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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课 改 前 沿 引 领 专 业 成 长

课程周刊

在学生的世界里，教师终将成为
一个背影，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或
高大，或矮小，或清晰，或模糊，或
恒久，或短暂。而一位好教师，留给
学生的，总少不了这样三个背影。

第一个背影，是“爱”的背影。
好教师的这个背影，有一个非常生动
的形象，那就是朱自清的《背影》里
的父亲。在这篇文章里，父亲对儿子
的关爱，表现得淋漓尽致。朱自清之
所以“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就是因为这个“背影”里蕴藏着大海
般深沉而宽厚的父爱。一位好教师，
爱护自己的学生，也应如同爱护自己
的孩子一样。所谓“一日为师，终身
为父”，这句话的意思是，哪怕老师
只教过自己一天，也要一辈子当作父
亲看待，其实这又何尝不意味着教师
应如父辈一样地对待学生呢！

爱不是教育的全部，但“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已经成为古往今来众多
教育家的共识。事实上，学生不仅需
要教师的爱，而且对这种爱非常敏
感，会在自己心灵深处做出最细腻最
深刻的情感反应。

有一名大学生回忆自己幼儿园的
老师时，这样写道：“她对学生很
好，每天放学都坚持把每一个学生送
回家。直到我上高中，还经常碰见她
牵着一群小孩在路上走着⋯⋯也许就
是这最初的启蒙，让我在以后的生活
中总是觉得老师无论如何都是好的，
即使一些老师对我不太好，我都觉得
他们是亲切的——当然这‘不好’也
是后来才慢慢体会出来的。”每一位
教师都不妨静下心来设想一下，若干
年之后自己的学生会怎样回忆自己。
一位好教师，留给学生的，总该有一

个蕴藏着“大爱”的背影吧。
第二个背影，是“导”的背影。

好教师的这个背影，梅贻琦先生在
《大学一解》 这篇文章里，有一段非
常形象的描绘，那就是“学校犹水
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如游泳也，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
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
至，不为而成”。这就是著名的“从
游论”。那条“大鱼”的“前导”背
影，就是一位好教师的背影。

许 慎 在 《说 文 解 字》 里 ， 对
“教”这个字是这样解释的：“上所施
下所效也。”教育，其实就是一种引
导与牵领，一种榜样与示范，一种陪
伴与等待，一种模仿与相随。青少年
儿童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其成长的
过程，首先就是一个模仿与跟随的过
程，“譬之犹响之应声，影之象形

也”。所以，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
更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和道德的引路
人。学生的情操陶冶和意志锻炼，不
可能仅靠语言的说教去完成，必须靠
教师的言传身教，靠教师的示范引
领，用教师的心灵去感染学生的心
灵，用教师的人格去陶冶学生的人
格。身为教师，就应当站在学生的前
面，引导学生，并为学生做出榜样。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就
是要“把自己的精神标志刻印在学生
的身上”。对这一复杂的教育过程，
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做过一个生动描
述：“教育者是一位向导，他熟知崎
岖难行的山路上的一切曲折和坎坷，
他在向初次上路的年轻人指引道路。
他只是指路，但路还得靠行路人自己
去走。向导和年轻的行路人，在崎岖
小路的艰难攀登中，共尝艰辛和分享

快乐。”所以，一位好教师，一定是
一位优秀的向导，更是一位优秀的攀
登者，留给学生的，应有一个值得终
身学习与追随的背影。

第三个背影，是“推”的背影。
好教师的这个背影，犹如古希腊神话
中的西西弗斯日复一日往山顶推石头
的那个背影。迎来又送走一茬又一茬
学生的教师，与日复一日推石头的西
西弗斯是何其相似。教师的教育生涯
就是这样的：在山脚下，带着一批新
生，一步一步往上推啊推，或三年，或
六年，终于到了山顶，学生却毕业了，
一个个远走高飞。心中虽有万般不
舍，但依旧又满怀憧憬地来到山脚下，
带着又一批新生，从头开始，迈步前
行。就这样，朝朝暮暮，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直至双鬓飘霜。来来回回的
全部乐趣，就源自那些生命拔节的声

音。
一位好教师，就是在学生成长最

初最重要的那一段时间里，一直站在
他们身后的那个人，如同西西弗斯，
用一双温暖的手推着他们前行，或唤
醒，或激励，或鼓舞，或鞭策。一位
好教师，总是能够给予学生合适而有
力的“推背感”，那是一股源自生命
的力量，平凡而崇高，坚定而恒远。
一位好教师，既能够站在学生的前面

“ 导 ”， 也 善 于 站 在 学 生 的 后 面
“推”，把自己的学生推向更高、更
远，直至“青胜于蓝”。好教师那矢
志不渝、无怨无悔的背影，就成了一
茬茬学生心底里最温暖也最感伤的记
忆。

（作者系重庆市教育信息技术与
装备中心主任，曾任重庆市九龙坡区
教委主任、重庆市人民政府督学）

好教师的“三个背影”
陈瑜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镇海
区成立镇海区中小学创客教育
骨干教师协作组 （以下简称

“创客协作组”）。
创客协作组首批成员由

40 位中小学学科教师组成，
协作组的主要职责是开展区域
性各类创新实验室、创客空
间、STEAM 教育的指导与研
究；培养创客教育教师核心团
队，促进STEAM教育校际资
源共享，引领创新教育实践探
索；参加创客教育相关培训与
对外交流，促进各校创客课程
资源共享。

创客协作组的成立，可进
一步发挥创新实验室、创客空
间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的作
用，建设有地域特点和学校特
色的科技校园，推进区域常态
化的创客教育氛围形成。不同
学校的创客课程资源有差异，
比如有的学校是传统的全国优
秀实践调研学校，优势是调研
指导课程；有的学校侧重于通
用技术，有的学校侧重于信息
技术，有的则在科技小制作、
小发明方面独树一帜。区里搭
建平台，又有科协的助力，协
作组集全区科技创新之力，可
以优势互补。

目前，宁波市镇海区有市
级及以上中小学创新实验室

（创客教育） 项目 6 个、区级
项目 9 个，半数中心级以上学
校至少建立 1 个创新实验室项
目。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
市镇海区镇海中学）

宁波镇海区教师
成立创客协作组

曾昊溟 钱婷婷

“我看到了用来训练航天员超
重耐力及在超重条件下操控飞船能
力的装置——亚洲最大的离心机，
它那8米长的手臂引人注目，为什么
要设计这么长呢？很快我就明白
了，要想获得6-8g的加速度，转速
不变的情况下就要增大旋转的半
径。我们刚刚学的物理知识，竟用
在如此尖端的科技上⋯⋯”北京一
零一中学高一年级李一鸣同学在参
观航天城后感慨道。

像这样走出书本、走出校园的
课堂在北京一零一中学还有很多，
学校从学生多元发展和个性化需
求的角度，建立起一套成熟的科技
教育课程体系，为高中阶段培养学
生科技素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日前，记者走进一零一中学，对该校
富有特色的科技教育进行了探访。

国家课程校本化，传递的
不只是科技知识

国家课程是课堂教学的核心，
科技教育不能脱离国家课程。北
京一零一中学将国家课程与校本
课程深度融合，把丰富的国家课程
资源校本化、教学方式个性化，让
国家课程发挥综合育人的功能。

比如，物理组的教师将人教社
物理教材中“航天”主题的内容：必
修 1 中的“超重与失重”、必修 2 中
的“万有引力与航天”、选修 3—5
中的“反冲运动火箭”等进行整合，
将教室搬到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中心，进行实地考察，现场讲授。
在这里，学生们触摸到返回舱实
体、航天服，观看了火箭发动机、月
球车模型、失重训练的“超级水
槽”⋯⋯

学校邀请北师大梁灿彬教授
为高二年级做“相对论与星际穿
越”的讲座，将影片情节与相对论
知识有机结合，不仅使大家对时间
与空间有了全新的认识，了解了天
体物理中的许多奇异现象，如黑
洞、奇点、时空弯曲等，更锻炼了学

生以抽象思维思考问题的能力。
在展示探月工程等主题时，老师们
不失时机地将科技与社会联结起
来，让学生看到科技应用的社会价
值，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
心。

地理组的教师结合近两年北
京城市发展变化，为高一年级开发
设计了人文地理实践活动——“我
的北京我的城”，围绕地理学科核
心素养，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运
用所学的地理原理认识身边地理
现象。学生在考察过程中，了解了
北京的城市文化、城市空间结构，
通过地名、遗址追溯北京的历史，
认识城市空间功能区的变迁。地
理组和天文社举办的一年一度的

“中秋赏月”活动，更是人文知识与
科技知识交融，猜谜语，吟诗词，听
讲座，观测月球⋯⋯

化学必修 1 中“元素化合物”
的教学，在化学组老师那里，变成
了“菠菜补铁是真的吗？”这样的问
题探究。老师引导大家以探究实
验为手段，将铁元素的定性检测和
定量测定相结合，用模型拆解了一
个真实的、复杂的生活问题。再
如，选修模块中，化学反应速率和
限度内容的教学，教材中主要是讲
理论，化学组的老师则以“我的工
厂我做主”为任务将其校本化，让
学生化身工程师，以可燃冰的开发
利用为情境，建立一个工厂，通过
企业的选址情况，收集产品的生产
原理、原料利用率、能耗、投资和成
本核算等活动，关注化学反应过程
中的反应方向、反应速率以及反应
限度，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让学
生提高环保意识，认识合理开发资
源的重要性。

“三层九类”科学课程体
系，为创新人才奠基

新课程改革和学校特色发展
要求学校构建适应学生发展需求
的制度文化。北京一零一中学试

行“年级+书院”的经纬式教学管
理模式——继承以年级、班级为核
心的横向管理模式，同时建立纵向
跨年级的学术一体化管理模式。
学校创立了以“科学”“人文”“领
军”“国际”为主题的学森书院、圆
明书院、六韬书院和国际书院，成
立了课程开发中心，并由校长郭涵
担任总设计师、副校长熊永昌担任
总负责人。各学科骨干教师和科
研院所、高校专家组成导师团队，
负责书院课程的开发和实施，经过
几年的探索和实践，逐步建构起书
院主题课程群。

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学森
书院搭建了“学术拓展”“个性实
践”“拔尖创新”三个层级九种类型
的科学教育课程体系，学生每学期
都可以自由选择主题课程。这些
课程给学生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新
知的大门。

科 学 前 沿 课 程 紧 跟 时 代 脉
搏。在学森书院的科学主题学术
拓展课程中有物理科技前沿、好玩
的数学、激光加工与生活、奇幻电
子世界、畅游 IT、网络与信息安全
等课程，也有“海底总动员——海
洋生态研究”项目组、基于“3D 打
印”的 STEAM 项目和生命科学探
究、基于机器人的 STEAM 项目等
项目组，以培养跨学科综合人才为
目标。

“当初我想，不就是组装一个
排爆机器人嘛，小时候在乐高课上
就玩过，但是当我踏入教室时，面
对摆在面前一堆山一样的零件，无
从下手。于是只好虚下心来，一步
一步地按照老师的指导和自己的
研究进行尝试。当最终拼装出一
个功能完善的机器人，还是很有成
就感的。”高一6班学生袁也说。

袁也说的就是基于机器人的
STEAM 项目中，“防爆排雷机器
人”的设计拼装。这个过程中涉及
机械、电子、控制、计算机、网络、管
理等多个学科，学生以团队合作的
形式，从一个个小元件焊接成电路

板开始，到控制程序的设计，再到
手机 APP 的设计，完全独立完成
机器人的构思、设计、实现和运作
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跨学
科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
意识、创造能力、科学探究和技术
运用能力、团队合作精神，都得到
了锻炼，学生获得了一种基于核心
素养的综合成长。

大师领航课程开阔学生的视
野。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
势待发，如果能在现阶段培养学生
的科技兴趣和开阔眼界，将对其未
来的专业发展发挥积极影响。为
此，学校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让
学生和科学家、学者、高新技术人
才面对面交流，关注资源环境、生
命科学、航天科技、互联网及信息
安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最新进
展，让学生了解科学发展的趋势和
未来。这对学生开拓视野、选择未
来研究方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有着重要的领航作用。中
科院、国家天文台、中国空间技术
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都曾登上学
校的讲坛。

学术论坛和科普活动营造科
学氛围。在一零一中学，有一个博
士讲堂，主讲者都是学校的高学历
青年教师。化学博士王昱甥的“舌
尖上的食品添加剂”、生物学博士崔
旭东的“探秘DNA”、地理学在读博
士金梓乔的“科学与工程”等，都曾
引起强烈反响。物理学博士相新
蕾还带着学生拜访了他的博士生
导师、2012年国家科学技术最高奖
获得者、核物理学家谢家麟先生。
谢先生殷切地嘱托孩子们：“世界上
那么多美好的事物，要有自己的兴
趣爱好，选定方向还要耐得住寂
寞。科学研究的道路上不会一帆
风顺，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

学生们还有自己的“学生学术论
坛”。他们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向大家
展示汇报，有的同学编写了校本教
材，在校内开设选修课，当起了小老
师。物理节、科学嘉年华、中秋赏月、

天文观测、航天育种等活动，营造出
浓厚的科学氛围。

学科竞赛激励学生走上学术
之路。学科竞赛有助于培养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增强学习能力。学
校组建了强大的学科竞赛团队，利
用主课堂、选修课、书院课、周末
竞赛小组、夏令营等，分层次、
分类型开展竞赛辅导。钱学森理
科实验班的学生不负众望，在全
国 高 中 数 学 、 物 理 、 化 学 、 生
物、信息学联赛和国际天文奥林
匹克竞赛、国际数学邀请赛中屡
获佳绩，很多学生进入高校后选
择了自己曾经的研究领域。2016
年毕业的钱学森班陈肇盟和陈启
昭兄妹俩综合成绩名列前茅，在数
学竞赛中获得数十个国内外大奖，
一同被牛津大学录取。

科学实践活动激发学生
科技创新热情

这所学校的学生无疑是幸福
的，学校有一套中学与大学、科研
机构有机衔接、体系开放的联合培
养机制，这使得学生有机会走进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室，接触高端
的实验器材，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小
型科研创新项目。

外出科学考察。学校与中科
院京区科协合作，利用中科院在全
国各地的研究所及其野外台站的
资源，精心规划每一条科考线路的
活动和课程内容。2010 年 1 月以
来先后组织学生在云南、内蒙古、
吉林、山东、安徽等地举行了动物
学、植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物理
学等不同主题的科学考察活动。
同学们穿越雨林，远足野炊，露营
沙漠，采摘收集植物，制作生物标
本，了解少数民族风情，与科学家
一起做小课题研究和社会调查等
活动，以生态学的视角审视人类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

搭建高端课题研修平台。学
校通过青少年科技后备人才计划、

翱翔计划、英才计划等活动途径，
和中科院各科研院所、北京大学、
北京邮电大学、北京交大等高校合
作，选拔对科学有浓厚兴趣、学有
余力的学生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
让他们在专家和本校导师的指导
下做创新课题研究。在管理方面，
学校采取“宽严结合”的方式，“严”
是指开题答辩、中期汇报、结题答
辩和科研方法讲座需要师生“面对
面”，甚至需要“手把手”；“宽”是指
平时的指导可以利用微信、电话等
方式联络，建立了指导老师和学生
的微信群，要求每周学生上传一次
活动记录，导师上传一次指导记
录，及时了解和督促每个课题组的
进展情况。指导老师们惊讶地发
现，一些研究生阶段才具备的优秀
科研素质已经在他们身上体现出
来。

打造品牌科技项目。学校生
命科学探究活动已有 20 多年的历
史，涌现出马丽霞、夏焕春等一批
优秀的科技辅导员，在天文、小行
星搜寻、信息学奥赛、航模、模拟飞
行等科学探究活动中取得不凡成
绩。6 年来，钱学森理科实验班的
学生在各类国际科学比赛中，有
20 人获得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一等奖，11 名学生荣获北京市
科技创新市长奖，是获此奖项最多
的学校之一。

星空探学、群木成森，小星光
能汇成浩瀚宇宙，小树苗能育成广
袤森林。一个个课题研修走过来，
一个个科创项目做下来，学生们受
到熏陶和感染，对科学研究有了深
入的认识，也慢慢形成了对科学前
沿敏锐的洞察力。高端研修平台
的搭建使这些有着强烈求知欲和
创新能力的学生潜力发挥到最大，
并为未来走上科学研究道路奠定
基础。正如第 35 届北京市科创大
赛一等奖获得者冯艺菲写道：“在
我确定自己想要搞科研后，我知道
做研究会花费很多的时间，但我的
热爱使我面对困难时甘之如饴。”

星空探学 群木成森
——北京一零一中学科技教育纪实

本报记者 汪瑞林 通讯员 史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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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随笔

青岛是中国“母亲工业”——纺
织业最发达的三大城市 （上海、青
岛、天津） 之一。日前，青岛广饶路
小学结合“传统文化进校园”的校本
课程，组织高年级学生走进青岛纺织
博物馆，探寻青岛纺织百年发展的历
史。在活动现场，小学生了解到扎染
是中国民间传统而独特的染色工艺，
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并分组动手体验
了扎染的折叠、捆绑、缠绕、用色和
晾晒等制作过程。

本报记者 孙军 摄影报道

体验“母亲工业”
扎染技术

⦾图片新闻

本报讯 （记者 张贵勇）
“生命中遇到挫折不可怕，重
要的是能否在心理上战胜挫折
往前看。一个人如何书写内心
的人生剧本，决定其将来成为
积极的人还是消极的人，多学
习一些积极心理学，就有望改
写自己的人生。”日前，中华青
少年生命教育公益巡讲活动走
进北京市中芯学校。作为首场
活动的讲师，北京教育学院朝
阳分院张群智老师以“让积极
心理照亮生命的方向”为主题，
为中芯学校的300多名学生上
了一堂生动的生命教育课。

据悉，此次公益活动由中
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
承办、中国生命教育网协办，
旨在引导青少年树立积极正确
的价值观，以良好的心态面对
生活中的各种挫折与挑战。在
随后的活动中，中华青少年生
命教育活动组委会还将邀请相
关专家深入北京、广东、河
南、湖北、黑龙江等地的学
校，通过专题讲座、与专家对
话、分享生命教育绘本等方
式，让更多师生感悟生命的价
值，发自内心地敬畏生命、热
爱生命，构建起自己的积极心
理学。

青少年生命教育
公益巡讲走进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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