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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多彩课堂

厦门实小的领导明白，课堂是教
育改革的核心。课堂高效，教学才会
高效；课堂优质，学生才会卓越；课
堂革新，学生才会创新；课堂进步，
师生才会相长。基于此，学校以“多
彩课堂”为突破口，给学校松绑，给
教师松绑，给学生松绑。

多彩课堂是生命灵动的课堂，倡
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让
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让每个学生在
自主学习和相互交流中灵动起来，在
学习过程中都能获得生动活泼的成长。

多彩课堂是和谐多元的课堂。“和
谐”是有效课堂的追求目标，课堂教
学体现出塑造学生和谐健全人格的教
学理念，教育的至高目的是让人学会

“从善如流”，教育的深度追求是实现
教育对人性的滋养与提升，而师生分
享探索思考的过程，才有教学相长的

“双赢”。
多彩课堂是动态生成的课堂。动

态生成的课堂教学强调知识的内在
性、动态性、开放性和生成性，视课
堂为开放、动态、生成的知识系统，
教学过程就使知识的教学成为教师与
学生围绕知识资源进行双向建构的活
动过程。

多彩课堂是温暖人生的课堂。赏
识的课堂评价，尊重天性，激发灵
性，调动悟性，让学生在课堂上能够
自身进行“光合作用”，更好地开发每
个学生学习的潜智、潜质、潜能，自
觉完成学习任务。

精彩课堂，课前有期待，课中有
乐趣，课后有回味。在操作上，“多彩
课堂”关注以下 6 个要素：（1） 教学
目标：饱满。包含多维教学目标，而
不仅仅是知识目标。（2） 教学内容：
丰富。教学内容丰富，包含多样化的
生成性内容。（3） 教学过程：立体。
不限于平面化的纸质学习，过程立体
活跃。（4） 教学方法：灵动。根据教
学实际，采取多样生动的教学方法。

（5） 教学评价：多元。运用多元评价
方法，而不仅仅是纸笔测验。（6） 教
学文化：激励。充分的思考空间，鼓
励学生，温暖生命。

构建多彩课程

课程是学校实施办学理念和实现
育人目标的载体，是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关键，是学校办学诸要素中
的核心要素。厦门实小高度重视“多
彩课程”的建设，按照多元智能理
论，将学校课程分成 6 类 （“六小”
课程群）。

一是小文人课程：语言与交流课
程。此类课程主要涉及语文、英语等
学科及其综合呈现的领域，包含语文
课程群、英语课程群、第二外语课程
群等，既涵盖语文、英语等基础型课

程，也包括小作家、小读者、小记
者、小编辑、小主持、小翻译等拓展
型课程，结合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身心
特点，引导学生广泛接触各类文学作
品，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培养学生
的阅读欣赏能力，增强学生的交流能
力，实现情感熏陶、形象感染，最终
使学生成为精神丰富、人格高尚的人。

二是小天使课程：自我与社会课
程。此类课程主要涉及“品德与社
会”等基础型课程和文明礼仪教育、
性别教育、生命教育以及职业体验、
劳动技术、社会实践和服务等领域，
如“小茶艺师、我的房间我做主、小
厨师、小点心师、菜园小管家、小园
艺师、小理财师、爸妈‘跟屁虫’”
等课程，把学生的社会实践、个性发
展、职业启蒙和创新能力培养等有机
整合，让学生通过实践活动和亲身体
验培养合作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孕育
学生的职业理想。“小天使课程”也包
括“小绅士、小淑女”等课程，满足
男孩女孩发展的需求，使男生和女生
都能得到完善而良好的发展，让学生
掌握基本的谈吐、举止、服饰等个人
礼仪，以及在家庭、校园、公共场所
等社会生活领域的礼仪，养成文明礼
貌的行为习惯。

三是小博士课程：科学与探索课
程。此类课程包含自然课程群、科技
教育课程群等，主要涉及自然、信息

科技等综合科学学科领域。学校积极
落实基础型课程中的自然、科技信息
等相关课程，开设“小实验、小探
究、小常识、小百科、小制作、小环
保、小种植”等课程，重点创设创新
实验室，开发“乐高机器人”课程和

“3D 打印”课程，通过让学生亲历科
学探究活动，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提
出疑问、探索反思，激发学生对科学
研究的兴趣，掌握基本的科学研究方
法，让学生在实践中解决问题、增长
智慧，为学生提供广阔的科技实践研
究平台，促进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的发展。

四是小能手课程：逻辑与思维课
程。此类课程包含数学课程群、思维
课程群等。教材只是信息资源与媒
介，在学习活动内容中，要让这有限
的资源投入到学生头脑资源的广阔天
空中去。基于这样的目的，学校尝试
运用现代课程理念重新审视、分析、
研究、思考现行的教材合理性，进一
步贯彻新课标的相关精神，对教材进
行局部调整、优化组合、扩充资源：
低年级应倡导“快乐数学”，使学生在
愉悦中学习；中年级应倡导“生活数
学”，使学生在体验中感悟数学；高年
级应倡导“思维数学”，使学生在思维
的深度与广度上得到长足的发展。通
过每日一题、每日一问、数学跑道、
数学园地等活动，以学生为主，寻找
身边的数学，把握生活的数学，增强
学生数学意识，使数学与生活、学校
与社会、课内与课外互补共进。

五是小达人课程：艺术与审美课
程。此类课程包含音乐课程群、美术

课程群、综合艺术课程群，主要涉及
美术、音乐等艺术领域。学校扎实推
进基础型课程中的音乐、美术课程，
创新开发拓展型和探究型课程中的艺
术类课程，基于学生发展的需求，开
设少儿舞蹈、声乐、绘画、书法、陶
笛、非洲鼓、打击乐等多项艺术课
程，为学生提供艺术课程菜单，自主
选择感兴趣的艺术课程，以基础型课
堂教学和拓展型社团活动相结合，激
发学生对艺术的热爱，提高学生的艺
术教养与审美素质。

六是小健将课程：运动与健康课
程。此类课程包含体育课程群、心理
辅导课程群等，主要涉及体育、心理
辅导等学科领域。学校对国家规定课
程进行补充、拓展和整合，关注每一
个学生的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关注
每一个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根据不
同学生的需要开发多种形式的课程，
包括各种球类、棋类、跆拳道、花样
跳绳等各类体育课程以及“多彩屋”
等心理辅导课程，以社团活动为主要
途径分年级、分步骤有效落实“小健
将”课程，推动学生身心素养的提
升，为学生的健康发展服务，为学生
终身体育意识的形成奠定基础。

完善的课程体系，丰富的校本课
程，让教育走进学生心灵，真正实现
了“课程育人”的目的。但不满足于
现状的厦门实小人依然致力于将课程
改革推向更深层次，学校大力建设

“多彩学科”，打造“1+X”特色学科
课程群，走上了推进学校课程深度变
革的路径。

学科“1+X”课程中的“1”是各
学科落实“学科核心素养”的部分，
突出学科本质教学；“X”是指学科教
师的个性化实施，实验跨学科整合教
学。“1+X”中的“+”不是简单的加
法，而是“1”与“X”相辅相成，既
使学生学好国家规定的核心知识，形
成核心能力，又能在这个基础上使知
识得到拓展或深化，使运用知识的能
力、探究问题的能力、动手实践的能
力等得到提升，满足学生个性需要，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如今，学校主要建设了“多彩语
文”“多彩数学”“多彩英语”“多彩科
学”“多彩体育”“多彩音乐”“多彩美
术”七大特色学科课程群。其中诸多
课程备受学生喜爱，比如钟惠林老师
开设的“语文+戏剧课程”，“戏剧是
综合性的艺术，语文培养的也是综合
性的能力。中年级学生正处于从模仿
转向自主表现的意识萌发阶段，非常
适合开展阅读与戏剧结合的课程。”他
认为，在教学中加入戏剧元素，体验
式地对阅读内容进行展现、创造，可
以让学生在还原人物、还原情境时，
对文本的理解更深入，提升学生的理
解力、感受力、表达力等。

像这样的语文课程，有洪雅萍老
师的“互联网+写作”，通过开通班级
写作微信公众号、创建“凤凰花文学
天地”APP 平台，开拓了习作教学的
新样式；还有汪晓丽老师的“故事+

对联”⋯⋯
评 价 是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中 难 啃 的

“硬骨头”。自实施“多彩教育”以
来，厦门实小就选择了以多元评价作
为撬动学生全面发展的支点，从源头
上促进了素质教育的贴地落实和推进。

学校以低年段为研究的切入点，
开展以学生发展为本的“零起点”教
学与评价的研究。2016 年 1 月，率先
在一年级取消了期中和期末的笔试，
并以“梦想嘉年华”等形式的游园活
动，单个学科尝试组织家长当考官、
星级评价记录考试成果等评价方式。
2017 年 1 月，完善一年级期末考试形
式，全学科推进“游园闯关式”考
评，从多个角度考查学生在语文、数
学、英语、体育、美术、音乐学科的
知识掌握和能力培养情况。2018 年 1
月，学校推进跨学科整合考评，优化
各个试题的评价标准，将多个学科融
合在一个考查项目中，综合考查学生
们的学科学习运用能力。在“游园闯
关式”考试中，成功地把科学学科知
识与语文学科知识整合在一起，实现
跨学科融合考试评价。选择一幅图，
讲一个故事，在故事中加入自己的想
象力和科学推测，这就完成了语文和
科学两门课的期末考试。2019 年 1 月
的期末考试，则选用了“讲故事”的
方式把学科内容融入进去。美术课的
考试，要求学生现场手工做一道“年
夜饭”，既考查创新能力、颜色搭配，
也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数学课则通
过“看图说话”先把题目表述出来再
作答，考查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数学水
平；英语则和音乐融合在一起，让学
生们用说或唱的方式表演“课文秀”，
同时考查学生的英语口语、语法和音
乐水平。

学校还关注学生的个性差异，积
极尝试分层分类评价，依据课程标
准，从情感与态度、合作与交流、课
外实践、创新与思维等非学业方面进
行评价，丰富了评价内涵，关注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在情感与态度中，考
评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习惯等；在
学习的过程与方法中，考评学生的学
习方式、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出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精神、合作
与交流的能力等。在考试的内容上，
加强与社会实际及学生生活实际相联
系的内容，注重考试内容的综合性、
实践性和开放性。

贯彻多彩德育

培植有生命迹象的校园，创办有
生命情怀的教育，尊重教育规律和生
命成长规律，构建系统完善的德育课
程体系，多彩德育，让学生们的生命
之树，根植于坚实的大地，向着阳
光，向着未来，舒枝展叶，茁壮成长。

在学校多彩课程体系的支持下，
厦门实小的德育立足学校实际和学生
家长的需要，积极寻求学校德育工作
创新的生长点和突破口，充分发挥课

程建设在学校德育工作中的重要功
能。注重把课程与学生的生活联系，
重视学生的德育实践活动，以道德实
践为载体，重视德育生活化，重视探
究性学习，创生出具有学校特色的拓
展课程，促使学生通过体验和内省来
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完善，有效地促
进学生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的转化，
成为阳光、自信、文明向上的厦门实
小人。

学校将每学期的开学典礼、期末
闭学式和每周的升旗仪式、新生入学
和六年级毕业、少先队入队、庆祝国
庆、喜迎新年、庆祝“六一”等作为
仪式课程，不断丰富和完善，给学生
以心灵的滋养与精神的陶冶。在各种
仪式所创设的生动情境中，学生有欣
喜、有感动、有快乐，使命感、责任
感以及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于潜移默化
间烙印在了学生们心底，激励着他们

“向做更好的自己出发”。
坚持德育课程的常态化。结合传

统节日、纪念日，开发节日课程，丰
富德育实践，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3 月进行“践行雷锋精神，
弘扬文明风尚”主题教育、“我爱妈
妈”三八节主题教育活动；4 月开展

“缅怀革命先烈，做新时代的追梦人”
清明节主题教育活动；5 月开展劳动
教 育 ； 6 月 开 展 庆 “ 六 一 ” 主 题 活
动；9 月尊师教育；10 月爱国教育；
11 月爱校教育；12 月喜迎新年教育。
各年段结合学生年龄特点开展丰富的
活动。学校坚持开设一年级与毕业班
的衔接拓展教育课程，六年级以启动

“最美毕业季”活动为主题，教育学生
以实际行动做“最美毕业生”。

为 丰 富 学 生 成 长 阅 历 ， 强 化 体
验，让童年更精彩，学校还坚持个性
化的德育课程——“做更好的我们”。
利用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综合实践基
地和其他社会资源组织学生到厦门德
育基地——竹坝农场开展劳动训练，
学生在竹坝农场里进行劳作，体验动
手制作台湾环保手工香皂、制作美式

比萨或者下田摘花生⋯⋯
众人拾柴火焰高，家校共育路更

宽。学校积极争取家长的支持和配
合，建立了同学习、共成长的家校关
系。一学年两次的家长开放日系列活
动、六年级毕业典礼、校园“六节一
会”等都可以看到家长热情参与的身
影；家长会校长亲自主讲，请专家走
进校园对家长进行指导，使家庭教育
更加科学高效。此外，学校以假日小
队为活动载体，集家长力量，开发课
外教育资源，让来自不同工作单位、
具有不同社会资源的家长一起行动起
来，构建以社会教育为依托的三位一
体德育教育网络。

实现多彩管理

师生发展是学校永恒的主题，实
现管理育人、管理引领人是学校管理

的理想境界。在厦门实小，学校积极
推进“多彩管理”理念，围绕价值引
导、制度保障、校园建设等方面，进
行了深入有效的探索。

价值领导：坚持用“多彩教育”
的立场与观点指导学校管理。学校文
化是学校的影响力、生命力、发展力
的隐性表现。根据“多彩教育”理
念 ， 学 校 编 制 了 “ 我 们 的 教 育 信
条”，并以此作为全体教职员工的价
值引领。梳理原有的管理制度，构建
基于“多彩教育”理念的管理体系，
把学校各项管理工作与多彩教育结合
起来。

建设“多彩校园”，提升学校空间
与学习的互动性和美感度。学校在建
筑设施、校园环境与设备规划等学校
空间的设计和建造上，促进教育意
境、学校课程、教师教学、学生学习
和行政管理的提升，展现一座设计合
理、环境优美、体现人文和艺术相结
合的现代化校园。

从实际出发，学校从以下方面考
虑空间视角，做活“多彩校园”：“艺
术之旅”“走进大师”“美学散步”“成
长笔记”“寻美之旅”“艺术小屋”“行
走的美学”“美术长廊”“艺术广场”

“艺术城堡”等。优良校风影响学生，
高尚师德感染学生，幽雅环境陶冶学
生，崇高典范激励学生，丰富课程浸
润学生，优秀作品吸引学生，多彩活
动活跃学生。

制度保障：形成有利于学校深度
变革的制度文化。学校全面梳理了各
项制度和管理模式，提高师生在学校
制度建设和行政管理上的知晓率和参
与率，充分发挥主人翁精神，推进党
务、校务公开，发挥好教代会、团代
会、学代会的功能。用民主管理、人
本管理夯实学校文化主旋律的底蕴，
形成“以人为本、刚柔相济”的制度
文化和“民主公开、廉洁高效”的管
理文化。

千淘万漉，精心毓秀千苗长；实
丰果硕，锐意鼎新一路歌。多年来，

学校 3 次荣膺“全国文明单位”荣誉
称号，并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荣
誉称号，除此之外还荣获“第二届中
小学和谐校园创建活动先进学校”、

“全国消防安全教育示范学校”、“全
国巾帼文明岗”、省“2011—2012 年
度中小学、幼儿园岗位练兵先进单
位”、“2009—2012 年度福建省厂务公
开 民 主 管 理 工 作 先 进 单 位 ”、 省

“2013 年度网络文明传播工作先进单
位”、省“师德先进集体”、省“先进
基 层 党 组 织 ”、 省 “ 语 言 文 字 示 范
校”、市“五一劳动奖状”、市“平安
先行学校”以及市“德育先进工作者
校”等表彰。

生命是世间珍贵的存在，成长是
教育永恒的主题。厦门实小将坚持以
每个学生的人生幸福为价值取向，以

“多彩教育”成就幸福人生，让生命拔
节成长的天籁之音回荡在校园的每个
角落！

实施多彩教育 涤荡生命华彩
——福建省厦门实验小学“多彩教育”特色办学纪实

“真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树，用一朵云
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感性
地理解，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对话交流，灵魂与灵魂
之间的影响感染。因此，生命既是教育的逻辑起点,又是
教育的终极关怀。教育因生命而生辉，生命因独特而多
彩。如何让每一个生命在有限的时间内呈现出无限的精
彩，让教育在生命的有限性中孕育出无限的可能性？福
建省厦门实验小学以其独具特色的“多彩教育”给了我
们一个响亮而精彩的答复。

厦门实小的前身可追溯到由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
生于1944年倡办的第一侨民师范附属小学，1949年11
月改为现名。办学76年来，学校秉承实验性、示范性的

办学宗旨，牢记“诚、勤、毅、创”的校训，严谨办
学，立德树人，开拓创新，努力为教师的专业发展与学
生的健康成长搭建平台。近年来，学校与时俱进，大力
发扬创新进取精神，着力突出“多彩教育”的办学特
色，确立了“人人出彩、个个精彩”的办学理念、“让每
一个孩子拥有绚烂多彩的童年”的办学宗旨以及“多姿
多彩，让学生成长；流光溢彩，让教师发展；精彩纷
呈，让学校提升；光彩夺目，让社会满意”的办学目
标。全校师生响应“多彩教育”的感召，在何宝群校长
的引领下，走上了一条涤荡生命华彩、唱响新时代强音
的奋进之路。

究竟何为“多彩教育”？据何宝群校长介绍，厦门实

小打造的“多彩教育”，是以多元之手段培养出彩之学
生的教育，是学校推进素质教育、落实特色办学的方法
论。“我们坚信，童年是多彩的记忆；我们坚信，每一
个孩子都是出彩的种子；我们坚信，有一个童心飞扬
的地方叫学校；我们坚信，人人多彩、个个出彩是教
育绝美的诗篇；我们坚信，唤醒内心深处久违的童心
是教师的高贵品质；我们坚信，让美好童年绚丽多彩是
学校教育舒展的姿态。”这是一幅绚烂的画卷，亦是全
体厦门实小人信奉的教育信条。在实际践行“多彩教
育”中，厦门实小通过打造“多彩课堂”、构建“多彩
课程”、丰富“多彩德育”、规范“多彩管理”，着力培
养“多彩少年”。

丰富多彩的项目式课程丰富多彩的项目式课程———走进植物园—走进植物园

参加社会实践参加社会实践

美丽的校园美丽的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