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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牛小大力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培养学生应具备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体系相符合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旨在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

牛小位于武进城区边缘，学校 2300 多名
学生中有 72%以上是流动儿童。学生的家庭
背景多样而复杂，周围环境良莠不齐。提高
学生的核心素养，使他们成为适应知识经济
时代需要的人才，学校有着义不容辞的责
任。多年来，学校持续不断地推进“五小”
校本课程的建设，为素质教育增添了新的活
力。

“五小”指文明小使者、知识小博士、科
技小能人、艺体小星星、社会小主人五个方
面，“五小”核心素养分别与个人修养、学习

能力、科学精神、审美雅趣、家国情怀五个
维度相对应，是对原有“五小”校本课程目
标的深化拓展，每个“小”对应的是六个关
键词。具体内容为：

文明小使者：遵纪守法、举止优雅、态
度谦和、讲究卫生、尊重他人、诚实守信。

知识小博士：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善
思乐问、敢于质疑、刻苦钻研、珍惜时间。

科技小能人：享受低碳、热爱自然、善
于合作、充满好奇、做事专注、勇于创新。

艺体小星星：崇尚美好、树立理想、学
会欣赏、勤于锻炼、持之以恒、身心健康。

社会小主人：孝亲敬长、感恩生活、热
爱劳动、勤俭节约、自理自立、爱家爱国。

“五小”核心素养培育目标涵盖了学生的
“德智体美劳”诸方面，指向的是学生的全面

发展，最终实现“立德树人”。

古语云：“事物之独胜处曰特色。”在几乎所有学校都在高喊“特色课堂”“特色教育”

“特色模式”的当下，究竟何为特色学校，是我们作为教育人应该追问的本质！

特色学校应该是风貌独特的学校、理念先进的学校、质量较高的学校和文化先进的学

校。特色学校实质上就是一种整体性的学校文化模式，是学校文化长期积淀的一种外在表

现，因而是具有独特文化风格的学校。可以说，特色学校与文化的源远流长并驾齐驱，文化

是特色的根，是学校发展的土壤。

今天我们要了解的这所学校，多年来矢志不渝聚焦校园文化建设，培养师生核心素养，

进而不断提升办学品质、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学校亦在深厚的文化氛围中生根、发芽，逐渐

壮大！

用特色教育让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记常州市武进区牛塘中心小学“五小”课程文化

常州市武进区牛塘中心小学创立于 1906
年，始名“延政乡立两等小学堂”；新中国成
立后，改名为“武进县牛塘中心小学”。学校
地处江南小镇，民风淳朴，在百年传承中，积
淀了特有的“诚恒·牛性”文化。诚恒，是学
校校训，百年积淀，代代传承；牛性，是牛小
人一直以来秉持的校园精神。校园里的一块石
头、一座雕塑、一个建筑，都散发着这种气
息：牛小西校区，矗立着一座古代教育家孔子
的大型浮雕像，这位教育哲人两千五百多年前
就留下谆谆教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
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自
然也是为人之本；在牛小东校区，昂然挺立着
一座牛的雕塑，无声地传递着牛的品性——质
朴、敬业、执着、坚持，释放着事事求“恒”
的行动感召。一东一西的遥相呼应，似乎在诠
释着牛小特有的“诚恒·牛性”文化。

这种文化气息，是引领学校发展的灵魂，
是培养师生核心素养的源泉。它弥漫在师生的
一言一行中，更在牛小的课堂上、课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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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核心素养为育人目标，对学校的教
学管理、资源配置、教师评估及专业发展
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尤其是教
师队伍培养方面，如何为教师营造良好的
成长环境，提升教师专业实践的理念和质
量，成为陈子校长等牛小领导班子成员共
同关注的问题。

多管齐下建平台。为进一步提升教师
素养，学校努力搭建各种平台，助推教师
发展，促进学生成长。2018 年 12 月，学校
承办了武进区小学数学教师第三轮基本功
竞赛，为青年教师搭建了一个实践教学理
念、锻炼自己、展示才干、交流学习的平
台。章一星老师在比赛中获得一等奖，汪
莹老师获得二等奖。2019 年 3 月，学校申
报“送培上门 （小学数学） ”基地，让全
体数学教师接受培训。此外，还组织教师
参加了区语文、英语基本功比赛，音乐优
质课评比活动。本着“认真参加，重在提
高”的原则，教师们精心组织，反复打
磨，收获了喜人的成绩。在区语文基本功
竞赛中，孟璐老师获得一等奖，桂雪平、
刘凯教师获得二等奖。在区音乐优质课评
比活动中，王佳雯老师荣获一等奖。

网络平台进教室。在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的今天，教师们也告别了一支粉笔加一
本书的老时代，经历着科技创新加信息技
术更新带来的巨大变化。本学年，学校教
师中心联合课程中心组织牛小全体中青年
语文教师参加了新技术支持下语文阅读教
材研讨活动，聆听了蒋丹萍老师的经验分
享，了解了如何利用智慧课堂插入视频、
如何将学生的评价生成柱状图、如何利用
白板进行灵活拖拽等新技术，极大地感受
到新技术在扩大课堂容量、激发学生兴
趣、提高学习效率等方面的明显优势。3
月 27 日，又邀请武进区实验小学的徐佳老
师来校作 《“互联网+”时代的课堂变
革》 的专题讲座，教师们耳目一新。

各级各类培训活动。如安排教师参加
“中国教育梦”的现场学习，特邀全国著名

培训专家李迪老师到校作“做一个灵魂有
香气的教师”专题讲座，举行“阅·读”
暑期读书交流会、1358 青年教师培训工
作、“心灵捕手”观影活动等。

高度重视教师课题研究能力。学校现
有 1 个国家级别课题，是信息技术课题
“‘互联网+’背景下校本研修的策略研
究”；区级学科课题“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策略研究”和德育课题
“基于流动儿童实际培养学生基础文明素

养的研究”已于 2019 年 1 月顺利结题，并
被评为武进区优秀教科研成果二等奖；市
级备案课题 5 个，分别是“交际语境动态
建构下的习作教学课型范式的研究”“用

“阅·读”教数学——培养学生数感的实
践研究”“在主题拓展阅读中提升学生自
主阅读素养的研究”“基于‘诚朴’文化
观 照 下 的 ‘ 三 实 ’ 课 堂 教 学 策 略 研 究 ”

“基于叶圣陶育人思想的‘五小’课程建
设研究”。

学校一贯注重教师的总结工作，提倡
教师将反思案例提升到论文的高度，让更
多的教师得到启发，同时教师发展中心还
积极与各杂志联谊单位联系，争取论文发
表机会。一年来，众多教师纷纷在“蓝天
杯”和“区教育学会”论文评比中获奖，
在 2018 年 12 月的“区教育学会”论文评比
中该校有 18 位教师获得一二等奖。

学校行政以身作则，积极参加学校主
动发展项目评比，学校前瞻性项目申报、
评比等活动。2019 年 1 月，“课程视野下指
向表达的群文阅读实践”获武进区中小学
课堂教学改革优秀项目评比二等奖，“‘互
联网+’时代的诚朴课堂的深度整合”获
武进区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优秀项目评比
二等奖。

结对联盟共交流。2018 年，张辉老师
积极响应江苏省万人援疆援藏计划，奔赴
祖国的最西部——乌恰县参加支教工作，
担任新疆乌恰实验小学四年级语文教学工
作，也在牛小与乌恰之间架起了友谊之
桥。除此之外，该校教师还前往村前小
学，与他们交流教学心得，与湖塘桥实验
小学的教师互相听课、研讨⋯⋯结对联盟
活动的开展，使学校间互相携手，共融共
进。

校史育人夯底蕴，百年牛小谱新篇。
在未来的办学历程中，学校将不断加强文
化建设，从学生需要出发，面向全体学
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如今，发展中的
牛塘中心小学，已缤纷满园、硕果满枝；
奋进中的牛塘中心小学，正全面推进深化
课程改革，通过“五小”课程，让“立德
树人”“核心素养”在学校落地生根，蓬勃
生长为有益学生终身发展的 DNA，成为学
生健康成长更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王 江 刘 玲 贾 勇）

“五小”课程是牛小的原创课程，也是
边实践边研究的草根化课程，是真正地摸
着石头过河。在这个过程中，牛小的教
师、学生还有部分家长都参与到了课程建
设中来，他们在实践中不知不觉地成为课
程的评价者。每学期，牛小坚持整体推
进、全员参与、灵活多样、自主创新的原
则，采用多种方式开展课程评价。

如，邀请校外的课程专家和校内骨干
教师对“五小”课程编制的指导思想、课
程目标、教材编写等方面展开论证、指
导；采用调查问卷、座谈会、教师沙龙等
方式对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课程质量进行
检测；通过学期成果展示、“节”（艺术
节、科技节、体育节、读书节、巧手节）、
评选“五小”明星等多种方式对课程实施
后的学生培养效果开展评价；通过开展课
堂教学研究活动，提高教师的课程实践能
力和参与课程建设的积极性。

在积极开展课程评价的同时，学校针
对“五小”课程目标，改革了现有的学生
评价方式。先后制定出 《“五小”明星的
综合性评价》《“五小”明星的单项评价细
则》 及 《“五小”明星的分项评价目标》，
分低、中、高 3 个年段，每个年段的评价
标准又分成达标、提高、发展 3 部分，分
别满足各类学生的需求。牛小人用新的

“五小明星”评选制度替代以往的“三好学
生”，引导学生通过自主申报，评选出“五
小明星”综合奖，以及“文明小使者”“知
识小博士”“科技小能人”“艺体小星星”

“社会小主人”单项奖。这样，学生可以根
据自己的兴趣和现状主动申报相应的“五
小”课程项目，实施自己的“追星”计划
和行动。

当然，“五小”课程的评价方式也在不
断地改进完善中。比如，针对“文明小使
者”这项内容，学校成立了文明素养培育
课题组，设计了“牛塘中心小学学生文明素
养”培育评价表，把“文明素养”细化为个
人文明素养、公共文明素养、人际交往素养
三大类九个目标，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创造
性地设计了低、中、高3个年段具体的阶段
文明行为指南28条，使学生的文明素养评价
更加清晰化、具体化。例如，“文明素养”
中针对“讲究卫生”这一关键词，低年级阶
段要求做到 3 条：早晚洗脸刷牙，勤剪指
甲，勤洗头理发，勤换衣，保证身体没有异
味；不在嘴里乱咬东西 （如铅笔、指头
等）；饭前便后要洗手，随身带手绢手纸，
不随地大小便。中、高年级阶段评价内容也
各为3条。低中高3个阶段，循序渐进，3个
评价指标清晰，全部达成即做到了“讲究卫
生”，才可以当选“文明小使者”。

学校以教学资源配置及师生教与学的现
状为出发点，以形成学校和学生需要的特色
课程为目标，分阶段、多形式、有计划、有
步骤地推进课程改革实施，推动“五小”核
心素养在牛小的贯彻落实。

一是整合。不同的主题活动进行整合，
不同的创意课程内容进行整合；创意课程可
以与基础课程有机整合，主题活动也可以和

“五小”创意课程整合；还有国家课程内的学
科整合。如：“艺体小星星”中的目标“持之
以恒”，就可以和“知识小博士”中的刻苦钻
研、“科技小能人”中的专注执着等核心素养
目标整合起来，将学校的节日课程之读书
节、体育节、科技节、艺术节以及学生的阅
读习惯、实验精神、锻炼意志的培养结合起
来，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养成。

二是拓展。同样的主题活动内容，或者
相关联的课程内容，教师可以根据自己的学科
及特长以及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不同的拓宽、
延伸。如“艺体小星星”中“崇尚美好”这一
学生素养目标，可以开展相关课程——“拥
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各学科教师可以结合
学科进行拓展：语文教师可以把课程内容拓
展为欣赏一本“美美”的书，还可以开展一
次“好书欣赏”的阅读指导课；美术教师可

以设计欣赏一幅美美的艺术作品，或者学生
自己做一份美的作业；音乐老师可以设计欣
赏美美的音乐、歌曲、舞蹈，或者发现身
边的小小音乐家；除此之外，还可以拓展
为“美”的心灵，“美”的体魄，“美”的
家庭⋯⋯

三是调适。对“五小”课程表上的内容
进行某种形式的改造，以适应具体的教学情
境，如调整课程实施时间，调整课时比例，
对课程内容进行重组、改进等。如家庭小帮
手中的节日课程“巧手节”，计划中通常安排
在 12 月，但可以根据开展的实际情况调整时
间：如果开展的是“水果拼盘”课程，就可
以放在金秋十月，瓜果飘香的季节；如果开
展的是“叶贴画”课程，那么春、夏、秋都
可以安排；如果开展的是“厨艺大比拼”课
程，那就要充分利用假期，让家长共同参与
啦！

四是创新。就是围绕“五小”核心素养
目标，自主开发新的课程项目或单元，自主
设计有意义的课程内容或课程评价方式。

文化厚底蕴，改革谱华章，牛小以“基
础性、多样化和选择性”的课程体系，为学
生开辟了一片个性成长、全面发展的海阔天
空，促进了不同潜质学生的成才及成功。

课程、课堂永远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
以陈子校长为首的牛小人深知推进“五小”
核心素养培育工作，必须从相应的课程开发
着手，“五小”三大课程体系应运而生，基础
性课程，拓展性课程和创意性课程，形成

“五小”课程体系。
基础性课程是指以“五小”核心素养

为目标，全体学生必修的、共同的课程。
所有课程都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但根据课程内容及课程目标的差异而有所
侧重。

“文明小使者”重在培养学生的个人文明
素养，主要课程就在道德与法治、班队以及
语文等学科；“艺体小星星”重在培养审美雅
趣，主要课程就在音乐、体育、美术学科；

“知识小博士”重在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涵
盖了每一门学科课程，而在语文、数学、英
语学科中尤为突出；“科技小能人”当然离不
开科学课以及信息技术课，综合实践以及语
文等学科也有涉及；“社会小主人”重在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主要课程集中在道德与法
治、班队、综合实践等学科。这些学科都是
国家规定实施的课程，也是“五小”核心素
养培育的基础。

拓展性课程是在国家课程之外，为满足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而设置的课程，重在激发
学生潜力，发展学生特长。

“五小”拓展性课程主要分公民教育类、
知识拓展类、体验探究类、个性特长类、社

会实践类五大类，既有各年级在不同时间实
施的年级课程，又有每月实施的主题活动课
程。如 4 月举行的科技节，6 月举行的艺术
节，10 月举行的体育节；以及一年级在 8 月
举 行 的 “ 入 学 礼 ”， 六 年 级 在 6 月 举 行 的

“毕业礼”；还有 3 月的生命教育，5 月的
“五小”讲堂，7 月的研学旅，12 月的诗词大

会⋯⋯丰富多彩的拓展课程，让学生在学有
所长的同时学会了“做人”。

创意性课程是学校自主设计的“五小”
校本课程。因为统一安排在周五下午的两节
课，所以取名为“与吾有约”。学校围绕“五
小”5 个方面的核心素养目标，分低、中、
高年段各编制一本教材，成为每周一节的

“五小”班级课程；另外，以走班的方式，组
建年级、校级社团，实施“五小”社团课
程。创意课程以长短课的形式，通过学生自
主体验、社团活动等方式实施。

例如，围绕“科技小能人”，学校设置了
创意班级课程，低年级为“生活中的科学、
饮食与健康、穿衣的学问、睡眠的科学、多
变的气候”五课时，中年级为“尊重自然、
珍爱生命、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变废为
宝”五课时，高年级为“科技的历史、科技
的力量、科学实验与探究、科技发明与创
造、走进网络世界”五课时。针对全体学生
可选的年级、校级创意课程，呈现为阳台蔬
菜、创客空间、装花团子等，根据学生的自
主选择情况实施。

顶层设计 落实立德树人

重点突破 构建“五小”课程体系

贯彻落实 开展适合的教育

多元评价 营造良好育人生态

育人为本 铺就教师成长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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