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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东门外的教材发放
点，一名学生 （中） 在家长 （右） 的陪同下领取教
材。

近期，北京市海淀区所属的中小学在做好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序发放教材。据了解，
北京市于4月13日起开展中小学线上学科教学，进
入疫情防控和课程教学相结合的新阶段。在京学生
的教材已于4月13日之前发放到位，不在京学生将
使用电子版教材。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在山东省淄博市晏婴小学的一节
数学公开课上，记者发现执教教师刘
玉圣的单元教学设计，相比普通的教
案要复杂许多。其中不但有对国家课
程标准具体细致的剖析，同时还有学
情分析、教材分析，接下来才是“大概
念”前提下单元教学如何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提升和个性化成长路径分析
与具体教学方案。

“一所学校只有提供适合学生发
展的课程，才能真正促进每个学生的
发展。”晏婴小学校长孙镜峰说，“我们
学校的课程改革不是另起炉灶，自己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而是在尊重国家
课程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寻求落实
国家课程标准的个性化方案。”

课改缘起：解析国家课
程标准时遭遇路径难题

孙镜峰认为，课程标准是国家课
程的纲领性文件，是国家对基础教育
课程的基本规范和质量要求。但是，
国家课程标准无法直接转化为教学资
源，具体实施时涉及三个问题：其一，
学段层次比较清晰，但学期层次相对
模糊，需要教师合理地规划，落实到学
期、单元和每节课中；其二，知识体系
比较完备，但缺少与之对应的质量评
价体系；其三，学习内容比较清晰，但
缺少具体方法策略的指导。因此，需
要我们根据各地、各学校的特点进行
创造性的解析，以期达成国家课程标
准的校本化落实。晏婴小学历时五年
多时间，持续探索小学各学科课程标
准的校本化解析，目前已建立了“大单
元”教学统领下的智慧课程体系。

2015 年，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
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意见》中提出“核心素养体系”概念，并

将其置于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
人目标的基础地位，成为我国新课改
的“关键词”。在课程改革中如何聚焦
和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为其适应未
来社会发展和个人终身发展奠基，也
成为很多学校最关注的问题。晏婴小
学在实践中发现有几个“不够”，影响
了课程改革的深化。

一是学校课程设置的自主权不
够。以小学四年级为例，按照《山东省
课程实施方案》，小学阶段课时数是
30课时，而现行课时数是33课时。课
程门类越来越多，地方不断增加课程，
学校课程开发自主权较少。二是学校
对课程资源的选择权不够。现行教材
都是全国或全省通用的，有很多内容
并不十分切合本地学生的实际情况，
但是学校对于课程资源缺少选择权。
三是学校对课程资源进行整合的意识
不够。教材中有一些内容存在重复现
象，还有一些内容在不同年级教材中
有交叉，大部分学校缺少整合意识，很
多教师只是照本宣科。四是大部分教
师欠缺课程研究意识。教师的课程实
施存在僵化跟从教材教知识点、知识
结构不系统、传授给学生的内容只是
碎片化知识的堆积、重知识传授而轻
实践体验等问题。

课程实施：推进“大概
念”单元教学

晏婴小学的智慧课程体系整合了
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整体构建
了包括明德课程、启智课程、健体课
程、尚美课程和实践课程为主的课程
体系，这些课程共同指向培养“立德立
行、善思善辩”的学生，以“大概念”单
元教学的方式实施。

“大概念”是指在一个学科领域中

最精华、最有价值的学科内容。它通
常用陈述式来表达一个观点，“大概
念”所陈述的要点是对学科核心概念
理解的具体表述。整个单元内容以

“大概念”为统领来建构，它处于单元
的核心。但大概念一般是抽象的、不
明显的，必须要通过深入探究去揭示。

传统的课程设计往往从知识与技
能两个方面界定教学目标，注重知识
的传授和技能的习得，没有明确提出
概念性理解方面的要求。用概念性知
识把事实性知识有效地组织起来，构
成了一个立体的三维模式。在三维模
式中，知识、技能不再是教学的终极目
标，而是获得概念性理解的工具。基
于课程标准的逆向教学设计是晏婴小
学国家课程标准校本化解析的教学实
践途径之一，也是实现学生核心素养
提升和保障课堂教学落实课程标准的
有效工具。逆向教学设计就是先确定
教学目标，再规划与之密切关联的评
价任务及标准。

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学设计，能
将一些零碎的知识、技能以及认知统整
起来，并被赋予一定意义，这样学生学
习起来就更有着力点和生长力，更容易
进入深层理解的学习。这样的课程设
计要经历两个过程：一是概念网的构
建，二是单元教学流程的设计。

以数学学科四年级下学期“多边
形的面积”单元主题为例，相关教师进
行了基于大概念的“多边形的面积”单
元教学设计。在本单元中，平行四边
形、三角形、梯形的面积公式推导过程
都利用了转化的方法，将学生没有学
过的图形通过剪拼、组合等方法转化
为学过的图形，通过观察转化前与转
化后图形各部分的关系，利用已经学
过的面积计算公式推导出新的面积计
算公式。本单元的“大概念”就是“转

化”。教学过程中，教师又将“转化”这
个“大概念”与本单元内容进行进一步
链接，形成本单元的基本理解。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将会深刻体验到各种
图形之间的联系，感受到“转化”这种
数学思想的魅力，培养整体思维。换
句话说，学生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转
变为先见森林后见树木。

课程培训：改变教师的
思维方式

为帮助教师在解析国家课程标准
的基础上进行课程构建及实施，晏婴
小学多次开展专题培训。学校聘请山
东省教育科学院课程教材中心主任张
斌长期担任学校课程指导顾问，以确
保课程开发的方向性和科学性。学校
还成立了以校长为组长、分管校长主
抓的课程构建领导小组，每学期进行
多次培训，以促使教师教育理念迅速
转变。培训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大
主题：国家课程标准解析、基于课程标
准的逆向教学设计、基于课程标准的
课程纲要制定、基于大概念的单元教
学设计等。

培训采用参与式培训的模式进
行，包括集中专题讲座和报告、导师分
组指导、实操训练、汇报展示、课堂观
摩、返岗实践等。集中专题讲座主要
采取理念解读、案例分析、经验分享等
形式，帮助教师了解小学课程建设的
缘起、课程建设路径、课程建设的现
状，以期对如何进行课程建设形成基
本的、全面的认识。实操训练是参训
教师在导师的引领下，独自或以小组
为单位参与到培训任务的设计和实施
中。汇报展示以个人或小组为单位，
将设计的案例制作成课件汇报或上汇
报课，向专家和全体参训人员进行学

习结果汇报展示。返岗实践要求参训
教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投身教育
教学改革实践。学校现已开通 QQ 群
和微信群，建立了远程指导交流网络，
便于针对教师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随时交流和指导。

张斌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大概念”
教学改革的推进，同时参与了晏婴小
学教师指导、培训的全过程。培训以
学校相关教研活动为依托，推进“大概
念”单元教学的实施。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的思维方式与教学方法都经历了
实实在在的转变。张斌说，通过分解
课程标准，可以解决单元目标准确和
课时目标精准的问题，使课程标准在
一线教师这里变得更具有操作性。培
训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教师的转变，
实现从关注一节课到关注一门课程的
转变。原来教师的目光通常只关注局
部，这节课怎么去备，这节课怎么教才
好⋯⋯经过五年来全校上下一致努
力，教师的视野变宽了，教学方法改变
了，他们的思考方式已从一节课转变
为一门课程。在这种基于课程标准的
改革中，教师已由传统的教材传授者
转变为具有整体课程观的课程创生
者。

持续五年多的课程改革让晏婴小
学的教师在实践中成长，许多普通教
师成长为专家型教师，教师对课程有
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拥有了自己的
课程观和教学主张，涌现出以边春霞
为代表的一批省特级教师、齐鲁名师、
淄博名师。校长孙镜峰被评为教育部
中小学领航校长、齐鲁名校长。学生
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学生从简单重复
的学习中挣脱出来，乐于表达，善于思
考，敢于对事物提出自己的不同见解
和观点，动手能力、质疑意识和思维品
质获得大幅提升。

探索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路径
——山东省淄博市晏婴小学的课程改革实践

本报记者 杜悦 魏海政

⦾图片新闻

浙江省开化县林山乡国芯希望小
学是一所偏远的乡村小规模完小，距离
县城38公里，占地总面积不到2000平
方米，学校只有104名学生。但这所学
校把教育教学活动全过程与劳动实践
紧密结合，诠释了全面发展的新内涵，
探索出了一条劳动教育实践的新路子。

又到春季养蚕时

每年 4、5 月间，该校每一名学生，
上学、放学途中都拎着一个透明的塑
料盒子。他们把蚕宝宝拎到学校饲
养、观察，放学又将蚕宝宝拎回家喂
养。他们每天像对待心爱的宠物一样
悉心照料自己饲养的蚕宝宝。

从最早的孵化蚕蚁到最后的编制
草簇，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亲历养
蚕的全过程，如采桑喂蚕、桑地维护、
修剪桑枝、编制草簇、桑地养鸡、制作
蚕茧手工艺品等，学校还将美术课、作
文课与这些劳动实践活动有机结合起
来，为美术创作和作文写作提供生动
鲜活的素材。数学、科学等学科也都
找到了与养蚕劳动实践活动的结合
点。学校还组织开展“蚕桑文化实践
活动素养大赛”，先后绘制了蚕、桑主

题围墙，建起了“蚕桑文化体验馆”和
“蚕桑文化红领巾实践基地”，让全校
师生沉浸在蚕桑文化氛围中。

“成长，必须像蚕食一样努力勤
奋；成才，必须像作茧一样自律严谨；
成就，必须像化蝶一样脱胎换骨、自我
超越。”这是早在 2015 年建立“桑蚕文
化红领巾实践基地”前，学校从蚕宝宝
身上提炼出来的精神。建立此基地并
非每年饲养一季蚕这么简单，而是考
虑到如何以立德树人为宗旨、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如何将文化课程与
实践活动综合整合而精心设置的。该
基地建设至今已历经 5 年，“综合实
践”的模式已基本形成。

学校的“蚕桑文化”实践活动以学
生劳动实践活动为主，同时又在活动
之中穿插一些蚕桑文化历史和养蚕知
识的学习，比如，学校开设了 15 课时
的“蚕桑文化”拓展性校本课程，并依
托课程开展了“养蚕”“画蚕”“制作蚕
茧手工艺品”“桑地维护”等十大实践
活动，该课程及实践活动旨在培养学
生动手实践能力、观察能力、审美能
力、团队合作意识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让学生深刻领悟“春蚕到死丝方尽”的

精神内涵，并逐步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塑造“蚕韵少年”。

“到田园劳动去”

“到菜园地劳动去！”“到果园地劳
动去！”“到花园地劳动去！”随着一阵
吆喝，学生们三五成群地来到菜地、果
园、花园地里，认真地干起手中的活
儿。为了让学生养成劳动习惯，让学
生人人、时时、处处有劳动，继 2015 年
创建第一个劳动实践基地——“蚕桑
文化红领巾实践基地”以后，国芯希望
小学于今年在学校门口的田园里，又
建起了一片近 1000 平方米的种植劳
动实践基地，主要用于农作物和花草
树木种植。整个基地划分为果园、茶
园、菜园、桑园、花园，采取“1+1+1”管
理模式（1 名党员和 1 个中队负责 1 块
基地），对基地进行日常维护和开展劳
动实践教育活动。

在教师的带领下，平日里学生们
来到这里浇浇水，拔拔草，松松土⋯⋯

“老师，西红柿的叶子上有虫子！”
“老师，辣椒开花了！ ”
学生们最关注的还是那片西瓜

园。“怎么没有长出芽芽？”“西瓜咋长得

这么慢呀！”“西瓜终于长出来了！”⋯⋯
一徐姓学生干脆削一根木棍，小心地将
木棍插在西瓜苗旁：“我倒要看看，西瓜
它每天到底能长多少？”这片西瓜地几
乎每天都有人来光顾。

这片基地不仅让学生们脑力劳动
与体力劳动得到适当的调节，还能让
他们目睹庄稼、瓜果的成长历程，从而
获得感性认知。学生们就这样有字书
和无字书交替着读，生活体验更加丰
富、立体。

将作业转化为作品

不同年龄阶段，劳动教育有不同
的内涵、载体、目标和表现形式。国芯
希望小学校长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
是培养创新型的劳动者。劳动成果的
展现，遵循“作业—作品—产品—商
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也即学生时期
能把作业做好就是好学生，而能把作
业转化为作品就是一种质的飞跃。因
此，学校在把作业转化为作品上下足
了功夫。

专门开设拓展课制作作品。比
如，该校开设了陶泥制作课，每周有专
门的一个下午的时间，或用陶泥，或用

养蚕获得的劳动成果——蚕茧，绘制
各种图案，制作各种手工艺品⋯⋯

学校不仅专门开设这样的手工制
作拓展课，把作业转化为作品，还注
重把学科作业转化为作品。比如录一
段学生的歌唱，配上音乐伴奏，就成
了作品；画一幅图，装裱起来也是一个
作品。学校教师在布置作业时，会引导
学生将所学的知识与生活实际结合，利
用小班化小组合作学习的优势，合作编
创手抄报：数学学科编制数学手抄报，
科学学科编制科学手抄报，英语学科编
制英语手抄报。语文学科的手抄报最
为丰富，有“祖国在我心中”专题小报，
有“语文知识”专题小报，还有“优秀作
文选”专题报刊⋯⋯

学校将平常的作文教学搬迁至网
络上、搬迁到手机微信公众号上、搬
迁到微博上，学生们将平时写的习
作，通过修改和进一步加工，创作出
一篇篇有模有型的优秀作品。近年
来，学校学生在各类各级刊物发表的
优秀作文逐年递增，获奖频率及获奖
等级也在逐步提升。

（作者单位分别为浙江省开化县林
山乡国芯希望小学、开化县教育局）

到教室外读“无字书”
——一所偏远山区小学的劳动课程实践

陈向航 郑黎明

⦾劳动教育实践案例⑦

史铁生是清华附中的校友，是清华
附中学生们熟悉又陌生的作家。说熟
悉，是因为清华附中的学生学习史铁生
的文章，阅读了他的很多作品；说陌
生，是因为他 1967 年从清华附中毕业
至今已经 50 余年，2010 年 12 月 31 日，
随着史铁生辞别人间，学生们只能通过
文章和照片去了解他，再也无法与他面
对面地沟通和交流了。这种跨越时空的
精神交流，更促进了学生们不断提升精
神境界，感受生活之美、感悟自然之美
和创造生命之美的能力。

作为清华附中的校长，我也读过不
少史铁生的作品，当然，没有我的学生
们读得多、读得深，我也没能跟学生一
起排练和演出 《史铁生》 这部剧。但
是，我曾与史铁生当年的同窗、一起插
过队的知青战友、生前好友、研究史铁
生的学者等一同观看过学生们的演出。
通过观看学生们的戏剧表演，从学生们
投入的情感以及他们的现场表现力上，
我深受感动，我也更加深刻地感受到，
清华附中一直重视美育教育，不断致力
于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这么
多年的坚持，成效是显著的。一个人的
审美素养和审美能力，对于他的视野、
胸怀、修养、品格等都是非常有影响
的，在实现“为领袖人才奠基”这个教
育使命的奋斗之路上，我们要更好地发
挥美育的巨大作用。

在现实中，有一些美是很难用语言
这一种形式完全表达的，它可能是需要
静心品味的境界之美，也可能是需要通
过动作表达的行为之美，还有可能是蕴
含学科内在的需要沉浸其中去享受的结
构之美、逻辑之美。我是一名数学教
师，我能感受到数学有简洁的美、有严
谨的美、逻辑的美和结构的美。如果教
师们都能够从学科教学和教育的行为当
中，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关注本学科的内
在美，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愉悦，就更
能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我
想，美育的意义和价值也就体现出来
了。

著名学者费孝通说：“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句话放在学
校的美育方面来说，就是在强调：任何
一个学科，任何一种事物，都有美的内
涵、美的成分。我们要引导学生去发现
美，带领他们去欣赏美，使他们学会用
美来涵养自己、改变自己，更让自己有
能力创造新的美，让整个世界更美。

史铁生年纪轻轻就双腿瘫痪，他虽
然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但是，从他的作
品中，学生们却能感受到他强大的精神
力量、健全的人格和不屈的拼搏之美。
我认为，美育是要塑造精神上全面健康
的人，是“立德树人”的很好载体和展
现方式。

清华附中的美育教育，在音乐、科
技、艺术等学科实施得非常好，在语文
和英语学科，主要通过戏剧教育来展
现。以前，教师们更多地指导学生们改
编名著、表演名著，或是学生自己创
作，教师再加以指导和修改。最近，清
华附中向东佳老师大胆地尝试自己创作
剧本，并在剧中设置了“歌队”，这对
语文学科教师来说，无疑是非常大的挑
战！《史铁生》 这部剧，受到了学生的
欢迎，也受到了史铁生的同学、朋友和
部分专业人士的赞扬和好评，参演的学
生更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这是美育教
育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清华附中培养学生，就是要提供能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养
的环境和条件，美育更是如此。向老师
自己，也成为学校美育的教材，在他的
影响下，编写、创作、表演等素养，一
定会自然而然地变成学生的素养和能
力。教师自身成为美育课程，就更能带
领学生把课程落到实处，让学生喜欢
学，愿意参加活动，从而得到全面健康
的发展。

向老师在《独立与超越——〈史铁
生〉之舞台艺术》一书中，比较详细地
讲述了自己创编剧本的经过和演出情
景，我相信，每一个读过的人，都会和
我一样，想亲眼再看一遍学生们的现场
演出。

希望这部剧，能成为清华附中的经
典，让美育教育直抵心灵。

（作者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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