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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宁海街道中心小
学，从培养学生有爱心、会生活、善实践的
目标出发，开设“关爱生命、关心生活、关
注社会”三维度综合实践课程。通过美工、
科技、厨艺、劳技、音体等活动课，引导学
生参与实践、用心观察、潜心研究，完善自
己的心智，成长为一名小小的“社会人”。
图为低年级织布课程班的教师在讲授“小蝌
蚪找妈妈”手工作品的制作技巧。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实践课上长本领

“学生小脸通红，两眼发光⋯⋯
在游戏状态下他们明显比平素上课时
精神更专注⋯⋯”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丰台实验小学校长祁红看到观摩课
上争相抢答问题的学生，笑得合不拢
嘴。前不久在北京市丰台教育学会小
学数学分会主办的“让教育看见思考
的力量”数学思维教学现场观摩研讨
会上，专家和教师集中研讨了数学思
维游戏课程如何兼顾“有意义”与

“有意思”的难题——如何通过活泼
好玩的方式，引领学生爱上枯燥深奥
的数学，从而促进学生思维的发展。

如何让学生爱上数学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
学作为北京教科院小学数学教研室及
丰台教育学会小学数学分会相关课题
项目的承接校，当日分三个会场，同
时向专家、家长开放“智兽”“动物
翻翻乐”“颗粒归仓”“酷拉米”等 6
节课，全面展示了二至六年级各种类
型的数学游戏课程。

祁红介绍说，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丰台实验小学思维游戏课程的开
设，有一个从宏观上思考又结合本校
实际需求不断探索的过程。2014 年
学校校本课程“动力课程”开发之
初，定位在“巧手、健脑、启智、激
趣”上，从激趣入手开发了一系列的
游戏，学生很喜欢玩,玩得很开心，
但是教师总觉得缺点儿什么。学生说

“很有意思”，但教师发现学生的思维
能力与思维过程在游戏中不容易体现
出来，也看不到每个孩子的明显进
步。于是，学校又试图去解决“有意
义”的问题，把观察力、记忆力、分

析力、创造力、表达力的培养作为课
程开发的基点。新的问题又来了，课
程有深度了，思考过程外显了，但游
戏课又变成了训练课，学生不感兴趣
了，觉得“没意思”。可见，玩得多
思得少，不行；思得多玩得少，也不
行；那么，如何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
呢？

丰台实验小学 2017 年 3 月引进
了“麦博思考力课程”，除了与北京
教科院的课题和专家指导相关，还基
于全校上下对数学活动课的一个共
识：单纯的玩是放任，单纯的学是灌
输，而思维游戏课程，最大的优势就
是把玩与学有机结合，从而实现让玩
超越消遣，成为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工
具，让学生玩出思考，玩出成长。麦
博思考力课程把思维游戏作为一个介
质，将思维法则、思维策略的培养蕴含
其中，通过游戏与思维的结合，提升学
生的元认知水平，从而提高学生问题
解决能力，培养良好的思维品质。

思维游戏课程如何玩得更好

通过两年多的教学实践，北京教
科院丰台实验小学现已规划出一到六
年级数学思维游戏课程的校本课程体
系，建构了本校思维游戏课堂教学模
式。思维游戏课堂教学可以分游戏体
验、建构思维方法、迁移应用、游戏
创新四步来进行，这四步也是思维游
戏课程实施的过程。这个过程在张
晴、李欢、曹梦媛等任课教师的课堂
上都有生动具体的体现。

第一步游戏体验。在课程开始阶
段，教师让学生自己阅读游戏说明
书，自主探究玩法，开始试错的过

程。在这一环节中，学生可以自由讨
论，充分参与，享受游戏的乐趣，学
习兴趣也由此激发出来。

第二步建构思维方法。教师不仅
教学生如何玩还教学生如何思考。每
一个游戏的背后都是一个解决问题的
思维模型，比如红绿灯法则中的基本

“指令”把生活中的红绿灯与作决定
的思考步骤紧密关联，创设了一种有
序的思考过程：注意周围的环境—收
集信息—分析和规划行动—决定和执
行。红绿灯法则不仅是游戏规则，也
是广泛应用的社会法则，在课堂上经
常使用，会转化为孩子们的思维习
惯，从而形成良好的思维品质。

第三步迁移应用。在每堂课收尾
环节，教师通常引导学生共同回顾游
戏中学到的思维策略，并联系生活实
际展开讨论。同时，向学科知识迁
移。学科知识中较难的题，有了思维
策略的助力，变得简单易行。例如，
狼和羊的游戏课上，在学完了“候鸟
法则”后，学生联想到“体育+”课
程中有“九连环”和“协力板”，都
可以用到“候鸟法则”。

第四步游戏创新。包括创造新规
则、创造新玩法、创作游戏绘本、创
编游戏戏剧，等等。

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小数室主
任张丹重申，数学游戏的确不能傻
玩，思考与迁移能力对学生非常重
要。她说，常常觉得现在的学生不会
思考，有些是不愿意思考。不愿意思
考究其原因可能还是不会思考。一个
人的素养与能力主要体现在遇到新情
况新问题时，愿意主动去解决，换句
话说，素养体现在迁移上。那什么能
迁移？知识能迁移，更重要的是方法

迁移。当面对问题，没有策略、没有
方法的时候，人们通常会开始焦虑。
麦博课程是一个非常好的思维训练载
体，有了这些思维训练作为基础，再
形成学科迁移的能力，有助于学生数
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建构。

好课程要经得起实践检验

此次课堂观摩研讨活动与众不同
之处还在于，课堂不仅向北京各区教
研员与数学教师开放，还向学生家长
开放，旨在听取各方面意见，促进课
程改进。

在观摩了三年级 （3） 班数学教
师范迎君执教的“动物翻翻乐”和五
年级教师曹梦媛的“颗粒归仓”两节
课后，三年级学生曾霂瑄的家长感触
很深，专门讲了自己的观课感受。这
位家长坦言，开始并没指望从一节小
学三年级的数学课里面得到多少收
获。她说：“说实话，来学校观课只
是希望看看孩子上课的状态，多了解
一下平时不能亲眼看到的孩子的课堂
表现。”

“动物翻翻乐”课上，范老师使
用的教具类似游戏卡牌，规则比较简
单，但是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的三年
级小学生们还是不能马上认识到里面
的技巧，刚开始在黑板前的一组学生
东拼西凑才把第一道最简单的题解了
出来。但是很快，家长们就完全被范
老师的课程吸引了。孩子们在老师的
引导下思维越来越清晰，随着题目越
来越难，学生都由浅入深地非常清楚
地理解了解题思路。

这位家长说：“观课的同时我也
在思考一个问题：老师是怎么做到

的？平时在家发现女儿不能马上做出
一些较难的数学题目的时候，我经常
比较茫然，有时候指责她有思维惰
性，有时候觉得她没能力解决难度
较大的题，就索性直接给她讲解步
骤 ， 灌 输 思 路 ； 有 时 候 为 节 约 时
间，特意挑一些较难的、知识点比
较集中的题给她做，希望她能举一
反三⋯⋯总之，我认为好的方法差
不多都试过了，但是效果甚微。在
范 老 师 的 课 堂 上 ， 不 仅 是 我 的 孩
子 ， 而 是 所 有 的 孩 子 都 在 积 极 思
考，都跟上了分析的思路，解出了
所有的题。感觉数学老师简直就像
魔术师一样⋯⋯”

之后也有一些家长补充说，自己
也有类似的感触，一直不明白，为什
么在家辅导孩子时自己花了很大功夫
都无效。听了北京市丰台区教研室吕
志 新 老 师 和 李 义 杰 老 师 的 课 堂 点
评， 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些看似简
单的游戏里面，不仅有思维方法的启
发， 也融入了团队合作和一些非智
力因素的培养⋯⋯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小教研主
任孙建、丰台区教育学会小学数学分
会会长马明燕在座谈中指出，这种课
程探索让课堂发生了由表及里的变
化。思维游戏课程的实质是目标引领
式学习：在游戏的过程中，孩子们不
管闯多少关，最终的目标始终清晰。
成人在学习、研究、授课等过程中，
经常容易出现做事过程中偏离目标的
情况，而思维游戏活动使学生始终保
持目标意识，并贯彻始终。思维游戏
课是一个充满快乐的问题解决过程，
游戏中的困难和障碍与问题解决十分
类似，但却充满了乐趣。

“有意义”与“有意思”如何兼顾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丰台实验小学数学思维游戏课程观察

本报记者 杜悦

洛阳市实验小学近年来践行“在
体验中快乐成长”的办学理念，尊重
学生的主体地位，注重给学生提供真
实的学习任务和丰富的学习资源，从
而提升了学生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五个基于”的课堂改革思路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我们摸索
出“五个基于”的课堂改革思路。一
是基于现实，注重体验。以打造开放
共享的学习体系为目标，把校园、博
物馆、科技馆、工厂车间、广阔农村
都作为学习场所，把环境保护、全民
阅读、运动健康等真实社会问题作为
学习内容，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
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创新学习方式，促
进学习的真实发生。二是基于问题，
鼓励质疑。一个好问题往往来自于真
实的生活情境，是学生从实践中发现
的，不一定有标准答案。学生可以从
问题入手，以任务驱动的方式进行思
考验证和总结归纳，并通过交流来共
享成果进而达到共同成长的目的。教
师要善于创设情境，引导学生学会分
析问题、比较问题、提出新问题，鼓
励学生主动质疑，激发学生的深层次
思考和探究，提高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三是基于探究，学会创新。倡导
用 学 生 的 “ 学 ” 来 调 整 教 师 的

“教”，引导学生开展深层次探究，真
切体验知识生成的过程。教师要带领
学生充分了解不同的知识背景、相关
文化和学习内容，利用信息技术手段
创新课堂教学，教会学生查找资料、
提取有效信息、质疑思辨。四是基于
表达，思辨分享。表达方式是多元
的，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是群体
的，更可以分角色互动。好的表达基
于不同的生活经验，有助于学生思维
能力的提升。五是基于创造，解决问
题。在创造过程中，学生面对真实的
困难和挫折，在持续性的尝试、否
定、排除、选择中，形成智慧和理
性，懂得学习的真谛。我们一直坚
持，教师少留书面作业，要把学科知
识与现实世界联系起来，还原到生活
中设计任务，让学生在实践体验中进
行深层次学习。

在课堂上收获真实的体验

我 们 在 实 践 探 索 中 形 成 的
“6+”课程、体验式课堂、节日课程
等，促进了真实性学习的落地。

“6+”课程：基于现实的项目式
学习。从现实情境出发，统整学科知
识体系，以项目式学习的方式开展。
比如，我们在学校成功创建全国文明
校园之际，研发了以“寻找”为主题

的系列课程。其中，寻找“校园最美
一角”，引导学生去重新发现校园的
美丽一角，校园各处有许多二维码名
片，用手机扫一扫，就能够读到校园
的故事；寻找“最美教室”，学生从
主题设计、氛围营造、分工合作，到
动手美化教室，不仅提高了教师研发
课程的主动性，也促进了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寻找“博物馆小馆长”，结
合洛阳市打造博物馆之都的理念，引
导学生实地体验，把一座座博物馆串
联起来，让整个城市都变成了学生学
习的场所。

体验式课堂：基于问题的探究性
学习。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学校形
成了包括情境、质疑、探究、分享和
拓展五个模块的体验式课堂模型。这
个学习模型，契合了 《中庸》 名句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的思想，突出课前的问
题引导、课中的体验分享和课后的学
习反馈，更加关注学生的问题呈现和
学习体验。鼓励教师开展个性化的教
学实践。比如，李丹丹老师在讲长度
单位“千米”时，让学生猜测两个校
区的距离有多远，亲自带着学生用脚
步丈量操场跑道的长度。

节日课程：基于探究的自主性学
习。学校的节日课程每月一次，每次
有不同的主题，包括“贸易节”“书

法节”“科技节”“游戏节”“艺术
节”“体育节”等，以及围绕校园活
动的“少代会”“校园足球联赛”和

“运动会”等，以自主学习的形态呈
现。比如，在贸易节上，整个校园化
身为一个模拟的贸易市场，学生可以
体验不同的角色，包括广告宣传、工
商税务、安保清洁、收银统计等。在
少代会上，小代表们尽职履责，委员
会日程设计、会议规则制定、工作人
员招募、会议摄影采访、每日播报等
活动，全部由学生自主完成。

将创新精神培养融入课程当中

“五小”活动：基于表达的设计
性学习。“五小”活动是指小实验、
小演讲、小科技、小创新和小展示。
教师根据各学科的要求，把传统书面
作业变成了动手实践，以主题活动的
方式开展学习。目前，学校已经连续
两年完全取消寒暑假作业，取而代之
的是各年级组布置的跨学科研究形式
的主题作业。比如，2017 年寒假，
围绕春节和冬奥会两个主题，要求一
年级学生每天读书半小时，阅读关于
年的习俗、传说等；数一数我的压岁
钱，跟家长去买东西；利用多种绘画
材质，为全家画一幅画，表现出喜庆
的节日气氛；把 《新年好》 或其他歌

曲唱给家人听，送去新年的祝福；每
天 进 行 自 己 喜 爱 的 体 育 运 动 20 分
钟。要求五年级学生每天坚持读书一
小时、坚持练字；收集各家春联的照片
等。这份寒假作业套餐分为必选和自
选内容，涵盖了读书、生活、技能、社会
实践等，体现了跨学科的特点，在学校
教育和真实生活中建立起了联结，有
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创客学习：基于创造的实践性学
习。我们为学生提供了创造的空间，
引导他们开展具有挑战性的实践性学
习。2014 年春天，校园里来了一位
神秘的访客——“钢铁侠”，当他按动
按钮打开面具，学生们看到了里面的
赵万方老师。原来，这是赵老师亲手
制作的外衣，这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
兴趣。于是，赵老师在学校里开设了

“创客空间”课程，专门给学生提供 3D
打印、机器人、航模等方面的课程教
学。2017 年，学生们在全国中小学计
算机大赛中，针对大赛的“科学+艺术”
主题，自主设计完成了一个会说话的

“龙门大佛”。这个作品得到了评委们
的一致好评，最后获得一等奖。近年
来参加创客活动的学生越来越多，这
样的学习既是一个深度探究的过程，
又是一个全面多维体验的过程。

（作者系河南省洛阳市实验小学
党委书记、校长）

课堂改革瞄准学生能力真实提升
李青青

近年来，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在思
政课建设和学科育人的过程中，逐步摸
索出一套富有成效的“种子”课程。各
学校通过生动活泼且各具特色的主题课
程、学科课程及研学课程，将抽象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道德信念，潜移默
化地种在了学生心田。

种下爱祖国、敬英雄的“种子”

坊子区实验小学以“创客+”为切
入点，开设“我和我的祖国”主题课
程。“创客设计建模”项目式学习过程
中，师生经历了“电脑绘图—目标建
模—小组探究—团队合作”等过程，
并亲自动手，用亚克力、铝带条等材料
制作各省地图，接下来拼成巨幅中国地
图，安装到学校的一面空墙上。这幅地
图成了全校学生主题学习与探究的工
具，低、中、高年级段学生分别开展了

“认知祖国版图、了解祖国省份、认识
了解家乡”等活动，以学生自主选题、
全员参与、深入探究、内涵拓展的形
式，帮助学生理解中国版图，进一步了
解近年来我国科技的高速发展和科学家
为世界所作的贡献。学生社团自主发起

“我和我的祖国”话题，定期组织学生
开展演讲比赛。这些主题课程有助于学
生升华对祖国的热爱。

前宁小学则通过“向英雄致敬”系
列主题课程，让学生知道应该向哪些先
辈学习、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今年 10 月，该校正式启动了“向英雄
致敬”主题课程。为了这个课程更加生
动感人，学校专门从 《人民日报》“为
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专栏中选择
了 65 位英雄，摘取其中最感人的故
事，并精选了相关年代的 74 枚邮票作
为配图。学校还组织学生通过国旗下的
演讲、课本剧、亲子共读、读书会等形
式，传颂英雄的高尚品质。

种下爱家乡、爱传统文化的“种子”

各学校还倡导教师将教学研讨、
学科课题研究等活动，与思政课建设结
合起来，鼓励教师积极将教研成果转化
为教学资源，促进学生在“学中思”

“学中做”。
坊子区九龙中学在思政课改革中，

突出问题导向，通过案例式教学将社会
热点问题引进课堂。教学中围绕“文化
自信、生态文明、依法治国、一带一
路”等主题，组织相关班级进行分组讨
论，并通过小品、情景剧、辩论等形
式，提升学生学习兴趣，极大地提高了
学生的课堂参与度。在实践性教学改革
中，思政课教师带领学生开展“模拟法
庭、新农村社区调查”等社会实践活
动，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也增
强了他们振兴家乡的责任感。

坊子区实验学校注重在学科教学与
课外活动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学校
整合美术、科学、语文、综合实践活
动、传统文化学科资源，开展“小小创
意家”的锡纸创作活动。作品包括多彩
挂饰、剪纸故事、家乡风景等。各年级
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设定不同的创作方
向，从不同角度体现育人的内涵。同
时，学校开设创意陶泥课程，学生可以
从中学到陶泥历史文化、陶泥造型与色
彩、百变陶泥之动物与人物等内容，从
中感受陶泥之美，增进了对中国传统文
化与民间艺术的热爱。

种下道德情操的“种子”

为将研学课程做深做实，各学校开
展沉浸式主题团队活动，用情景、体验
加深学生的真情实感，种下道德情操的

“种子”，引导学生做爱国、求真的新时
代青少年。

黄旗堡街道安泰小学组织学校党员
教师、中年级学生、家委会成员一起赴
临沂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研学活动。在孟
良崮战役纪念馆、沂蒙红嫂纪念馆，研
学团队聆听了革命先辈的感人事迹，还
一起拜访了孟良崮战役中幸存的八路军
老战士，面对面听他们讲述当年的战况
与亲身经历。炮与火情景的再现，使学
生受到革命传统的洗礼，真正体会到如
今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在研学旅行中，利用难得的吃住行
都在一起的机会，教师鼓励学生在日常
生活小事中相互合作、互相关爱，从而
使一些在家中受到过多溺爱因而比较自
私的孩子有了很大的转变。一些家长
说，他们发现孩子们研学归来之后，在
生活中变得更有爱心和责任感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
教体局）

理想信念“种子”
植入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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