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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课程周刊 教改视野·

本次通用技术课程标准修订，以
培育“未来社会具有技术素养的社会
人”为出发点，提出技术意识、工程
思维、创新设计、图样表达、物化能
力五大素养，勾勒了“有理念、会设
计、能动手、善创造的未来公民”形
象，而要培养具有技术素养的未来公
民，关键在于坚持基于核心素养导向
的教学。

以核心素养发展为本，关
注技术与工程思维发展

通用技术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学
习该学科课程后应达成的正确价值观
念、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具有整体
性、结构性、层次性的特点。教师在
教学中应当追求其整体形成，不仅关
注技术实践活动中技能的培养，而且
关注技术知识和经验的建构，以及技
术实践活动中伴随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的形成；不仅要关注技术原理、技术
法则等显性知识的学习，而且要关注
加工工艺、装配工艺等蕴含的丰富的
隐性知识的感悟和内化；不仅要关注
学习过程中图样表达等技术语言的运
用，而且要关注基于技术学习的师
生、生生之间人际关系的生成。

以往技术课程往往忽视学生思维
层面的培养，而本次通用技术课程标
准凸显了技术和工程思维。技术与工
程思维本身具有抽象概括和内隐的特
点，这使得它不能像一般的知识那样
识记和理解，也不能像一般的技能那
样通过模仿和熟练操作就能掌握。它
必须通过主体的探究、体验、感悟、
运用，将抽象的转化为具体的、将内
隐的转化为外显的，而且要在解决实
际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掌握。

因此，建议教学中让学生亲自动
手拆卸、组装、调试，让学生在发现
和明确问题、设计方案、制作作品和
技术试验的过程中，经历多次的“实
践”“认识”的循环过程，让学生在
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技术与工程思
维。

基于单元设计，依据大
概念组织教学内容

通用技术学科的教学强调立足技
术实践，有“技术体验活动”“技术设
计活动”“技术试验活动”“技术制作
活动”“技术探究活动”等多种技术实
践活动方式。然而以往教学中，这些
活动往往是孤立的，没有形成关联。
核心素养导向的通用技术课堂教学强
调单元设计，注重对教学的整体把
握。通过整体设计，统筹安排各种活
动，形成相互联系的、经过排序的、
难度不断提升的活动群、任务群，在
螺旋式上升的活动群、任务群中，学
生的技术素养水平逐渐提高。

教学实施中，教师面临的一个挑
战是如何保持技术实践活动与课程内
容的紧密相关性，另一个挑战是如何
平衡相对稳定的课程内容与当下发展
迅猛、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建议以本
次通用技术课程标准修订提出的“大
概念”来引领教学实施：一方面要选
择具有时代气息、适应社会发展、体
现未来科技走向、具有可迁移特征的
内容，另一方面要坚持以大概念引
领，避免学生局限于表层内容的学
习，或陷于相关活动中，缺少对教学
内容和活动意义的深刻思考。通用技
术课程标准中，结构、流程、系统、
控制等都属于“大概念”。

设计真实情境，课堂教
学聚焦真实任务

本次通用技术课程标准修订强调
学习情境设计，提出了“基于问题”

“基于任务”“基于项目”的情境设计
策略。而情境设计重要的一点是情境
的真实性，从学生的活动来说，关键
在于让学生完成真实的任务。基于真
实情境、聚焦真实任务的教学中，教
师应当提供面向现实生活和真实世界
的问题，让学生经历真正的解决问题
的过程，而且要提供方案构思、权
衡、比较、决策以及优化、迭代的机
会，并且提供真实的材料，从而让学
生经历真实的制作过程。

以台灯设计为例，以往教学中往

往缺少具体情境与问题，仅仅让学生
设计一个有创意的台灯，在这个设计
过程中，学生往往没有经历真正的解
决问题的过程，而是将他们在生活中
见过的或网上搜集到的台灯用图样的
形式表达出来。而基于真实情境、聚焦
真实任务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设置“个
别偏远地区的小学生，不仅家里没有台
灯，而且家离学校较远，不得不半夜摸
黑上学”的情境，然后提出要求，请学生
为这些地区的小学生设计一盏既能当
台灯使用，又能携带方便以当手电筒使
用的多功能灯。在这个任务中，学生不
仅像设计师那样在行为上参与，进行
创新设计、图样绘制并物化，而且像
他们一样系统思考，课堂上的实践与
外面真实的世界形成关联，从而发展
技术意识和工程思维。

依据课程标准制定量规
进行评价

通用技术课程标准强调通过多种
方式和手段的学习评价，促进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水平的发展，增强学生技
术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为了把握好
评价内容、评价标准和评价组织，实
现目标、教学、评价三者一致，建议
教师依据课程标准制定量规进行评
价，并注重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相结合。

量规是基于指标的评分指南。以
往教学中的评价往往依据容易观察到

的指标。素养导向的评价强调依据核
心素养来确定指标，再制定量规。例
如，“创新设计”可以从“发现和明确
问题”“技术设计的过程与方法”“方
案构思与创新”“技术试验”4 个指标
来评价，每个指标可制定相应的由固
定的测量等级组成的量规。以“方案
构思与创新”指标为例，相应的水平
等级可以设置如下：水平1，能够借鉴
技术设计案例，制定符合技术规范的
解决技术问题的一个方案；水平2，根
据设计对象和现有条件，能制定体现
一定创新意识的1至2个技术问题解决
方案并进行比较；水平3，能通过多种
渠道搜集信息并进行处理，制定符合
一般设计原则和规范的多个方案；水
平4，能够依据设计需求制定符合一般
设计原则和规范的多个方案；水平 5，
在所设计的多个方案中选定满足设计
要求的最佳方案，或改进原有方案。
在教学中，教师可结合具体任务、项
目的内容进一步细化该量规。

过程性评价通过对教学过程中学
生的表现以及阶段性成果来评价，而
终结性评价往往采用技术试验、作品
评价等手段。过程性评价重要的一点
是过程性的管理，例如可以借助工程
师笔记本等记录工具进行管理。工程
师笔记本是学生按照一定的要求对项
目活动过程进行记录，具体操作需要
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作者单位：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通用技术教学如何体现素养导向
管光海

⦾⦾新课标大家谈·通用技术

小学科学课程对于学生科学素养的形成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农村小学和城市的学校相比，设备简
陋、教学资源匮乏、师资力量欠佳。如何在农村学
校教学中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热情，使得科学课教
学活动充满“科学味”？

避短扬长，践行体验教学
所谓体验，就是体会和验证，就是通过实践来

认识周围的事物。农村虽远离都市，没有城市的喧
嚣与繁华，但农村的孩子天天与鸟兽虫鱼为伍，日
日与山川草木相伴。花草冬枯春荣，燕子冬去春
归，植物开花结果⋯⋯他们都有实际的接触和了
解。因此，我们可利用农村特殊的资源，联系教材
内容，放手让学生开展科学活动。如三年级的“植
物的生长变化”“动物的生命周期”，四年级的“新
的生命”等内容，都可以让学生在课后拓展延伸，
如布置学生在房前屋后种植向日葵，要求把播种、
生长、开花、结果的整个生长过程记录下来，作为
科学日记的一项内容；布置学生饲养小蝌蚪、小鱼
等小动物，这样的实践活动，既有利于学生种植、
饲养、观察、记录等基本技能的培养，又激发了学
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

因地制宜，创新实验方案
实验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也是小学

生进行科学探究的主要方式。在实验教学中，实验
方案关乎整个实验探究过程的成败，科学严谨的实
验方案能确保学生在实验操作的过程中呈现出直观
形象的实验现象，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的验证提供
有力的科学依据，最终根据实验现象来验证猜想是
否正确，达成理论共识。在“动物的生命周期”这
一单元，由于教材中设计的是养蚕的活动，蚕在当地不普遍，我就带领孩子
们就地捕捉蝌蚪，和孩子们一起观察、饲养，经历由蝌蚪到青蛙的变化过
程。孩子们不仅亲历了动物的生长过程，同时也受到了珍爱生命的教育。

就地取材，自制模拟教具
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原有实验室的一些仪器或教具，

由于种种原因，演示效果总是达不到教学要求，或者实验室根本就找不到所
需的教具，但是教学中又必须要有较好的演示效果，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根
据教学要求动手制作教具或进行改进，使抽象概念变得直观形象。我们可以
利用生活中的常见材料，必要时再买一些身边找不到的精密元件，经过创造
性加工，制作教具，便能达到所需的教学效果。教师有目的地组织学生进行
教具和学具的寻找、利用、设计与制作，在此过程中培养了学生的科学探究
精神，同时还能填补实验室仪器教具的空缺或不足。

运用信息技术，突破教学难点
信息技术集色彩、声音、图像、动画为一体，为教学提供丰富的生活化

和现实化的信息资源，它可以成为连接科学知识的抽象性和学生思维形象性
之间的桥梁。目前农村学校的信息技术条件有较大改善，教师应将信息技术
多媒体技术、VR （虚拟现实） 等运用于平时的实验教学中，通过图像声音
等视觉和听觉的刺激，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理解抽象和枯燥的科学知识。
如在“地球的卫星——月球”一课中，对于月球如何绕地球运行，光凭想象
是很难的，这时教师把它们运动的轨迹通过多媒体展示出来，不仅使学生大
开眼界，还能突破教学难点，提高教学效率，激发学生对科学学习的兴趣。

（作者单位：湖北省枣阳市吴店镇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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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分享

图为山东济南槐
荫区阳光 100 小学阳
光“印象”版画社团学
生在老师指导下制作
新式丝网版画。该校
为每个孩子建立美术
档案，还举办版画艺
术作品义卖活动，将
所得款项捐赠西藏嘎
东镇中心小学。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阳光“印象”
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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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Ｋ儿童阅读课程：扩大阅读面，给学生以全方位、多层次的阅读滋养

阅读相伴 成长的天空更自由
——记杭州市凤凰小学儿童阅读课程建设之路

4Ｋ儿童阅读课程指杭州市凤凰小学开设的“经典诵读”“持续默读”“悦读
探究”“微信听读”4 类阅读课程。具体来说，“经典诵读”课程，旨在让学生于
日积月累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提升语文素养。《经典诵读》 手册依据经、诗、现
代美文、格言警句等按年级编辑成册 （含语文和英语两类），学生每人一本，每
天早上各班语文或英语教师带领学生进行 20 分钟的晨诵。“持续默读”课程是指
周一到周四，学校会安排学生在午餐后持续默读半小时，学生可根据书目选读或
自选书籍阅读，并通过持续默读卡、阅读存折等方式记录自己的阅读进展和心得
体会。“微信听读”课程是让基于新媒体的阅读学习实时在线。利用学校的微信
公众号，开设“听我悦读”专栏，半月一期，全年无休。在自主申报、班级推荐
的基础上每期选出 3 名学生，每名学生在深度阅读一本书 （从学校推荐书目中遴
选） 后从这本书中精选出一段优美片段，用童声朗读的方式编辑处理，使师生等
受众可以自由反复听读。4K 中更核心的校本课程是“悦读探究”课程，这门课
程是以班级读书会驱动整本书的深度阅读，使学生成为优秀的阅读者。该课程的
建设主要是通过以下途径：

拟定书目。学校从全科视角出发，通过师生、家长推选书目等方式，精选了
90 多本书作为学生小学六年“悦读探究”课程的一级书目，以唐金梅老师为主
编，编写了 《悦读探究》 学本。针对一级书目中每本书配有 2 至 3 本同类型书籍

（即二级书目），供学生课后延伸阅读。标准化的移动书为班级借阅书提供便利，
实现循环使用，让书籍流动起来。学校还以教师推荐、学生推荐、家长推荐的形
式收集并推出三级书目，根据实际情况每年进行增减和微调。

编写学本。为便于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高质量、高效率地开展自主且个性化
的学习，学校“悦读探究”课程开发项目组经过反复研讨，为 《悦读探究》 学本

制定了由 4 个板块组成的学习模块。第一学段：导读 get 新知识；赏读 get 新感
悟；探读 get 新方法；回读 get 新价值。第二、第三学段：自读 get 新知识；品读
get 新感悟；深读 get 新方法；广读 get 新价值。坚持体现学生立场，满足学生对
整本书阅读的个性化需求，让学生获取知识，习得路径，发展思维，丰富体验。

走班教学。每周开设一节 50 分钟的长课。每个学期，每位任教“悦读探
究”课教学的教师自主认领一级书目中的两至 3 本书，认真研究整本书的教学，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以走班教学的形式实施，这样更利于教师“吃透”学本，同
时还能使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此外，学校还开设了导读微课，实施翻转式教
学。形成了一定的班级读书会课堂教学流程 （热身活动—导读活动—阅读活动—
讨论活动—延伸活动），并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作品导读课、赏析交流课、
展示汇报课等 3 种课型。在专家、名师的指导下，学校郑红霞、曹俊英、陈婷婷
等优秀中青年教师多次承担“悦读探究”课程的校本教研任务，陈隽婷老师的

《团圆》、王月老师的 《柳林风声》《苏菲的世界》、钱春苗老师的 《今天运气怎么
这么好》 等整本书阅读观摩课都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多维评价。学校努力探索评价方式的改革，力求以多元评价促进儿童阅读素
养的提升。如通过各种展示性评价 （阅读卡、读书摘记、读书手册、读书小报、
读后感等），给学生创造展示的机会，实现“内在”语言积累的“外化”。校项目
研究小组的教师还结合学校助学 APP 的开发，与北师大脑科学研究所开展项目合
作，进行基于大数据的实证研究，开展学生大样本阅读能力水平测评，从解码能
力、言语理解能力、阅读理解力和阅读流畅性四方面来对学生的阅读素养进行测
评。从“基于经验”到“数据驱动”，学校的儿童阅读素养评价正向着更加科
学、完善的境界迈进。

中央电视台《朗读者》节目有一期的主题是“陪伴”。主持人说：“陪伴是一种力量，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
个人是孤岛，失去了陪伴，也失去了生存的意义。”那么，哪种陪伴更温暖，可以给你各种体味与感动？哪种
陪伴更神奇，可以不受时空限制，让你跨越古今？哪种陪伴更长情，无论风霜雨雪，始终与你同行？哪种陪伴
更深沉，可以让你“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毫无疑问，这就是书籍的陪伴，就是阅读的陪伴——

朱永新教授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史，一个民族的
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的阅读水平。”阅读对于个人成长、民族振兴和
国家发展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如何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
的阅读素养？如何以课程建设的视角推动校园阅读？作为育人的主阵
地，学校的作用举足轻重。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阅读应当成为吸引
学生爱好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学校应当成为书籍的王国。”

杭州市凤凰小学成立于 2017 年 8 月，脱胎于百年老校杭州师范大学
第一附属小学，隶属于杭师附小教育集团。2016 年，缪华良出任杭师附
小教育集团校长，并于第二年担任新成立的凤凰小学的校长。作为一名
出身于区语文教研员、教研室主任的校长，缪校长从为学生终身发展奠
基、为民族复兴蓄力的高度出发，立足学生核心素养，带领学校成立了
课程发展研究院，启动了 4.0 版学校课程规划的研制，并突出了儿童阅读
课程的建设设计。2016 年 9 月，缪校长提出了儿童阅读课程群 4K+4H 模
式 （取课程、活动的首字拼音），以更好地推动书香学子的培养和书香校
园的建设，落实“促进每一个学生人格健康和谐发展”的办学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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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Ｈ儿童阅读活动：营造阅读场，让学生获得更
丰富、更有趣的阅读体验

活动是激发学生阅读兴趣、丰富其阅读体验、检验其阅读成果的
有效途径，学校儿童阅读课程群呈现的第二种方式便是阅读活动，儿
童阅读课程群中的４Ｈ即指“亲子阅读”“书籍漂流”“区角评比”

“年度童书榜”4 项阅读活动。
“亲子阅读”倡导利用假日等闲暇时间，亲子共读一本书，通过

亲子阅读卡等进行落实。该活动旨在以此为学校阅读教育的开展营造
更好的氛围和环境，也为全民阅读的实现尽一份力。“书籍漂流”是
在校园、班级中设置漂流箱、漂流屋，开展图书漂流活动，让家庭藏
书流动起来，从而促进资源共享，提高图书利用率，形成分享、互动
的校园阅读文化。“区角评比”是对 3 个校区图书室、师生阅览室、
自由阅读室、阅读交流区等进行升改造级，按照书目扩充图书资源，
使教室、走廊等处的阅读区角无处不在，并引导学生布置家庭阅读
区、家庭小书房等，让学生拥有更多的阅读区间，时时处处感受书
香。“年度童书榜”旨在引导学生做精神上的“富豪”。校图书室通过
微信推送问卷调查等形式，评选出各年级的年度读书人物，表彰校园
阅读积极分子，推出本年度更受各年级学生喜爱的 10 本书，发布校
园阅读榜单。此外，学校每学年都开展校园阅读周、童话节、新生开
卷礼校长赠书、班级美丽书单推荐、六一节班级阅读小达人评比等活
动，为学生的成长助力。

童话节是全校师生共同的节日。2017 年 9 月至 12 月，学校开展
了以“徜徉童话世界，品味童话魅力”为主题的历时 3 个月的童话节
活动，让孩子们过足了童话瘾。低年级是童话歌曲表演，中、高年级
是童话剧表演、童话人物 Cosplay 和童话故事演讲等“童话秀”。学校
还请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儿童艺术教育家来校与孩子们分享绘本创作
背后的故事，并让学生自己为童话节设计卡通人物形象、自创童话绘
本，展示自己的艺术创想，真正让学生成为童话节的主角。学校认
为，读童话是让学生学会赏析，画、写童话是让学生爱上创作，演童
话则是让学生乐于分享和表达，校园活动应以学生的发展目标为落脚
点，让孩子接受优秀文化的熏陶。浙江 《青年时报》 曾以 《杭城有所
小学不得了，整个学期都让伢儿们徜徉在童话世界》 为题对学校的童
话节进行报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这是教育家的至理名言，也是凤凰人的
教育信条。“有鸟居丹穴，其名曰凤凰。九苞应灵瑞，五色成文章。”
我们坚信，与书为伴，一批又一批“正行、好学、乐玩、善交”的凤
凰学子将不断丰满羽翼，展翅飞向美好未来；我们坚信，书香满溢，
学校特色发展、内涵发展、持续发展的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缪华良 茅琼华 陆敏芳)

有滋有味开启“悦”读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