找春天”
的课堂上，孩子们把课堂搬
到了校园里，迎着春风吟诵
春天的诗，寻找校园里的春
天，学写观察日记；在“放飞
梦想”的实践课上，孩子们通
过“百米长卷”画风筝，巧手仿
古做风筝，在百花苑里放风
筝。立新小学的王春洁副校
长说：“在主题式学习的实施
中，我们特别强调个体的体
验，通过设计一个又一个的主
题学习，让他们参与其中，满
足他们对课程生活化、人性化
等方面的需求，我们努力让教
室里的学习与外面真实的生
活世界相联系，大自然、海洋
馆、动手创作、游戏竞技都是
孩子们的成长天地。”

学校组织学生进行个性
化的小专题学习。每个主题
都要设计一个开启课程，在
开启课上，师生除了要明确
在这个主题下大家要共同学
习和研究的内容，还要组织
学生进行头脑风暴，确定小
组的小专题研究方向，学生
围绕主题进行个性化的合作
学习。跨学科主题式学习中
的小专题学习从学生兴趣出
发，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
给他们提供自由的学习时间
和开放的学习空间，取得了
个性化的成长效应。

为 了 进 一 步 完 善 学 校
“立人”课程体系，最大程度
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
立新小学在每周四下午面向
全体学生开设自主选修课程，
实行混班混龄开课。自主选
修课程以长课为主要形式，注
重的是个性培养和技能训练，
在课程设置上力求体现学校

“为每个孩子的学习而设计”
的育人理念。学校先后开设
了智能机器人、3D打印、小牛
顿、纸模、长笛、萨克斯、童声
合唱、主持人、创意美术、羽毛
球、网球、足球等 20 多门课
程，要求学生们每学年必须选
修一门课程。

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是
全课程实施的基础

立新小学的 2 号教室作
为教师开会、教研的场所，
采用圆桌教研的形式，教师
们在这里畅所欲言，自由发
挥。大家互相帮助，让一个
个奇思妙想变为现实，并让
每个老师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立新小学的圆桌教研
会上，每个老师的教学设计
不一定全是关于自己学科的
内容。每个老师传达给孩子
的知识，也不一定是很片面
的单科课程。在教研会上，
老师们没有学科之分，更没
有主科和副科之分，每一个
教师都能找到他的价值，在
立新，每个教师都很重要。

“从不包班到包班的教学
模式转变，教师的工作时间
变长了，因为全课程改革，
教师们在理念上也迎来了更
大的挑战。”王春洁副校长
说，“孩子的学习要和生活相
关联，其实教师更是这样。
一个不会生活的教师，一定
不会有好的教学创意。所以
我们在提升教师专业素养的
同时，尽可能地想办法提升
教师的个人修养，并且引导
教师读书。”立新小学教师读
书沙龙活动一直在进行着，
甚至还开设了提升教师修养
的形体课。教师的视角变得
开阔，素养得到提高，他们
带给孩子的东西也会和之前
有所不同，这是跨学科领域
学习所需要的东西。

立新小学的全课程教师
王乐勤说：“作为一个从业多
年的教师，全课程教学对我
而言算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学科课程打破了传统的学科
教学，一年设定很多不同的
主 题 ， 然 后 结 合 主 题 的 需
要，从多学科的思维角度设
计教学内容。这种新的课程
教学方式，对教师的综合素
质要求很高，也促进了教师
的自我成长和发展。因此，
想要培养全才，首先必须成
为一个全面的教师。”

从空间改造到课程再造
——青岛立新小学全课程教学模式探索

实习生 郭可畅 本报记者 李凌

世间一切都是有机缘的，遇人
如此，遇到一本书，亦如此。我不
太记得在哪里遇见 《安的种子》，
但让我感触很深的是，一旦捧起这
本书，内心就变得安静了。所以，
我很想跟我的学生分享这本书，也
很好奇这本书会在孩子们幼小的心
灵中激起怎样的涟漪。

上这节课之前的一段时间，我
正好接触到佐藤学的一些文字。在
他的演讲里常出现的词语就是“安
静”和“润泽”，对于他说的“中
国的课堂太喧嚣了”，我是深切赞
同的。在佐藤学先生看来，课堂上
所有的一切最终就是指向“真实的
学习”的发生。这种“发生”，就是学
生在课堂上的姿态是否“柔软”，氛
围是否“润泽”。“安静”“柔软”“润
泽”这三个令我欢喜的词，我希望它
们成为课堂教学的生命常态。

在这节课里我是如何践行的
呢？谈三点感触吧。

创设安静走心的阅读氛围

阅读在古朴淡雅的古筝曲 《出
水莲》 中开始了。男性深沉而富有
磁性的嗓音，把孩子们带入了这个
有着浅浅禅意、浓浓中国味的故事
中。孩子们一边细心聆听故事，一
边静静欣赏画面。这是个获得大奖
的中国原创绘本，其中国元素体现
在它的每一处色彩、图画的每一个
物件里，要想用语言给孩子们解释

它的中国味是苍白无力的，只能一
点一点地把“中国”的样子轻轻地
揉进孩子们的心里——用悠然古朴
的民乐、用叙述中国故事娓娓道来
的声音。于是，课堂开端所营造的
这种阅读氛围给整节课奠定了一个
良好的基调——沉静、悉心、淡定。

课中交流，当话题从讨论三个
小和尚的行为转换到对三个小和尚
进行评价时，孩子们似乎“卡壳”了。
这是个思考由浅入深的过程，孩子们
自主阅读不够充分的话是无法谈论
这个话题的。我提醒自己不能急于
求成，不能越俎代庖。于是，我再次
给孩子们安静自读的时间，引导他
们仔细观察画面，并与同桌相互交
流。这样的处理成功地开启了下一
步的分享。起先有些孩子不太愿意
分享或是怵于分享，经过这个环节，
孩子们打开了话匣子，越来越多的
孩子有了想与大家分享的欲望。

可见，教师要允许课堂冷场，
要关注到课堂内更多的沉默者，才
能使孩子们经历思考、琢磨的紧张
和豁然开朗的快乐，一味追求学生
迅疾的反应是不利于追求课堂的深
沉的，课堂只有沉下去，才会有更
多有价值的东西浮上来。

保持安然的倾听态度

教师对即将实施的教学总是会
有种种的不放心，唯恐课前做的预
设不够周全，赛课的话就更是如此

了。其实，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各种
见解，教师要能保持安然的态度，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应该在目标明
确的前提下，轻预设而重生成。如
此，你的内心才不会充满担心与恐
惧。就如同绘本故事中的主人公安
那样，懂得尊重，能够等待，安心
地做好当下该做的每一件事，你在
课堂上就会变得充满智慧，课堂内
涵才会因不断地生成而趋向深入。

教师在课堂上能够做到安然，
相互的倾听非常重要。因为倾听的
心理基础是平等与相互尊重，听话
的人是站在说话人的角度去理解所
说内容的，也就是说，教师要站在
孩子的角度去理解所说的内容。有
了这样的基础，课堂里师生之间、
同学之间就呈现出一种“相互学”
而不是“相互教”的关系。

当孩子们讨论“对安的评价”
时，三个发言的学生讲了三个不同
的答案：一个学生说安是个聪明的
小和尚，一个学生说安会观察，另
一个学生说安有耐心。怎样从三个
答案当中引导学生找到关于安的人
物性格、行为的关键词呢？还是把
这个问题交给学生自己吧。我说：

“孩子们，刚才三位同学关于安的
评价，你认为谁的评价是最为关
键、最能体现安与本和静的不同
呢？你们来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
吧。”孩子们自己说开了，一番交
流，一个学生最后做了一个全面的
概括：那就是安有耐心，能等待，

正因为这一点，安才能去仔细观
察，才能表现出他的聪明，找到合
适的时机和地点种下莲花种子。这
种阅读的深入不就是通过学生自发
的讨论来澄清他们心中的疑惑吗？
教师此刻一定要抑制住自己的心理
优势，不要将已知的东西或自己的
体验告诉学生，而是要引导学生将
自己探索的困惑、过程和可能的结
果到书本、到同伴中去寻找帮助与
印证，这才能让学生享受到学习真
正的乐趣。

保持众生平等的尊重

课快要结束的时候，我问孩子
们：“本、静、安，三个小和尚，
你们最喜欢的是谁？”大部分学生
举手说喜欢安，只有四个学生表示
喜欢静，而对于本，我反复问了两
遍，没有一个学生举手。

一个学生说：“你看静，为了
能种出莲花，他查找了那么多书
籍，证明他很努力呀！”是啊，每
个人，固然有他的不足，可是难道
就没有优点让我们去喜欢吗？另一
个学生说：“其实，静对莲花种子
的爱，不比其他人少，他不过是没
有用对方法而已。”——看，学生
们通过讨论收获的岂止是对人物特
点的准确把握，他们还习得了更为
可贵的品质——宽容。

没有人喜欢本，我不强求但也
不放弃对孩子们认识本的引导，因

为这是每个人的人生里回避不了的
对“本我”的认识。

我换了个角度问学生：“大家
虽然不喜欢本，但在本身上你认
为 有 什 么 是 可 以 让 我 们 理 解 的
吗 ？” 一 个 学 生 飞 快 地 举 起 手 ，
说：“其实本想得第一，争强好
胜，这是很正常的！”是啊，本想
得第一有错吗？我让学生们扪心
自问，自己是否也有过想得第一
的时候？很多孩子在点头。有个
孩子说，想得到第一才会去不断
努力，他的想法是好的；最棒的
是有个学生站起来补充道：“我觉
得本如果能把握好想得第一的度
就好了，那样他也许会成功。”说
得多好！顺着学生们的话我做了
结语：“孩子们，其实我们每个人
身上都可能会有本的影子，有静
的影子，但是，当将来的某一天
你们也遇到自己生命中那颗珍贵
的千年莲花的种子时，我希望你
们也能像安那样做一场智慧的修
行，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看到自
己生命里那朵千年莲花的盛开。”

在生命交集的课堂中，教师也
应有像安那样的追求，以众生平等
的心思，以满含智慧的淡定，来营
造一个润泽的生命场。静水流深的
课堂，种子会日趋饱满，直至开出
璀璨的花。这大概就是这节绘本教
学课给予我的最好的启迪了。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
望麓园小学校长）

安静，方能遇见美好
——一堂绘本阅读课教学带来的感悟

李丹

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需要与
大自然和各种真实的生活场景相结
合。但学校的教育环境普遍单调，
剥夺了孩子感知能力发展所需的丰
富的环境刺激。个别学校甚至挤占
了原本很重要的、体验自然的综合
课，学生很少有机会去大自然里感
受草木鸟虫等生命的存在，更遑论
了解生命的意义、体验生命的成长。

泰州市凤凰小学以自然实践为
抓手，以生命成长为主线，以本草
园、蝴蝶园、果树园“三园”建设
为载体，构建起学生自主发展的生
态课程群。学校，成了生命成长的
园子。

本草园课程：

亲近自然，传承中华文化

泰州市建有国家级医药城。充
分利用这一独特资源，学校专门辟
出 1000 平方米的种植园，用于中
草药的种植。中草药种植课程不仅
让学生学习了解中草药的基本知
识，传承祖国传统文化，还培养了
学生的观察能力和探究精神。

本草园课程每个年级一个主
题，一个主题就是一个学习单元。
对于低年级，通过“数一数”“分
一分”“画一画”“量一量”的方式
带领孩子走进本草园；指导学生拍
下不认识的植物，利用搜图软件查
找其名称，并了解其科属、入药部
位、采集和收藏方法等，初步认识
了本草园中的药草；通过动手实践
的方法，制作了草药名片。为调动
学生的学习兴趣，老师还教学“植
株锤画”——把移植后多余的草药
进行锤画制作，让自然实践与美术
创作融为一体。

到了中年级，学校主要做了两
个主题的课程，即“神奇的艾草”
和“本草开发”。在“神奇的艾草”
主题课程学习中，老师带领学生上
网收集艾草的资料，进行学习资料
的整理与加工。学生亲身体验采摘
艾草，参与艾草产品的加工制作。
在“本草开发”主题课程学习中，
老师以薄荷为载体，尝试制作薄荷
系列食品，感受舌尖上的本草，并
通过制作薄荷牙膏、肥皂、化妆品
等系列生活用品，让学生感知本草
的神奇力量。

至于高年级，主题课程是“中
医药在泰州”和“种仙草”。通过走
访泰州“同仁堂”、兴化“上池

斋”、泰兴“仁源生”等老字号药
店，参观中国医药城，学生通过对
比中药古今煎制步骤及制作工艺的
不同，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源远
流长。通过走访泰州著名药企——
泰兴市济川制药有限公司，了解了
其主打产品“蒲地蓝口服液”的主
要成分及现代工艺制作，感受了现
代科技的巨大进步。老师还带领学
生通过网络，搜索关于四大仙草

（人参、何首乌、灵芝、冬虫夏草）
的故事并进行分享，分析它们被称
为仙草的原因，并收集仙草在建
筑、家具上的图片，了解仙草在传
统文化中的寓意。

蝴蝶园课程：

关注自然，探究生态发展

“蝴蝶园”是学校建设的一个
蝴蝶活体养殖保育户外实践基地，
又被称为校园生态实验室。园子里
饲养了中华虎凤蝶、丝带凤蝶、玉
带凤蝶等多种蝴蝶，并种植了杜
衡、马兜铃、柑橘等蝴蝶的寄主植
物，形成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为
学生学习自然科学提供了灵动的情
境。

“蝴蝶园”课程目标是探索蝴
蝶生长及其生态环境，培养学生的
好奇心、对自然生物的兴趣及乐于
发现的科学素养；养育蝴蝶，了解
其一生的变化，感悟生命体成长的
艰辛和神奇；研究蝴蝶与人类活动
的关系，思考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
之间的关系；在自然实践活动中，
学会与他人合作、交流和分享，学
习劳动与创造。

低年段学生以形象思维为主，
且具有好奇、好动、模仿力强的身
心特点，因此学校设计了“蝴蝶和
它的亲戚们”校本课程，让学生欣
赏蝴蝶的美，了解蝴蝶的亲戚们，
寻找、制作生活中蝴蝶图案装饰和
蝴蝶饰品。

中年段的学生探索能力增强，
对具有一定挑战性的内容表现出更
大的兴趣，因此学校将中年段的大
单元主题设计为“蝴蝶的一生”，
让学生在三年级先认识蝴蝶的分
布、分类、习性，了解文化生活中
的蝴蝶。例如，民间故事中的蝴
蝶、诗歌中的蝴蝶、邮票中的蝴
蝶、音乐中的蝴蝶等。通过实验设
计、展板设计、诗歌童话创作等形
式，让学生了解蝴蝶的科学属性及

人文属性。四年级的学生则可以到
蝴蝶园亲自采集蝴蝶幼虫，在教室
里进行养殖，利用测量、分类等方
法去研究蝴蝶，初步感悟生命成长
的艰辛和神奇。

高年段学生逐渐关注来源于自
然、社会中更为广泛的现象和问
题，因此，学校将高年段的大单元
主题设计为“蝴蝶和我们的生存环
境”，让学生走出蝴蝶园，认识本
地区常见的蝴蝶品种，探索蝴蝶及
其生态环境，体会到保持良好环境
的责任，并愿意承担相应义务。六
年级学生已有一定的知识技能储备
及丰富的情感态度，他们开始研究
蝴蝶与人类的关系，思考人类发展
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通过蝴蝶
个性化作品创作、蝴蝶主题研究发
布、蝴蝶研究小论文评比来实现关
注环境、珍爱生命的课程目标。

小小蝴蝶园，成了学生探究大
自然奥秘的课堂。在这样真实的情
境中学习，学生热爱自然、乐于探
究的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在潜移
默化中得到熏染和提升。

果树园课程：

拥抱自然，体验美好生活

凤凰小学校园中分散栽种了
10 多种、50 多棵果树。学生伴随
着每一棵果树从春天开花到秋天挂
果，感受着四季变化和生命的精
彩。孩子们在养护、管理、收获、
分享等实践活动中，体验着陪伴、
期待、喜忧、约束等，与果树一同
成长，果树园成了名副其实的生命
的园子。

果树园课程从各班竞争认养果
树开始。参与竞争的班级须完成主
题为“怎样管理认养果树”的调研
报告，学校以此评判其认养果树的
顺序。这样的认养竞争要求孩子们
对樱桃、柿子、黄桃、苹果、山
楂、枣、梨等果树有充分了解，要
思考很多问题并拿出预案，如拟认
养的果树怎样施肥及防治虫害、它
们的阴阳喜好与土壤喜好是什么、
挂果后如何防止鸟儿偷吃、果实成
熟后如何避免被他人采摘、怎样分

享这些果实等，这些都是孩子们要
学习探究的内容。

各班每年竞争认养一棵果树，
第二年可以竞争认养不同品种的果
树。要想认养到心仪的树木，调研
报告就要有过人之处，因此课程一
开始就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课程
实施以发芽、长叶、开花、结果的生
长过程展开，由班主任统筹，科学、
语文、数学、美术、音乐、劳技、信息
技术等各科教师协同参与。课程设
计不仅有学校统筹安排的必修活动
内容，还有各学科教师、各班级学
生的个性创意活动内容。

“三园”课程实施一年多来，
给师生带来的积极变化是有目共睹
的。都说没有问题的课程不是好课
程，而坚持让学生在课程学习中亲
近自然、关注自然、拥抱自然，无
疑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此过程中，智育和德育得以有效结
合，师生也像园子里的生命一样，
积极向上地生长着。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凤凰小
学校长）

“三园”课程构建实践性学习情境
刘卫东

⦾特色课程

⦾教改天地

目前，青岛大名路小学组织全校 18 个班级在学校操场上设摊点，逐一向全校师生展示、讲解本班学生在
“微学期”中开展的各种小课题研究的成果。图为五年级三班学生在展示“中国梦航天梦”研究性课题中，同学
们制作的我国不同时期航天飞船和火箭模型。

本报记者 孙军 摄影报道

⦾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