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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

传统文化课程：在共性中追求特色
王鹏飞

⦾我见

书法教学
勿脱离学生实际
栗勇

各学校在开发传统文化课程之
时，还应不断地进行相关课程的改
造、丰富与重建，进而达到传统文化
课程建设的自觉。

课程价值取向：兼顾社
会需求与学生需求
如果以开发目的为划分指标，可
将学校的传统文化课程开发模式分为
三种：基于“学生喜欢什么”的需求
主导模式、基于“教师能做什么”的
条件主导模式、基于“学校想要什
么”的目标主导模式。每种开发模式
的出发点、聚焦区域不一样，传统文
化课程开发的内容设计与实施策略也
不一样。尽管三种开发模式各有侧重
点，但不是相互独立的。在实践中，
我校的传统文化课程开发没有一个相
对固定的开发模式，是在教师、学
生、家长等多方力量不断碰撞、协作
中逐渐改进的，具有极大的开放性。
我们学校的传统文化课程开发的
过程，是一种价值赋予的过程。因
此，价值取向是实现传统文化课程文

化自觉的首要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突
出关注了两种价值取向的自觉，实现
了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有机统一。
以价值主体为划分指标，可将课
程价值取向分为社会本位、个人本位
两类。基于社会本位的课程价值取向
强调课程的社会功能，把培养社会所
需要的人才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个
人本位的课程价值取向是以学生的需
求或者个人发展为基本理念，突出以
学生为中心，强调课程服务于个人发
展。我们在实践中力争克服这种简单
的对立思维，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比如，我们在开发“巧手慧心坊——
触摸非遗美术类课程”时，既开设了
《刺绣与绒绣》《剪纸》《面塑》 等能体
现非遗传承的体现社会本位价值的内
容，也开设了 《装置美术》《砂纸画》
《十字绣》 等满足学生兴趣并能体现学
生本位价值的内容。

学校教育，或者说在完成一些基础教
育任务的前提下，然后才能进行传统
文化教育。小学阶段传统教育的主要
任务就是使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具备
基础性的传统文化素养。比如在节日
课程中，我们从春节的写春联、拜年
送祝福等最基本的春节传统习俗入手
开设课程。
我们在把共性的传统文化转化成
课程内容的同时，也把潍坊当地的特
定文化现象转化成课程内容，以引导
学生通过对身边文化的了解来深入领
会传统文化的内涵。比如，我们在游
学课程中确定了各年级主题：三年级
为“家乡名胜”、四年级为“舌尖上
的潍坊”、五年级为“潍坊习俗”、六
年级为“非遗潍坊”。学生在实际观
察与探究中，触摸传统的意蕴，体味
精神的传承，对家乡传统文化的情感
日益厚重。

发挥本地资源的独特性
与优势

在课程内容中渗透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目前传统文化教育的实施依托于

传统文化课程的开发也应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导之下。教育部在
《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
见》 中明确指出，要“加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深深
地扎根于传统文化。
因此，我们通过探究其传统文化
根源，并通过相应的文献、故事以及
观念体系等适当的方式，引导学生在
理解和领悟传统文化的同时，渗透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比如，我们
在数学课程中引发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我们在低年级学段设计了了解
我国古代著名的数学家的内容，用
他们的故事启发学生；在高年级学
段，设计了了解数学发展历程的内
容，让学生触摸我国古代数学成就
的辉煌。

加强课程要素的内在关
联性
我们规划出了传统文化课程与
学校整体课程的内在关联性，规划

出了课程目标、我校学生的个性化
需求与传统文化课程资源的内在关
联性，规划出了不同年级、不同学
期开发的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课程
的内在关联性。比如，我们对小学
六年的传统文化诵读内容进行研
究、调整，编制了贯穿六年的经典
诵读教材，将课文中的古诗、名家
名篇、重点片段都纳入诵读中，对
学生的诵读内容、数量、水平及诵
读的姿势、速度方法等方面都有详
细要求。
要素完整的课程纲要是传统文化
课程规划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我们
的课程纲要包括项目说明、背景分
析、特色说明、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所需条件
等要素。阐明传统文化课程的顺利实
施需要学校、教师自己具备什么样的
条件。我们要求教师深刻领会各个要
素之间是怎样相互联系的和相互支撑
的。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日向友好学
校校长）

英语课堂如何成为美育载体
陈晓云

⦾经验分享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
版）》明确指出，应“发展健康的审美情
趣和良好的鉴赏能力”。教师要身体
力行，在英语课堂中发展学生审美能
力和情趣，引发学生的审美体验，从而
实现英语课堂的美育目标。
基于多年的教育实践，我个人认
为，英语课堂美育可从以下方面开展。

以学习内容为载体，发挥英
语文化审美价值优势
英语学习内容，大至一个单元，
中至一篇课文，小至一个例句，都可
以成为美的价值载体，以美育培育学
生的文化品格，发展学生的文化意
识。比如，教材中的小说、诗歌、话
剧等文本学习内容，都可以作为教育
材料。笔者在进行萧伯纳话剧 《皮格
马利翁》（Pygmalion） 教学时，引
导学生深度体验教材内容。通过批判
外显的语音歧视而深刻批判内在的社
会歧视 （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等），
进而引导学生反思：自己对同学、他
人的语音歧视，是否实际上是源于自
己对他人的社会歧视。此次教学带给
学生剧烈的冲击，更让绝大多数学生
明晰了平等与尊重的行为规范。在有
关志愿者在非洲进行教学所面临困难
的课文学习时，笔者引导学生讨论帮
助他人与尊重他人的关系：应该遵循
受助者的意愿（at your will），还是

应该只是顺从帮助者的意愿（at my
will），还是应该形成共同的意愿（at
our will）。学生经过讨论指出，只有
帮助者与受助者形成共同意愿，才是
志愿服务的良好基础；也只有这样，才
能给他人带来真正的尊重和帮助。这
彻底改变了学生以往的“有好心就能
做好事”
之类的价值观念。
笔者发现，英语课堂的价值之美
还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之中。鼓励
基础较好的学生充分利用自己的优
势，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学，可以发
展学生乐于助人的美德。互助学习不
仅能促进学生自身的学习，也能影响
班级的学习氛围，同时反过来也能促
进教师改进教学。

发挥英语语言自身优势，注
重课堂生成之美
与汉语和人类任何语言一样，英
语语言具有本体之美，如英语语音的
单元音的饱满之美、双元音的滑变之
美，英语诗歌的节奏之美、韵律之
美、语调之美，英语演讲与戏剧的抑
扬顿挫和语流音变之美，等等。扩展
开来，还可以讲到英语语句结构之
美、语篇结构之美等。
我还通过对比的教学方法，加强
学生对于英语语言本体的审美的认
识。在进行英语诗歌单元教学时，我
让学生充分体验中国古诗对日本与世
界其他国家俳句作者的影响，体会不
同语言的俳句的审美共同性与差异
性，让学生体会“枯藤老树昏鸦”与

西方五行诗的审美异同。
抓住课堂生成也是开展美育的一
种方式，这需要教师有足够的知识储
备。这种即兴章因此也可以充分展示
教师的知识之美。英语是一种表达形
式，可以表达任何内容，而且高中英
语教材中内容非常广泛。教师如果有
丰富渊博的知识，可以在课堂上形成
一种独特的教学风范。在介绍有唐诗
的课文教学中，我借助叶嘉莹等名家
对于古诗词的解读，向学生介绍唐诗
的意境。学生不仅能深切感受到唐诗
之美，而且在教师的引导下，形成了
对唐诗全新的审美与情感体验。许多
学生课后说，希望老师讲解更多的古
诗词。
我在课堂上，经常引导学生讨
论，而且学生之间的讨论、辩论或争
论，一直到课后还在继续，有时甚至
连续几天，生成出很多新的观点和认
知。
为了营造美的课堂，我还进行了
多种尝试。我偶然展示的古筝演奏也
很受学生欢迎，不仅使他们更进一步
认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也促使他们
体验音乐之美。我还将其他一些才艺
引入课堂，比如插花艺术、音乐与绘
画欣赏、话剧与电影观赏，等等。只
有坚持对课堂之美的不懈追求，才能
带给我们美的英语课堂。同时教师还
应从课堂之美的视角不断进行教学实
践反思，深入探讨课堂之美的形态，
从而促进“以美育人”目标的实现。
（作者单位：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

近日，江苏省苏州新区枫桥实验小学开展了品月饼、话丰收、诵古诗、话
传统等一系列活动。在丰富多彩、好玩有趣的活动中，孩子们动手动脑，传承
传统文化。图为该校六年级学生在“诵古诗、话中秋”活动中展现自己的才
艺。
朱海 摄 陈卫兵 文

⦾信息快递

中美核心素养教育研讨会举办
本 报 讯 （记 者 杜 悦） 近 日 ，
“2018 中美核心素养教育研讨会”在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举办。
据悉，2017 年美国的 183 所私立
高中组成联盟，掀起了一场颠覆性的
“高考改革”，并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学
生评价系统——素养成绩单（Mastery Transcript）。该系统不打分、
不评级，只是持续追踪、记录、评估学
生 8 项核心素养，此举开启了美国以
素养作为核心评价标准的新模式。
此次会议由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主

办，
融尚国际教育集团、蓝海致远国际
教育承办。论坛上应邀而来的一些美
国私立高中校长和课程专家，同与会
者进行了对话，共同探索中美两国基
于核心素养培养的教育理念与先进做
法，力争为中美两国教育者搭建起互
相学习、借鉴的桥梁。清华大学附属
中学校长王殿军、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高益民、美
国普林斯顿胡恩中学的升学和助学金
申请指导主管斯蒂文·布里斯托（Steven.Bristol）等在会上作了主题发言。

近日，我在旁听一些学校的书法
观摩课时发现，不少教师尤其是一些
农村中小学教师在书法教学方面存在
许多误区，教学质量参差不齐。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贪多求全。部分教师认为，凡是
与书法教学有关的资料都可以拿来
用；课堂上引入大量资料，却没有认
真筛选，没有消化吸收，更没有内化
为自己的东西。
轻信“名家”。部分教师和父母
无法判断书法书籍质量的优劣，他们
往往冲着书法书的封面所印的“名
家”来做决定，这显然是不明智的选
择。因为书法“名家”有真有假，有
的仅仅是挂个名字，还有的是盗用名
家的名字。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实际学
习情况，引导他们合理选购书法书
籍。
课堂点评“华而不实”。比如，
某教师先是让同桌互评某个字，接下
来集体点评某个字，最后再自己点评
学生写的某个字。只是说，这个字很
漂亮，这个字写得不错等，这样的点
评华而不实，缺乏有效的点评依据，
不能说到点子上。教师点评应以 《中
小学书法教育指导纲要》 为依据，从
某个字的结构是否合理、笔画是否到
位、线条是否干净利落、整体布局是
否匀称等方面来评价，这样才能有效
避免点评的空洞无物。
示范不到位。某些教师在示范讲
解时，只注重个人的书写，忽视了学
生的观察与摹仿过程。主要表现为：
教师在示范时，身体挡住了学生的视
线，学生没看到教师书写的全过程。
教师讲解示范例字过多，高估了学生
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没有考虑到
学生的实际情况。由于教师示范过
多，学生书写不及时，会造成学生没
有机会养成关注老师书写的习惯。教
师要精选例字，抓住时间点，以身作
则，书写示范，先重点讲解后书写，
通过示范带动学生去写，最好是一字
一写，然后让学生自己去点评，引导
学生发现书写的难点所在。
重讲解轻实践。部分教师只是自
己边讲边写，不重视学生的书写实
践，也没有明确的作业要求，书法教
学流于形式，更没有把练字与应用有
效结合起来。教师要通过课堂练习、
书写作业和各学科书面作业等多种方
式保证学生的书写实践活动，努力把
练字与应用有机结合起来。
违背书法学习规律，急于求成。
部分教师片面追求高大上的课堂，基
础没打牢就引入难字或者引入草书欣
赏，让学生感到望尘莫及。这都违背
了书法学习循序渐进的规律。笔者建
议，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看例字的笔
画走向，想例字的结构规律，从描
红、仿影、临帖到独立书写，对照原
碑帖，一步一个脚印地学习，逐步掌
握基本技法，不断提高书写能力。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宁县
长庆桥镇安河小学）

科创教育为创新人才培养赋能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的实践

科技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学，是培
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重庆市第一中学校经过
多年研究，形成了基于科技“四小活动”（科技小设
想、科技小制作、科技小发明和科技小论文） 为主要载
体的科技教育整合实践体系，构建了融理论研究、动手
实验、创新制作、展示表达于一体的科创教育模式。

合起来，自主开展课中科技教育，大
大延伸了课堂和在校的时间。
（四） 建立科技教育保障体系
学校科技教育保障体系包括科技
教育管理体系、科技教育师资队伍建
设、科技教育资源库建设和科技教育
特色评价方式 4 个方面。

整合推进全覆盖

立体多元科技场
“四小活动”落细于日常科技教育
活动、科技月活动以及兴趣小组和社
团活动，着眼于科技教育在学校的整
体推进。
（一） 日常科技教育活动
具体包括课内课外结合型、普及
科技制作型、文娱表演型、评比竞赛
型、科普宣传型、探索研究型、新兴
科技型等类型的活动，通过活动营造
科技创新的氛围，培养学生的兴趣，
播撒科技创新的种子。
（二） 序列化的科技月活动

学校每年利用一个月的时间，集
中开展全校性的“科技主题文化月”
活动，广泛发动教师和学生参与。内
容有：科学家故事会、与科学家见
面、听科学家报告、与科学家座谈、
参观大学实验室和科研所等，还会举
办科技讲座、科技竞赛、科技游园活
动、无线电测向比赛、智力快车竞赛、
头脑运动会、小科学家协会年会等。
（三） 30 多个科技兴趣小组和社
团
学生科技兴趣小组和社团多达 30
余个。有数理化、生物、地理等科技
教育小组，有计算机、环保会、摄影
活动小组，有航模海模车模，等等，
在学校的组织下，各社团小组有序联

从管理、教师、内容、课程等方面，
学校科技教育着眼于从初中到高三整
个学段的整体的、系统的、持续性的科
技教育体系设计与实践，
着眼于从课堂
到教材、师资、科技资源、活动指导、
考评等各个育人环节的有效整合，
保证
学校科技教育有场地、有设备、有师资、
有内容、有管理、有评价、有成效，实现
了科技教育活动全覆盖、全普及。
在整合策略上，通过信息技术，
实现了科技活动与其他学科的有效融
合。
在原有科技教育“从课内走向课
外”的基础上，学校打通回路，将科
技教育“从课外走向课内”
，明确提出
“将科技教育引入课堂，着力培养学生

的科技素养”的变革思路。
“科技教育”排上了学校课程表，
学校成立了科技教研组，组织教研组
教师外出学习交流，精心编写 《科技
教育》 校本教材，采取集体备课等方
式。同时，学校召集了全校各个学科
的科研骨干教师，就“科技教育进课
堂，培养学生科学素养”进行专题研
究。科技教育不再局限于部分学生和
课外活动，而成为与学校每个教师、
每个课堂、每个学生都息息相关的命
题，逐步实现了科技教育的整合推进。
通过整合与提升，实现了多专业
师资的优化组合、场地设备资源的充
分利用、相关技术内容的深度融合。

文化浸润入心脑
（一）用科技文化校园环境熏陶学生
为了浓郁学校的科技文化氛围，
学校斥资设计、修建了地理园、生物
园、天文台等校园景观。室内的生物
园采用声光电各种丰富的表现手段，
展现自然生态系统；室外的生物园分
为标本区、生物进化链展示区、盆景
区、水景区等多个区域。地理园和天

文台有地质结构展示、各种实景沙盘
地图、穹顶观天台、天文望远镜、矿
石展示等，学生在课余徜徉于景观
中，感受着科技的神奇与魅力。
此外，学校的各种树木上，都悬
挂了相关的科学数据，让学生认识身
边树木的种属、特性；很多建筑标注
着建筑的相关知识与原理；水龙头旁
边标注着节能的科学计算数据；科技
宣传栏的壁报上定期更新最新的科技
新闻与科技知识……科技文化无时无
刻不在潜移默化中教育着学生。
（二）用科技精英示范作用影响学生
学校科技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
面，就是经常性“请进来”的活动，
平均每个月都会有中科院院士或来自
高等院校的专家被请进学校与学生们
交流，其中有高能天体物理学家李惕
碚院士、矿山压力及岩层控制学家宋
振骐院士、舰船工程专家张炳炎院
士、雷达工程专家张光义院士等。科
技精英“请进来”活动，逐步在学生
中产生了影响，学生们谈论的、心里
想的，更多了一些科技的内容，科技
素养入脑入心。
（三）用科技人文观念标准评价学生
在科技活动中，绝不仅仅是为了

培养几个在全国、在国际大赛上获奖
的学生，也不仅仅是让他们去拿几个
发明专利，而是要让学生获得充分的
个性化的发展，从整体上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造性，因此，在科技活
动中，学校的评价标准也不是单一的
成绩或者是获奖。
展示评价是学校科技活动评价改
革的一个重要创新，将展示与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越来越展示其优越性。
比如“科技小制作、小发明评比
展览”：全校布置一间或几间大展室，
举办小设想、小制作、小发明评比展
览，全校学生轮流参观，学生互相观
摩，互相学习；对那些科学性强、独
特有 创 造 性 的 小 制 作 和 小 发 明 ， 在
教师的指导下，逐步改进，使之完
善，推荐参加市和全国青少年小发
明比赛；对特别突出的作品，帮助申
请专利。
文化环境、示范引领、评价体系
等形成具有重庆一中校本特色的科技
文化。我们期望，无论是课内课外，
每一个学生都能充分接触科技教育，
在学校科创文化的熏陶下，展开科技
创新的翅膀腾飞。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副校长 廖治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