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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校长周刊

近日，教育部下发了《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首次提出凝练学科核心素养，
明确了学生学习该学科课程后应形成
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中小学寒假启幕，对于学校来说，
寒假作业的布置也是一次落实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的契机。如何让学生的寒
假更有意义，成了校长和教师关注的
焦点。在许多人的记忆中，寒假是写
不完的日记、寒假练习册，上不完的培
训班⋯⋯可是，这里几所学校的寒假
作业可不一般，没有苦哈哈的“题海”
和“补习”。一份看似简单的寒假作业
里，门道可不少，处处接地气。

倡导立体阅读
带上名著去旅行

这个寒假，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
学（以下简称人大附中）给高一年级学
生的寒假作业是“带上名著去旅行”，
包括带上《红楼梦》去南京、带上《听听
那冷雨》去台湾、带上《文化苦旅》去月
牙泉、带上《呐喊》去绍兴、带上《京味
儿》游北京、带上《平凡的世界》去延安
等15本推荐阅读书目和旅行地，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由选取。

人大附中学生王君睿对杜甫的诗
格外感兴趣，寒假刚开始，就已经读完
了冯至《杜甫传》中“陇右的边警与艰
险的山川”和“成都草堂”两个章节，又
把自己曾经背过的杜甫诗歌重温了一
下。“我期待在杜甫草堂漫步，体悟工
部不朽的妙笔，追寻诗圣忧国忧民的
情怀⋯⋯”王君睿说，这个假期,他将
带上《杜甫诗选》去四川成都，踏上杜
甫曾艰辛生活四年多的这座悠悠老
城，品读他在蜀地书写的百首诗歌。

另一名学生马纾颜则选择带上余
光中的《听听那冷雨》去台湾。她说：

“余光中先生的作品既不过于晦涩难
懂，又能在文学之美上触发热爱与感
动。他的作品与台湾这片土地是那样
紧紧地嵌合，浓浓淡淡的愁绪正需要
在这片土地上感受。”

人大附中高一语文组备课组组长
王彩云认为，阅读是读者与作者生命
体验与人生思考的交流碰撞，是读者
对作品的二次创作，也是作品的最终
完成。带上名著去旅行，可以营造“现
场感”，以一种和作者“同空间”的姿态
去探寻，看一看，听一听，摸一摸，常常
可以让阅读变得更立体、更丰厚。

“我国自古就有游学、壮游的传
统，今天年轻学子走出课堂走向广阔
天地是一种增长见闻、陶冶性情的途

径。”人大附中校长翟小宁说，这也是
学校语文组“构建中学生的文化地图”
课题，将阅读、行走、思考、写作打通，
实施立体教学的一种新探索。

对接高考改革

关注体验和研究性学习

浙江是全国首批高考综合改革试
点省份之一，新高考方案出炉，还给考
生“7选3”的选考自主权。这意味着，
学生们要尽早了解自己的兴趣、特点
和专业倾向，并据此确定选考科目。

基于此种考虑，浙江省衢州第一
中学（以下简称衢州一中）将高一年级
的寒假作业确定为“职业体验”，主要
包括：岗位体验、职业人物访谈、撰写
体验报告等三项内容，这也是学校学
生生涯规划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衢州一中学生叶子骏从小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外交官。寒假第一天，他
就独自一人去衢州市外事和侨务办公
室“求职”，并获得通过。“对于即将到
来的职业体验，我非常期待。”叶子骏
说。“让学生直接体验相关工作，对培
养学生热爱劳动、尊重劳动品格的形
成大有裨益。”衢州一中校长徐衍昌
说，现在的高中生中独生子女多，参加
劳动的机会少，非常需要补上“劳动”
这一课。

同为浙江的高中学校，浙江省江
山中学（以下简称江山中学）却将学生
的寒假作业确立为“研究性学习”，要
求学生在寒假期间自己组建研究团
队，自主申报和完成一项小课题研究。

2010 年，江山市大陈村村歌《妈
妈的那碗大陈面》登上央视全国村歌
总决赛的舞台，从此大陈村一唱成
名。如今，四面八方的游客慕名而来，
村里成立了旅游公司，发展民宿经济，
村民人均年收入大幅增加。江山中学
学生姜雨潇一直关注着这一现象。寒
假前，她与班上同学一起申报了小课
题项目《中国乡村好声音——探究村
歌文化的影响》。“村歌文化兴起的条

件是什么？它对乡村文化建设有哪些影
响？对其他地区有些什么借鉴意义？这
些都是我们急切想知道的。”姜雨潇和同
学将用一周的时间在大陈村蹲点调查，
并在开学后提交研究报告。

“新高考背景下的综合素质评价特
别注重同学们的学习经历和体验，尤其
关注高中生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
养，开展研究性学习就是实现这一目标
的重要形式。”江山中学校长夏飞华说。

创新装备管理
把作业和装备一起带回家

“我这里还有一套架子鼓没有借走，
有没有学生要借的？”“显微镜还有5台，要
借的抓紧了哈”“平板电脑已经出借完毕，
请告诉学生不要再申请了”⋯⋯寒假前
夕，浙江师范大学附属白云学校（以下简
称白云学校）的教师微信群异常热闹。

“我们学校的器材室，快被‘搬’空
了！”学校负责此项工作的副校长陈红梅
说，只要学生有兴趣，自己写个申请，学
校同意后就可以把实验、文体器材、平板
电脑寒假里带回家使用。学校的这项规
定，也成了学生们的寒假作业。

带走乐器的，开学至少要学会演奏
一首曲子；带走显微镜的，要把实践成果
呈现出来。每一名借器材的学生都要交
一张《教育装备“带回家”申请书》。在申
请书后面，还附有友情提示：“小朋友们，
欢迎你带我回家哦，带我需要注意以下几
点哦：带我回家，需要提出申请，并准时归
还哦；带我回家，请你爱护我，并好好利用
我，不要让我天天‘睡懒觉’哦；如果我不
幸‘丢失’，或者‘受伤’了，你要照价赔偿；
回校后，我们一起上台展示吧！”

在学生领取器材时，教师还要向学
生介绍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以学生所
借器材进行分类，专业教师分别组建
QQ 群，假期教师接受学生咨询，提供及
时的使用指导。

“假期正是学生培养兴趣的好时机，
而教育装备也处于闲置状态。在寒假不
影响安全的情况下，学校允许学生把各

类教育装备借回家使用。”白云学校校长
叶海涛说，学生有意向借器材回家，表明
有兴趣学、愿意学，这种主动学习的状
态，远比教师苦口婆心的教育要好得
多。对于许多农村学生和困难学生家庭
来说，许多器材无力添置，学生心里有期
望，就从学校借回家，这也是对家庭困难
学生的一份呵护。

重拾亲情年味
留一份弥补情感的作业

刚放寒假，浙江省江山实验小学的
学生王艺就“黏”着爷爷，请爷爷教他踢
毽子、滚铁环、打陀螺。“以前放假回家，
他跟我说不了几句话，这几天我们祖孙
俩可算玩到一起去了。”王艺爷爷脸上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大年三十晚上，他们
全家还要举行踢毽子比赛。王艺的这一
变化，得益于学校布置的特殊寒假作业：
学生假期要学会踢毽子、打陀螺、滚铁
环、跳橡皮筋等传统游戏，下学期开学将
开展这些项目的比赛。

“现在的学生在家里跟长辈少有共
同语言，交流少了，看电视、打游戏的多
了，我们设计的这些游戏项目都是这些
孩子父辈、爷爷辈小时候玩过的，而且玩
具可以就地取材，自己制作。”江山实验
小学校长杨根法说，小孩和家长通过这
类游戏有了交流互动的载体，亲情年味
自然就更浓了。

湖南省华容县城兴小学（以下简称
城兴小学）400余名学生中，留守儿童占
到 30%。大部分的家长都是进城务工
人员，平时陪伴孩子的时间极为有限，有
的孩子不理解父母，在父母回家后疏远
父母，与父母有隔阂。于是，“感受亲情、
感恩父母”就成为孩子们寒假作业的主
题：给父母写一封信；与父母一起包饺
子；为父母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写
亲情日记，记录与父母相处的日子。

“让这些孩子主动与父母交流，用心感
受父母的关爱，这对于弥补与父母情感
隔膜和学生健康成长是极为有益的。”
城兴小学校长罗勇说。

不一样的作业不一样的作业 有意义的寒假有意义的寒假
通讯员 谌涛 李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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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之前，我和教师们聚在一起
为孩子们设计有意义的寒假课程。参
加讨论的教师，本身就是家长，深知这
里面的问题和无奈。没有含金量的寒
假课程设计，只能让学生和家长“头
大”，而学校则是花工夫、花钱找累受。

在国家新的课程标准中，给出了
教学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者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然而，在实际教学
中，这样的设计和规划，限于教师水
平、教学长度、教学空间、教学资
源、教学评价等各种要素的制约，实
际上很难在课堂上落地。

如果学校一味追求在课堂上体现
“过程与方法”，就会落入形式主义的
窠臼。至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更不是通过课堂上教师的说教就能生
成的。只有当孩子们感知到学习这件
事对自己的生活有用的时候，才能建
立学习的动机和内驱力。

因此，“过程与方法”的学习，
不应仅仅限于课堂教学上，大量的课
外社会实践活动以及配套的学习要素
也必不可少。假期就是一个很好的契
机，学校可以通过精心设计寒假课

程，帮助学生把课堂上学习的知识与
生活和社会实际联结起来，真正地投
入到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中来，最
后形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我所在学校，根据不同年级孩子
的认知特点、学习层次和能力，设计
了相应的寒假社会实践课程，融合语
文、数学、科学、社会、信息技术、
英语及音体美等学科知识，实现一种
学习与生活的联结，如一年级寒假课
程是“到爸爸或妈妈单位了解单位的
基本情况”，二年级是“观察和记录
自己家里过年的惯例以及自己的发
现”，而六年级的孩子们就需要“经
过调查，就自己居住社区存在的问题
和建议撰写研究报告”。

假期也成为学校促进孩子全面发
展，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一个重
要环节和时间点。学校通过特色课程
设计，帮助孩子们“学以致用”，去
实践、运用、调查、经历、体验、感
悟。这个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与方
法”，对孩子们来说，才是真正意义
上的综合性学习。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
学校长）

少不了的寒假课程
高峰

前几日，听到有关教学论的若干
谬论，其中一则是“学可以替代
教”，即教得好不好不重要，只要学
得好就行，教学中最重要的是学生的

“学”。这则谬论之所以大行其道，是
因为伴有诸多听起来极为“正能量”
的道理，例如：“学是学生的主动活
动”，是“学生主体性”的重要体
现。由此，许多教师把自己从教学活
动中“摘”出来，将本应承担的教学
责任推给了家长和校外补习班。

“学”究竟能否替代“教”，确需
认真澄清一番了。

“教替代学”或“学替代教”是
老问题，说到底就是教与学“割裂”

“不统一”。在两者之间，“学替代
教”的呼声更强烈，似乎更高级、更
值得倡导，因为它强调学生的主动
性，所以更具迷惑性，危害更大，更
容易被忽视。

“教替代学”的做法是容易被破
除的。教师“教”得再好，学生不跟
着“学”也无济于事。因此，“教不
能替代学”是明白无误的真理，有

“教”有“学”才是“教学”。
“学替代教”则是不易辨明的谬

论。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有两种截然
不同的情形，即：教师在场也未必能
引发学生的学习，反之，教师不在
场，也有学习发生。就这两种情形而
言，学生的学习好像都与教师关系不
大，教师在场未必能引起学生的学
习，不在场也未必没有学习，所以，
重点是在学生自己的主动性、自觉
性、积极性上。教学道理仅此而已
吗？学真的能替代教吗？

上述的第一种情形，可以看作是
“教替代学”的失败例证，这里不再
赘述。第二种情形，即教师不在场的

“学习”，则需认真分析，分析学习究
竟是“自学”，还是在教师“教学”
引导下的“学习”。如果学习的愿
望、方向、内容、节奏，事实上是由
教师引导、启发的，即使教师不在
场，也依然是“教学”，或是课堂教
学的前伸，或是课堂教学的后延，抑
或是教师魅力和影响力的体现，总
之，不是“自学”。如果学习与教师
没有关系，完全是自发愿望和行为，
那就可以确认为“自学”，而这里的
学习者，即使其社会身份是学生，也
不能视作教学意义上的“学生”，而
只能是被一般地称作“学习者”或

“自学者”。若是“自学”，则不必讨
论“学能否替代教”的问题，因为它
可以不需“教”而独立存在，自然没
有替代的问题。

“无教之学”的“自学”虽然存
在，但因没有教师的引导，费时费
力、艰苦困顿，最重要的是，即使花
费大量的时间、付出巨大的努力也很
难真正登高望远、知明而行。一出生
就面临着庞大知识系统的年青一代，
既不可能也无必要重复人类早期实践
探索的轨迹，而可以“站在前人的肩
膀上”，直接从认识人类已有成果开
始，于短时间内达到“百尺竿头”，
成长为能够推动人类“更进一步”的
人。而“无教之学”的“自学”以及

“由学来替代教”的所谓“教学”，却
使学习者 （学生） 面临巨大的困
难。这是因为，系统知识的学习与
实践探索不同，并非直接与客观对
象本身打交道，而主要是通过符号
及符号系统等媒介来间接与客观对
象打交道。因此，学习者不仅要了
解符号及符号系统，还需了解符号
所表达的意义，理解不同的符号表
达方式所传达出来的细微却重要的
差别，还要建立符号与客观事物的
联系；既要了解符号表述的逻辑，
还要透过符号去了解客观事物及其
内部联系；既要认识符号及符号所
表达的意义，又要理解前人发现知
识以及运用符号表达发现的过程。
这便带来了巨大的学习困难。例如，
从学习“自然数”到学习“负数”，
对于学习者来说，有着巨大的、难以
逾越的思想和心理距离，凭学习者个
人的努力想要全面而深刻地把握负数
的内容，难上加难。正如英国著名学
者赫斯特和彼特斯所说：“单凭儿童
在社会和物质环境中生活和自由探
索，以为儿童就能够获得我们希望他
们获得的复杂的、受规则支配的原
理和程序⋯⋯是可笑的。”［参见瞿
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学
（上）》］

在学习者那里，不得已而为之的
“自学”，精神可嘉，而故意的绝师弃
教，却并不理智。在学校和教师这
里，如若主张“以学代教”，则是推
卸了本应承担的责任，是极端不负责
任的表现。在学校教育中，“无教之
学”的“自学”不可能成为主流，

“以学代教”更不应被倡导。

不让贫困阻断儿童未来

学
校
不
可
以
﹃
学
﹄
代
﹃
教
﹄

声音

名
家
专
栏

学
校
教
学
中
的
教
育②

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
国教师》杂志主
编。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教育
部课程教材工作
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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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松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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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

，衢州第一中学学生志愿走上街头清洁公共自行车

。

余申笑

摄

未来教育的蓝图是怎样的？未来
的学校又该是什么模样？“今后的学校
应更像植物园。植物园里面杂花生
树，草长莺飞，每种植物在这里都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天地。学校的作为是要
提供土壤、水、营养，要适时适度地引
导与‘修剪’，引导他们健康茁壮地成
长，成长为他们最好的自己。”1 月 31
日，在由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指
导，未来网、作业帮联合主办的“新时
代 新课标 新征程‘学习十九大·少
年赋新知’主题论坛”上，清华大学附
属中学副校长白雪峰流露出期盼的神
情。他的美好设想，生成于近日教育
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
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
简称“新课标”） 的背景之下。

“教育为时代服务，是时代的产
物。”共青团中央网络影视中心主
任、未来网总裁何成锋指出新时代的
教育呈现出新特点，“从工业时代到
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教育应该怎样
适应新时代、新要求？”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任务，注重发展素质教育，这
是党的十九大报告给出的答案。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教

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张力认
为，在具体教育实践中，容易把“立德
树人”简单地窄化为德育。他认为，立
德树人必须要体现全员、全过程、全方
位，要针对大中小幼不同年龄段的学
子，有差异同时又有共性地做好育人
工作，这就需要学校明确自己的“规定
动作”和“自选动作”，课程标准和方案
承担了这方面的解释功能。

2003 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
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导
了十余年的高中课程改革实践，但面
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发生的巨大
变化及其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更高要
求，还有一些不相适应和亟待改进之
处，需要进行修订和完善。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中心副
主任王凯指出，进入新千年后，世界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都掀起了一股
核心素养研制热，不约而同地通过培
养目标的全面升级确定未来人才的基
本规则问题，通过规则明确，倒逼学
校教育正视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新课标”在此背景下顺势而出。
北京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教授、普通
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修订组组长韩
震认为，“新课标”的出台恰逢其时。

“未来数年的高中生，其人生的黄金期

是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完全吻合
的。最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方案和各个学
科国家课程标准的修订，均是着眼于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样一
个目标来设计和规划的。”

韩震表示，从 2016 年的“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到 2018 年“新课
标”明确学科核心素养，实际上就是在
中观的概念上，将课改的三维目标 （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 视作整体呈现出来。他将“新课
标”形容为“在世界范围内由中国人第
一次开创性地构建了以学科核心素养为
主线的崭新的课程标准体系”。

“根据情境的复杂程度，看孩子运
用所掌握的知识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表现
出来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就可以来
评判他的学科水平，使三维目标变成可
以通过一个过程加以评判，这是学科核
心素养的价值。”韩震补充道。

白雪峰看到，“新课标”具有不少
新特点，特别强调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化地发展，这也是他所期待的“植
物园”式高中学校的发展目标。“我特
别搜了一下以往教育部的重点文件，这
是第一次把‘个性’写入重点文件。”
王凯补充，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出，意味
着学生发展要有生涯意识，“决定自我

长成什么样的树木花草”。
“还有一个‘新’表现在教育观念

更具人文性。新课标处处体现着‘以学
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根本’的理
念 ， 要 变 教 师 的 ‘ 教 ’ 为 学 生 的

‘学’，重视学生核心素养的实际提升。
这种‘更人文’还体现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内容在所有学科课标里都得到了
极大的重视和提升，在课程内容里得到
了强化，这是一种民族自信、文化自信
的表现。”白雪峰指出。

而在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提升方面，
在线教育因其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也
逐渐成为一支生力军。“素养课的开设，
师资是最突出的问题。教语文的好老师
是非常稀缺的，国学方面的好老师就更
少。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始终是一个比
较大的问题。”作业帮创始人兼 CEO 侯
建彬指出，目前在线教育紧跟“新课标”，
开设了很多科学、国学课程，通过在线平
台共享名校名师优质教育资源。

王凯认为，在线教育相对于传统教
育模式的优势在于，能为学生提供个性
化服务，而且能够把优质资源做捆绑式
的平移。“但平移之后，在线教育需要
有一个落地策略，与当地对接，最终真
正融合到一起，成为当地教育发展的核
心动力。”

张力、韩震等专家与一线校长热议“新课标”，指出未来高中教育将更凸显人文与个性

“今后的学校应更像植物园”
本报记者 李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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