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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青青的麦田围绕着一座现代化的校
园，在冬日的阳光下显得分外静谧，泥
土的芬芳赋予了它乡村的味道。这就是
山东省广饶县王道小学，一所乡村小规
模学校。这所学校学生不足 200 人，主
要是本村居民的子女。学校根植乡土文
化，挖掘乡村资源，弘扬本村以劳创
业、以劳致富的创业精神，以劳动教育
为核心，开发具有乡土特色的“田园牧
歌”课程。该课程由“乡音”课程、

“乡情”课程和“乡事”课程三部分组
成。

“乡音”课程：记住乡音记住根

乡音，大地上劳作最美的原生态声
音，那是最动听的乡音。让孩子们从“乡
音”课程中倾听劳动的声音，感悟劳动的
气息，这是开发课程最原始的初衷。

课程中选编了“劳动号子”这个单
元。当耳边响起“打夯歌”的劳动号子
时，纯朴的村民、劳动的热情铺面而
来。“五人一架夯啊——哎哟；两人一
抬筐呀——哎哟；明天开始干哪——哎
嗨哟哇；干到落太阳啊——哎哟。不怕
脸晒黑呀——哎哟；不怕胡子长啊——
哎哟⋯⋯”王道村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创
业、劳动致富的新农村，这首劳动号子
是村志当中记载的本地农民开发海滩筑
坝的夯歌。这样的乡音，是孩子们的祖
辈、父辈劳动的声音，这种劳动的乡音
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创业史，更是王
道村生生不息的精气神。

乡音是人们认识家园、乡土历史与
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更是传承中华民
族文化的根基。泥土里浇灌的语言包含
着纯朴、诚实、仁义、孝道的传统。这
些包含着乡土气息的文字便成为了童年
最为贴心的营养，进而融进他们的血液
之中。他们记住了乡音，便记住了根。

“乡情”课程：留住乡情留住魂

乡情，是走不完的羊肠小道，是放
牧牛羊的河滩；是看不够的绿树群山，
是儿时戏水的河边；是离不开的爹娘乡
亲，是梦回萦绕的“祖根”。留住乡
情，就留住了自己的故乡魂，这就是儿
童最初的家国情怀。

王道村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
精神，让王道村的孩子了解乡情，既是
家国情怀的培养，更是对家乡文化的传
承。为此，学校整理开发了以王道村劳
动创业为核心，以家乡的历史文化和风
土人情为主的乡情课程。

“王孟梅，全国劳动模范、优秀共
产党员，原王道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 任 。 自 1974 年 任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以
来，团结带领全村党员群众调整产业结
构，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千方百计
增加群众收入，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
科学发展的富民强村之路，王道村成为
东营市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这
是“乡情”课程的人物篇，也是该课程
的核心与灵魂内容。

“乡情”课程中选编了这样一个创

业的场景：“老书记带领村民整整七天
七夜，啃凉馒头，喝凉水，照样释放出
用不完的热能；老书记带领村民睡在那
四壁冒水珠的地窝子里，盖着那湿透了
的被子，依然精力充沛，斗志旺盛；老
书记带领村民凭着撼天地泣鬼神的精
神，建起 1000 亩盐田，180 亩虾池。
虾池里投放了 200 万虾苗，居然养殖成
功，平均亩产 29 斤大对虾！”这是励志
的场景，是王道人不畏艰难、不甘落
后、奋勇争先的现实缩影和真实写照。

“乡情”课程，讲身边的事，学身边的
人，铸就自己的精神。通过课程的方
式，我们留住乡情，也留住了劳动的灵
魂。

“乡事”课程：锁住乡事锁住本

乡事，就是故乡之事、乡土之事、
农业之事、劳动之事。“纸上得来终觉
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为了深化劳动
教育，培养学生劳动实践的能力，学校
研发了适合高年级学生的“乡事”课
程，该课程按照农时二十四节气让孩子
们从土地上经历一轮完整的乡事劳作，
进行真实的体验与感知。

劳动教育是乡村学校的固本工程、
铸魂工程、打底色的工程。“乡事”课
程在课堂上学习根据二十四节气的顺序
设置的节气习俗、时令诵读、农耕文化
和种植探究等内容。二十四节气是古代
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极具科学性，让
孩子们在土地上经历农事实践，既是对

传统文化的感知，也是对劳动意义的内
化。

春天，孩子们播下种子，看着它萌
芽于泥土；夏天，孩子们看着庄稼节节
生长；秋天，孩子们看着果实结坠于枝
头；冬天，孩子们看着根须蛰伏于大
地。经历这样的体验过程他们便知道什
么是萌芽、什么是孕育，也会知道什么
是惊蛰、什么是谷雨。更重要的是，通
过这一过程他们体会到了大自然的神
奇，懂得了人与自然如何相处。经历实
践过程比获得结果更有意义，让孩子们
劳动实践，激发了他们对大自然的兴
趣，塑造他们与各种生命、自然生态和
谐相处的良好行为方式。劳动涵养了情
感丰富的人。

“乡事”课程引导孩子们在种植探
究的实践活动中培养劳动精神，实践基
地中收获几个茄子、几个辣椒、几墩花
生，那都是大自然的恩赐与奖赏，是自
己汗水劳动的结晶。孩子们在劳动实践
中体会了“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
饭，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意义；在劳
动实践中学会了生存，学会了生活；在
劳动中感受到收获的快乐。劳动精神滋
养了生命的成长。

乡事植根乡土，是乡土的精神脐
带。脱离乡事必会成为精神上无根的
人；锁住乡事，就锁住了劳动的本质。

（作者分别为山东东营经济技术开
发区东凯小学和东营市晨阳学校乡村支
教教师）

“田园牧歌”唱响劳动教育主旋律
李玉玺 王海荣

课程，承载着一所学校的教育思
想、目标和内容，是内涵发展的核心，
也是发现学生潜能的试金石。究竟应该
如何分层次、因校制宜做好顶层设计？
如何围绕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构建课程体
系？如何实施高效课堂建设？如何在课
改进程中将各项具体行动形成统一性的
体系，提升核心竞争力？

在笔者看来，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
根本在于形成课程领导力。广州市南沙
区中小学近年来通过实施提升课程领导
力项目，构建起课程领导力“共同体”的
体系，包括：建立团队协同力共同体，形
成以校长、骨干教师为核心的课程规划、
开发和实施骨干团队；建立课程开发力
共同体，以特色课程建设为抓手构建丰
富而个性化的课程体系；建立课程效能
力共同体，以“深度学习”教学改进项目
为重点促进课程的高效实施；建立创新
平台力共同体，推进“智慧校园”建设，形
成课程实施和评价技术平台的课程领导
力建设机制。

团队协同力共同体：每位教
师都是有意义的建构者

在新一轮课改中，校长对课程的领
导力正在凸显。校长不仅要走进课堂，
进行技术和经验方面的微观指导，也要
走出课堂，从思想和理念方面宏观把
握，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

南沙区的中小学，有很多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的“全国课程
改革基地校”挂职学习项目，还有省、市
卓越校长培养工程等项目及各级各类工
作室。其中，南沙小学曾志伟“广东省中
小学校长工作室”、南沙第一中学徐辉

“广东省中小学教师工作室”和东涌中学
李苑珍“广州市名班主任工作室”等为代

表的工作室在提升校长和骨干教师的课
程领导力方面发挥了示范、引领和辐射
作用，建立起了校际间优秀校长和教师
合作互动的人才培养机制，推动了校际
课程规划、内容实施等方面的培训和交
流，促进了学校课程领导力建设。

每个学校的成员都是有意义的建构
者，都可以为课程问题的解决和课程品
质的提升贡献自己的智慧，其中名师、骨
干团队的作用不可忽视。南沙区为打造
名师团队设立了“明珠工程”。其中，国
际化教育人才培养方面有名师培育项
目、教师专业化素质提升项目、引进海外
人才项目、学校合作交流项目、学子海外
交流项目等，诠释了“引进”和“培育”的
人才建设思路。

课程开发力共同体：学校特
色与学生个性完美结合

课程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今
日的课程将决定明日的世界。课程规划
则是一个依托主流文化和区域文化寻根
的过程，在坚守教育规律的同时，要找
到属于自己的脉络。

对一所学校来说，课程建设要结合区域
文化。走进南沙区中小学，我们看到很多优
秀的学校在开足开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
同时，在加强特色课程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
方面也做得有声有色，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的同时也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

南沙小学结合地方水乡特色，与中船龙
穴造船基地合作，共同开发了船文化校本实
践教材《巨轮启航》，通过介绍我国古代、近
代、现代船舶的演变，让学生系统、全面地了
解船舶历史及船舶建造工艺流程，提高了学
生语言表达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精神。该
成果获广东省级特色读物一等奖。

围绕“合格公民教育”主题，采用

分年级、分专题、重体验的活动模式，
由爱己到爱人、爱国，麒麟中学的“弘扬
麒麟精神，培养合格公民”特色课程方案
开创了德育的新模式，获广东省级二等
奖。南沙区各中小学校挖掘本土教育特
色，开发校本课程，探索新的课堂教学模
式，“水乡文化”“山海文化”“慧心”“诗
心”教育等课程建设特色初显。

课程效能力共同体：一间教
室里的生命千姿百态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美好而朦胧的
梦，或者有新奇的幻想，或者有美妙的
希 望 ， 同 学 们 ， 你 们 的 梦 是 怎 样 的
呢？”东涌中学的初中语文教师蒋俊霞
用唤起回忆的方式开启了 《在山的那
边》 这篇课文的讲授。

课堂里的生命千姿百态，丰富而具
体。优秀的教师不仅是一间教室的守望
者，还是研究者、创造者。

南沙区课程效能力共同体的“深度
学习”教学改进项目，让课堂面目一
新：在教师的引领下，学生围绕具有挑
战性的学习主题，全身心参与，以掌握
学科核心知识、理解学习过程、把握学
科核心思想与方法为重点，成为既具独
立性、批判性、创造性又有合作精神、
基础扎实的优秀学习者。

在南沙区，每个学期每个学科至少
要开展两次项目专题研讨或课例展示活
动，并逐步将“深度学习”融入常规研
训活动中。活动内容包括理论学习与研
讨、研究成果交流与教学指导及课程资
源的开发利用等。各中小学重点组织学
科骨干学习“深度学习”相关的理论文
献、教学案例及相关课程、教学与评价
改革理论，以加深教师对“深度学习”
教学项目的理解，提高项目推进的力

度。随着“深度学习”课堂教学改进项
目深入开展，南沙区教师教学水平不断
提高，在各级各类教学竞赛中表现突出，
其中，在 2018 年的“一师一优课，一课一
名师”活动中，入选市级及以上的课例达
180多节次。

创新平台力共同体：智慧校
园让创新成为必然

大数据、智慧课堂、人工智能、云
平台、互联网、新技术⋯⋯一股新时代
的力量席卷而来，推动着每一个教育生
态链上的工作者。

课程领导力共同体的打造离不开教
育信息化的有力保障。广州市南沙区已对
人工智能时代的智慧教育作出规划，将依
托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大力推动“互联网+”智
慧教育的变革，高标准建设智慧校园，建设
智慧课堂、自助图书馆、学生“创客”中心、
物联网实验室、3D打印探究室、VR探究
实验室等，打造智慧教育大数据中心及智
慧管理、智慧教学、智慧环境一体化发展的
生态服务系统，促进教育结构的优化，以更
好地发挥平台对课程建设的促进作用。

“智慧校园”建设将拓展课程资源，
也必将提升课程实施效率，同时为课程
实施和评价提供先进高效的技术平台。

“智慧校园”还将推动课程区内外的优质
资源共享，为课程开发提供无限可能。

一堂堂引人入胜的课堂、一个个魅力
非凡的教师、一所所承载理想的学校⋯⋯
如果说向海而生的国际化是广州南沙区近
年来部分中小学突飞猛进的宽阔羽翼，那
么行之有效的课程领导力共同体就是教
育创新和核心竞争力的动力源泉。

（作者系广州市南沙区教育发展中
心副主任）

如何提升“共同体”的课程领导力
杨子莹

近年来，上海的教研工作成为
全国的标杆，甚至引发了中外许多
著名教育专家的共同关注。认识和
分析上海教研成功原因的角度可以
有多种，笔者认为上海教研已经成
为一种教育文化。

尽管文化的内涵是广博的，
甚至是多义的，但以下一些要素
却被大家所公认：文化与特定的
人群相关联、文化与特定时期人
们的需要相关联、文化是一个群
体的共同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
择。笔者之所以认为上海教研已
经成为一种文化，除了认识到上
海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已为市、
区两级教研部门确立了“研究、
指导、服务”这条教研工作主
线，形成了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
组织、实施和管理的系统设计，
深入到课程建设、课程评价和教
育实施等各方面，更看到了上海
基础教育战线数以十万计的教师
群体都把参与教研活动看成是个
人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平台，看成
是走向教师专业化的重要阶梯，
上升成为群体性的专业追求与自
觉。

上海教研，之所以可以成为
一种文化，除了已归纳和提炼到
的具体经验与实践，也许还有更
深远的意义，可供借鉴与探索。

形成教育的合作共同
体

基础教育战线上的广大教师
面临的基本任务十分相似，育人
方法、知识传授过程等都有很多
共同点，但长期以来教师被看成
是一个极具个体化的工作职业，
至今在很多国家，教师工作仍然
演变成每一名教师单打独斗的工
作行为。这种认知严重阻碍了教
师群体对教育问题的探索和教育
规律的把握。上海的教研模式，
通过制度保证，组织丰富有效的
教研活动，让教师们共同面对问题
——瓶颈问题、关键问题、难点问
题、核心问题；共同关注教与学的
过程揭示——是什么、做什么、怎
么做、用什么方法做；共同关注教
育效能——实践中怎么做才能更
便捷、更科学，取得更合理的结
果。教研活动就把单脑连接成群
脑，让个体的教育行为变成群体的
合作行为，形成了目标一致的教育
共同体。

形成差异互补的教师
专业成长模式

各学校的教师构成大概包括
走上岗位不久的青年教师、已经

有成熟经验的中年教师、工作年
份较长即将离开岗位的老年教
师，和少量的具有丰富经验又有
研究能力的专家型教师。各类教
师关注的重点各不相同，在专业
成长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也各不
相同。通过教研活动，聚焦教育
话题、聚焦课堂、聚焦学生，碰
到难题，共同面对，各取所需，
就能发挥同伴互补互助的教育功
能。差异成为资源，既能帮助年
轻教师尽快掌握必备的教育教学
技能，也能促进中老年教师完成
知识更新，满足各类教师的获得
感和分享需求，同时提升各类教
师的专业化水平。

教研是发掘教育经验
的有效平台

因为教师的工作大多数时间
和场合是个体与学生的互动，的
确带有一定的封闭性。教育教学
过程中对象各异、方法不同，探
索内容多样，既有基本规律与一
般程式，也有学科各自的特点与
路径；既有科学的表达，也有教
育教学艺术与风格的个性体现。
这些经验是宝贵的，也是离散
的，往往因为缺少开展研讨的合
适场合，使经验成为过眼云烟。
各种成熟的教育经验往往又因为
缺少有效的传播环境与路径，不
能有效推广。由于教研活动的场
景设置，无论是常规学科教学研
究，讨论备课、上课、观课、评
课的规范与成效，还是带有专门
主题的示范演示、集中研讨，利
用教研这一平台，通过大众传
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
方式就可孵化和催生出一些成熟
的、成功的教学经验，同时告诉
更多的学校和教师：好的教育教
学应该是怎样做出来的。

教研是产生学术思想
的最初舞台

教研活动中教师们组合在一
起讨论、交流、展示的问题是具
体而真实的，但问题背后的意义
却是长久而深远的。事实上，譬
如教与学、学与习、意义生成的
学习、能动探究的学习、自觉取
舍与融合的学习、知识习得与经
验积累、个别学习与同伴交互、
学习智慧与情感体验、知识积累
与品格养成、教学与环境的有机
融合等等。再譬如：如何关注特
定年龄儿童、青少年认知的特点
与问题；如何根据儿童、青少年
学习知识的复杂性解决分层、分
类和个别化的学习；如何用新的
学习样态解决潜能开发的不易
性；如何面对信息化、网络化、
智能化的学习环境开展高效的学
习；如何解决特殊儿童的教育等
一系列当代教育需要解决的问
题，教师们都在进行思考，努力
实践并给出答案。教研活动恰恰
创造了集思广益、相互补充、去
芜存菁、提炼升华的机会与场
合，让个人智慧与团队智慧得以
集结，让实践探索上升为带有普
适意义的科学成果。本市如“青
浦数学教改经验”等大量优秀的
教育科研成果都发端于教研平
台，便是最好的例证。

教研是传递教改导向
的合适场所

教育改革是个系统工程，有宏
观层面的改革，更多的是中微观层
面的改革，既需要刚性的制度保证
和政策规定，又需要实践主体的自
觉践行。特别是涉及学校、课堂、
课程、教与学的变革，缺少了教师
群体的自觉积极参与，将事倍功半
或一事无成。因此，发挥好教研平
台的功能，传递教育改革的正确导
向，既成为可能，也成为必须。教
研活动是市、区、学校三级组织内
常设的学术性活动，在这种介于正
式与非正式的学术环境和场合中，
教师既享受着专业性话语表达的
尊严，也需要恪守教师职业的自
律，十分有利于教育改革措施的顺
利推行和柔性落地。当前上海市
正在推进小学、初中“家门口的好
学校”建设，用好“上海教研”，既是
保证这项恵民工程得以顺利实施
的舆论平台，也是提升校际师资水
平均衡度的有效工作平台。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
理念转变》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近期的重要报告。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前干事长伊琳娜·博科娃在
序言中说：“今天的教育意味超越
识字算术⋯⋯教育必须重视文化
素养、尊重和尊严平等⋯⋯”“上
海教研”将会作出很好的回答。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学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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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朗诵课、舞蹈串烧课、国学课⋯⋯
日前，武昌理工学院广信商学院 26 名大学
生来到武汉市江夏区法泗街道桥头小学，开
展为期一周的公益实践课。他们和留守儿童
同吃同住，用实际行动关爱留守儿童。他们
为学生开设安全健康知识课，对留守儿童进
行心理健康辅导，还开设了歌曲舞蹈、国学

《弟子规》、体育活动课、形体特色课、简笔
画等特色课程。

刘明杨 蒋千敏 摄

大学生
为留守儿童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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