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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修
订版）》出台，与2003年版课程方案相
比最大变化在于减少必修学分，增加
选择性，在总学分 144 学分不变的情
况下，必修学分从 116 学分变成了 88
学分，选修I和选修II学分相应增加。

由于分层、分类、综合、特需等课
程的开设，较充分地满足了学生在课
程方面的不同需求，从而出现了全校
学生一人一张课程表的情况，此时对
教师及教室的需求大量增加，随着课
程开发的进一步深入，需求还在进一
步扩大。

北京十一学校从 2009 年即开始
学校转型性变革实践。变革以选择性
的课程为起点，以制度改革为保障，最
终实现从价值选择到教学组织、从课
程结构到管理制度、从教学方式方法
到学校组织文化等全方位的转变。

扩容教室，重新进行资源配置

选课走班后，课程的门类增多，对
教室的需求相应增加，但学校的空间
资源相对有限，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

需要明确的是：选课走班的目的
是促进每一名学生更好地发展，最重
要的原则就是坚持“学生中心”。所以
学校资源要建设在“离学生最近的地
方”，资源要放在“教育教学需要的地
方”。学校的所有资源都要首先满足
学生的需求、教学的需要。为此，十一
学校调整、改造了很多空间，如行政办
公室、会议室一再被压缩，所有资源都
要尽可能直接用在学生身上。

对原有大教室和实验室进行改
造。伴随选课走班，学校实施了小班
化教学，每个教学班不超过 24 人，所
以把原来容纳 40—50 人的大教室改
成了小教室，从而增加教室数量。在
建设学科功能教室的过程中，物理、化
学、生物学科的常规性实验器材均已
进入各自的学科教室，因此，原来的实
验室也可结合需求改造为学科教室。

在改造学科教室的过程中，我们
充分利用空间资源，凸显教育教学功
能。改造后，每一间教室既是学生的
学习空间，也是教师的办公地点；既有
学科氛围，又有教师特色。在对图书
馆和年级休闲区的改造中，我们尽力
开拓出更多公共空间。这不仅为学生
的学习提供了方便，也为不同年级的
学生在这里相遇、交流、研讨、建立联
系提供了机会。

适度共用。同一个年级、同一个
学科的教师尽量共用一间学科教室，
甚至跨年级上课的教师也可以借用其
他年级相应的学科教室。设置综合教
室，课程性质相似的学科共用一间教
室，如历史、地理、政治组成文综教室，
生物、化学组成理综教室等。

对原有建筑空间的再定位。例
如，学校食堂在不用餐的时候可以当
成教室或是会议室来用。当然，需要
对食堂进行改造，配置教学活动需要
的设备，设计可以进行组合的饭桌，让
食堂不仅仅是用来就餐的，还可以当
成教室、会议室、报告厅等来使用。

增加临时教室。在学校空旷处临

时建设活动板房，解决个别学科教室资
源紧缺的问题。

优化课表，提高教室的利用率

选课走班与传统模式突出矛盾在于
教室的时空占用比。在十一学校，学校
和年级层面都有负责排课的项目组，通
过统筹规划，优化课表的编排，提高资源
的使用率，避免教室资源浪费。为了优
化课程设置时段，提倡用时间换空间。
某个学期如果有很多学生选报某门课
程，导致教室和教师资源的紧张，可以合
理增加该课程设置的时段，适度控制每
学期该课程开设的班数。对小众课程也
可考虑放在傍晚、周六等时间开设。

目前，各地学校根据选课人数和教
室空间的情况，分成了“大走班”“中走
班”和“小走班”三种模式。“大走班”模式
就是取消传统的行政班，所有学科都进
行选课走班；“中走班”指的是保留行政
班，语数外原班上课，其他学科进行分类
走班；采取“小走班”模式的多是一些办
学规模比较小、教师和教室资源不够的
学校，学校往往提供一些选课组合，让学
生选择。

目前采用最多的是“中走班”的模
式。例如，上海晋元高级中学从六年前
就开始探索走班模式，他们采取的也是

“中走班”的模式，但语数外三科的拓展
性课程实行了分层走班。具体做法是，
选考课程有合格考和等级考分类。语数
外的行政班采取基础性课程不走班、拓
展性课程走班的模式。同时，体育、艺
术、劳技等学科，进行专项化走班。例

如，体育学科按照羽毛球、篮球、排球、足
球、田径等项目进行走班。

为了解决有限时空下，多限制性因
素的个性化学生选课，很多学校借助人
工智能解决问题，借助人工智能手段进
行排课将成为趋势。学校传统的选排课
系统将会失效，这是最先显露出来的问
题。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管理的失效，以
前是固定班级，现在学生流动上课，怎么
掌握学生的学习动态，了解学情？选排系
统会根据学生选课的志愿、学校的资源，
通过大数据计算，将要排的行政班、教学
班课程数据计算好，导入选排课系统中
的课表，最终生成学校需要的课表。

在学校的实际操作中，较为常见的
方式是以系统排课为主、人工为辅，二者
相结合。实践过程是技术与需求的博
弈，客观的需求有：教师有进修教研的时
间限制，有语数外排在早晨的黄金学习
时段的要求，有学校各种临时活动的冲
击，等等。课表排定后，有种课表“比天
大”的效应，意味着个别人变动变成了系
统变动，调整难度加大。应用转化思维
来系统设计，在框架内化解各类问题。

有形空间与虚拟空间共同建设

本人曾主持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
五”规划课题——“基于学科核心素养重
构学习空间的实践研究”课题。我们在
研究中发现，各学校选课走班实施之后，
对资源的认识、对空间的认识都会随之
改变。空间具有巨大的教育力量，应让
空间助力教育教学目标的实现。

有形空间的设计。教师可根据教学

活动的需要，灵活调整桌椅摆放格局。
例如，辩论赛采取面对面的方式，以体现
对抗性；小组合作、头脑风暴等采取圆桌
形式，体现民主；等距摆放的桌位，用以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同一学习空
间内，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桌椅摆放形
式，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教
师还可以根据自己学科的特点、研究兴趣
和专长，自主设计、装饰教室。例如，生物
教师可将植物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水生
到陆生、从低等到高等的顺序，悬挂在头
顶触手可及的地方。生物进化的思想“潜
伏”在生物教室，仿佛一直在告诫学生：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只有不断地积极进取，
才能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更
好地生存与生活。除了暗藏玄机的装饰，
生物教室里还可以有实验区、图书角、标
本馆、自主学习区等。学科教室、实验室、
学科图书馆“三合一”是亦庄实验中学理、
化、生教室共有的特点，把学科资源放在
了离学生最近的地方。

虚拟空间的设计。在当今信息化的
时代，学习在两个空间里存在：一个是真
实而有限的物理空间，另一个是虚拟而
无限的网络空间。在虚拟空间中，学习
有诸多优点：交互性、即时性、个性化
等。还有教师利用智慧终端、动态组卷，
生成学生个性化的错题本、给学生量身
定制的作业。还有借助网络和移动终端
创设翻转课堂，发给学生资源链接和任
务包，学生课前自学，教师课上验收、研
讨、答疑。这样做打破了时空限制，拓展
了学习资源，激发了学习动力。

（作者系北京亦庄实验中学副校长）

以柔性管理变革化解刚性制约
常晟

2014 年开始，沪浙两地率先实
施了新高考改革。如何有效克服实施
新高考方案过程中分层走班后硬件和
办学经费不足等各种困难，是所有相
关学校绕不过的问题。笔者原来所在
的华东师范大学附属周浦中学以“生
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
一”为教育理念，拓展学校资源半
径，借用或引入高校实验室资源，开
设“生活教育”创新实验课程，试图
走一条“低成本、少投入、效益好”
的新高考教改之路。

改造拓展现有设施，满足走
班制需求

面对上海市新高考改革方案的要
求，我们发现学校硬件条件明显存在
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专用教室不
足，为满足 20 个选课组合，需要
100 多个走班教室；二是教学用具相
对不足，由于各选课班级科目不同，课
堂需要的用具相对增加；三是学校生
均经费相对不足，硬件设施建设不能
急于朝“高、大、上”的方向发展。

为适应新高考方案实施，让走班
教学及早成为现实，周浦中学对原有
实验室等教学设施进行了改进，将已
有的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劳技实

验室各整理一间出来作为物理、化
学、生命科学、劳动技术等学科“生
活教育”专用教室，每个实验室都配
备了多媒体设备。教师根据课程设置
的需求，添置小而易的实验设备，例
如物理实验室添置了 TI 实验托板、
线性传感器、动力小车系统、静电印
刷机等；化学实验室新增配了电磁
炉、微波炉、电子天平、空气压缩
机、抽滤机、离心分离机等。学校还
把师生自己研发的经典小实验进行固
化，在相应实验室开辟实验角，方便
学生利用中午和活动课时间进行自主
探究。

2014 至 2015 年，根据分层走班
学生选择性学科的不同特点，学校按
照“生活教育”特色课程建设的需
要，进行了“生活教育”长廊建设，
我们把教学楼底层大厅和部分自行车
棚改建为生活教育长廊，这样又增加
了10多间中小型教室，选择性学科学
习空间扩大了，“教室变学室”的教改
理念也得到了落实。例如，为了让学
生有节约能源、开发新能源的意识和
能力，学校在该长廊里开发安装了太
阳能发电、风力发电、人力发电等寓教
于乐的设施；为配合艺术、生活与科技
结合的课程特点，学校制作了光琴和

无皮鼓，有音乐天赋的学生还会配上自
编曲目。同时，与上海建桥学院合作，由
大学出资在长廊里建设现代汽车构造实
物解析解剖和模拟驾驶室、道路交通管
理电子设备模拟设计室、通用现代生活
电子设备设施展示和原理解析室等。

利用生活资源，推进低成本创
新项目与实验室建设

学校积极推进低成本的创新项目和
创新实验室建设，开发满足新高考改革
需要的“生活教育”特色课程；通过学
生全员全程研究性学习，开展基于生活
的小课题研究，为促进学生创新素养培
育提供了保障。例如，利用一次性纸盘
和数据线 （电线） 制作无线充电器，利
用黄豆制豆腐流程学习胶体原理，利用
发酵技术制作酸奶学习微生物知识，利
用香烟烟雾进行有害物质的测定和分
析，利用动能转换原理设计自行车洗衣
机，等等。建设书法教室、风力发电安
装实验室、各类劳动技术课程实验操作
室、“3D打印汽车模型”实验室以及建
设基于“生活教育”实践的微课程群
等。这些项目和实验源于生活，从生活
中来到生活中去，课程有资源，活动有
空间，学生有兴趣。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选择全程参与这些拓展型、研究型课

程学习，学生分层走班学习的空间也得
到充分保障。

为了加大现有空间的利用率，学校
把行政楼低层近300平方米的大厅，利
用拆卸式隔板隔成了 5 个临时综合教
室，上课时，就是一间间学科专用教室
或活动室；不上课时，就是一个完整的
大厅，可以举行大中型学生综合活动。

借助高校资源优势，延展课程
实践空间

随着上海市新高考改革的深入发
展，普通高中需加快特色建设步伐，延
展实践空间。2016 年开始，周浦中学
面对新高考进程中如何进一步提质发展
的问题，在深挖内部人力物力潜能的同
时，重点研究并试图攻克借力发展的问
题：如何利用高校丰富的教研资源，如
何带学生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补齐本
校高品质硬件不足的“短板”？我们一
直试图打通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对接
通道，让新高考实践道路越走越宽。

学校开始对接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
学学科优质科教资源。围绕“海绵城
市”发展主题，华东师大地理科学学院
与周浦中学协同共建“周浦中学海绵城
市过程模拟”创新实验室，以室内模拟
实验与计算机模拟实验融合、控制实验

与综合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方式，将现代
科学前沿研究方法与身边问题有效结
合，提升学生的科创能力、学习兴趣与
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学校现已获得大
学教师团队免费参与指导，开设专家讲
座，开放高校专业课程，激发学生的探
究学习兴趣，培养细致、严密、坚韧、
执着追求的科学精神，促进中学生科学
思维与核心素养。

学校于 2017 年开始启动了和清华
大学以及上海建桥学院工程学院的合作
项目，实现“生活教育”创客教育和
STEM 结 合 ， 培 育 群 体 创 新 中 心

（GIS），创建“卡魅创客实验室”等。
学校受邀每年选派 10 多名学生参

加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科学院、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海洋大学、上海应用技术大
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等单位与高中共建
的校外实践工作站，实践学科覆盖了临
床医学、生物学、数学、海洋科学、天文
学、中医药、网络安全等近10个专业，学
生不但能在理论课上获得教授级别导师
的讲解，在具体研究课题上还可以得到
研究生课题组师兄师姐的专业指导。

通过“生活教育”创新项目和创新
实验室建设，周浦中学走上了“平民
化”创新教育之路。

（作者系上海南汇中学校长）

挖潜加外援，补齐硬件短板
康潇津

走班制模式固然保证了学生选
择的自主化，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
化学习，但同时也给各学校带来了
不小的挑战，首要的问题就是传统
校 园 的 硬 件 制 约 。 走 班 制 如 何

“走”得更好、更科学？打造一个
完善的“智慧学校”模式是关键所
在。

为了让走班制更加科学有效地
“走”起来，近年来我校积极进行
“智慧学校”模式的探索。

改进与完善考勤模式，引进人
脸识别等系统

“走班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
是考勤问题。传统的校园普遍使用
磁卡作为学生的信息端口，由此带
来的磁卡丢失、打卡慢等因素困扰
着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也同样为
日常校园管理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麻
烦。走班制实施之后，传统的打卡
模式弊端更加明显，给教学管理工
作带来了很大的不便。新的教学模
式，必然需要新的管理制度。在这
种情况下，我们学校率先引进了较
为先进的人脸识别系统，通过人脸
识别的考勤方式确保学生“走”到选
定的班级，从而保证了走班制的教
学、管理效果。此外，这个人脸识别
系统可同时应用于进出校园和宿舍
考勤，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学生进
出校园“有迹可循”，进出宿舍“井然
有序”，节省了门卫和生活教师大量
的疏导和识别工作，提高了学校管
理的效率。

更新观念，增加教学方面的
“大数据分析”

智慧课堂是应对走班制诞生的
概念，所谓智慧课堂，包括个性化
学习、精准化教学和大数据分析等
方面。个性化学习一直是我们学校
倡导的育人传统。从学校创办伊
始，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学校已建
立起“导师制全员育人”的特色品
牌，形成了“让每一名学生都有可
倾诉的老师，让每一位老师都有要
牵挂的学生”的良好氛围。学校的

“有为班”特色课程品牌探索，培
养了一批善于个性化学习的优秀学
生，当然这也是走班制改革的初
衷。精准化教学和大数据分析是教
学环节中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也
是走班制教学的必然要求。为此，
我们学校专门在软件方面进行升级
改造，年内基本实现教学软件的更
新，使用科大讯飞的智学网系统和
讯飞易听说智能评分系统、智慧课
堂系统，通过教与学的大数据采
集、分析，使学校具有完善的数字
化校园应用系统，真正能做到智能
化管理、智能化教学、智能化评
价。

为了适应走班制的需求，避免
学生走班时进错教室，学校在教室
门口设置电子班牌来进行教学班和
行政班的区分，电子班牌上还可以
展示班级名称和教师名字，学生通
过电子班牌自主选课或生成、查询
课表，还可以刷卡动态考勤；学校会
为每名学生配置一个专门的职能柜
子，采用信息化管理，不需传统的钥
匙开启。这样就可以方便学生更快
地“走”，无须携带大量的学习资料。

校园扩建，软件与硬件同步升
级改造

扩容提质，打造“智慧学校”
现在是学校适应走班制改革的重要
抓手。实行走班制后，学生们根据
自己的能力水平和兴趣愿望选择适
合自身发展的层次及班级上课，大
班变成小班之后，造成一个年级班
级数骤增，这样就需要增加教室数
量以满足“小班化”的要求。我校现
已与大沥镇政府签约，促成与本校
毗邻的石门实验学校明年搬迁，原
址划给石门中学用作扩建。学校将
由原占地 120 亩扩大至近 180 亩。
在扩容的同时，学校还将提升教育
现代化水平，具体包括：对物理、化
学、生物等学科传统实验室进行改
造升级；增加走班教学专用课室；建
设创新科技实验室，包括建设创客
中心、集成实验室综合管理系统等，
建造 STEAM 教学综合实验室、3D
打印实验室、纳米创新实验室、人工
智能实验室等。总之，我们学校正
走在“智慧学校”这个由外而内的创
建之路上。

（作者系广东省佛山市石门中
学校长）

软硬件同步跟进
打造“智慧学校”

李卫东

新高考下的走班制·突破硬件制约

为了适应新高考改革，促进学生
个性化发展，上海市吴淞中学在“让
每一个学生都要有一次科学研究的经
历”的课程理念下，配套建设了“道
尔顿工坊”，共包括 22 个科技类创新
实验室，同时建有“观澜书院”，包
括 24 个人文类创新实验室，满足了
走班制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在 2018
年第 33 届上海市青少年创新大赛
中，该校共有112名学生获奖。

图为上海市吴淞中学高三年级选
修物理的学生在光学实验室分别用分
光计测光栅常数、用迈克尔逊干涉仪
测激光波长。

马新莉/文 邹斌/摄

如何帮助学生
“走”得又快又好？
广东省佛山石门中
学引入人脸识别考
勤系统和教学方面
的大数据分析

走班制面临的不只是教室、实验室等实体空间欠缺或者调整的问题，同时也涉及更深
层的虚拟学习空间如何设计的问题。北京十一学校优化课表，提高教室利用率；转化思
维，优化虚拟学习空间设计——

走班制硬件建设资金有限怎么办？上海市周浦中学注重内部挖潜，充分利用身边生活
资源，同时整合利用高校与社会资源，试图走一条“低成本、少投入、效益好”的创新之路

选修物理
乐趣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