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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青蓝小学的课改实践探索
本报记者 蒋亦丰
杭州市青蓝小学六年级学生倪子菡
同时，学校各年级每月定期举行一次
的爸爸所在工厂专门生产病毒防疫物资， “经历成长会”，通过课堂观察、访谈等形
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倪子菡主
式对学生所在的等级进行评估论证，为学
动提出去工厂帮忙。在完成包装、分拣、
生提供差异化的帮助。
搬运等简单任务之后，倪子菡开始向高难
至此，每名学生形成了一个“经历数
度挑战——计算医用消毒液配比成分。
据包”
，
并附有教师订制的学习任务单。
“这不就是数学里面学的百分比知识
唤醒：
“活动情境场”激
吗？老师教过十字交叉法，同样可以用
来计算消毒液浓度配比。”为了做到万无
发学习兴趣
一失，倪子菡尝试用多种方式进行验
算、核对，最终的数据得到了工厂技术
城市学生经历丰富，经历伴随学习是
骨干的认可。
否只是一个简单命题？面对一些人的质
这场基于学生经历的学习活动，是
疑，娄屹兰的观点是：小学生的经历具
杭州市青蓝小学教学改革的一个剪影。 有碎片化、单一化的特点，且许多经历
近十年来，该校以“让经历伴随学习” 尚 未 与 学 习 有 效 融 合 。 学 校 须 加 以 唤
为视角，凸显学生经历在学习中的构建
醒，最适宜的年龄段就是零经历、浅经
价值，学生的学科素养、实践能力、创
历的一二年级。
新意识因而悄然改变。
开学第一天，每名新生收到一份有
趣的礼物——开学闯关卡。《开学闯关》
诊断：知识的习得与应
设立了“我的小档案”“认识学校”“认
识老师”“认识同学”等多项挑战项目。
用脱钩
学生根据图片寻找校园中的各个场所，
杭州市青蓝小学现有两个校区、学
如操场、校史馆、教室、洗手间等，可
生 1500 多人，是一所典型的大城市主城
以同伴互助，可以自我探索，也可以向
区学校。
老师求助。每闯一关，就会得到同伴或
“学校办学稳扎稳打、波澜不惊，直
老师的签名认可，孩子们个个兴奋不
到 2011 年的一次大规模调研，真正触动
已，校园生活经历被悄悄唤醒。
了这所百年老校的办学神经。”校长娄屹
进入课堂后，配合书本上的教学内
兰说。
容，青蓝小学专门设置了“背景资源库”。
从跟踪毕业生的后续发展来看，知识
比如《吃水不忘挖井人》一课，讲的是毛泽
的习得和应用存在“脱钩”现象，即便到了
东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井的故事。该课
中学、大学成绩依然不错的学生，工作后
具备特定的历史背景，学生凭已有经验不
真正成为顶尖人才的很少。而另一份调
能完全理解。娄屹兰在执教时，引导学生
研给出的数据是，只要与学生经历相关度
借助背景资源库搜索到《国宝档案》节目，
高的学习，综合评测得分就高。比如语文
补充了挖井前“乡亲们迷信挖井会破坏风
好的孩子，课外阅读往往不少；英语好的
水，认为当地是一条旱龙，挖不出水不同
学生，很多父母就是做外贸工作的，他们
意挖井”
“毛主席带领战士们多次勘测，选
假期中经常会跟随父母出国。
择满足地下有水和不影响乡亲们住房两
经历对学习的影响，左右了娄屹兰对
个条件的挖井地址”等视频，让学生深入
深化学校课改的方向抉择。同年，学校根
理解毛主席说服乡亲、选择挖井地点的艰
据学生经历层次的不同，围绕学生的“学
难。课后，很多家长意外地发现，一年级
习动力”
“学业成绩”
“解决问题能力”制定
的孩子居然喜欢上了《国宝档案》。
了适用于一至六年级的《学习水平等级
在青蓝小学，有不少稀奇古怪的教
表》，共分简单生活情境、生活交际情境、
室，例如“阅读畅享园”
“ 数学实验室”
“生
单一任务情境、综合问题情境四个等级，
物探秘室”。
“ 数学实验室”有许多功能各
分别对应不同的学习经历和学习方式的
异的区域，游戏区的汽车华容道、3D 立体
目标任务。学生对号入座，教师帮助诊断
迷宫、智慧金字塔、魔方等游戏，可以培养
并确定方向。
孩子的观察、推理、空间想象等能力。阅

读区为孩子准备了数学绘本，让孩子在阅
读中把生活与书本知识链接起来。实验
区则借助一定的设备，在典型的实验环境
中进行数学建构和探索。
“ 这 些 ，我 们 都 归 结 为‘ 活 动 情 境
场’。”娄屹兰认为，因为贴近真实生活情
境可以最大程度地唤醒学生经历，学生学
习兴趣油然而生。

创生：让学习释放出巨
大能量

青蓝小学近十年实践发现，通过低段
的唤醒、中段的连接，学生进入高段后面
对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能借助结构化的前
经历，
形成创造性的学习成果。
2019年，
杭州市开始实施《电动自行车
连接：生活体验让抽象
安全技术规范》，
要求电动车驾驶员和乘坐
人员佩戴安全头盔，
而学生对佩戴头盔的
概念变得具体可感
作用以及头盔的防护原理并不十分了解。
“一亿有多大？”这是四年级数学的
学校教师通过多媒体课件和 VR 拟
一节综合性探索课的内容。大多数小学
真场景，让学生真实感受不戴头盔发生车
生意识中一亿就是“1 后面加 8 个 0”。这
祸时的震撼与可怕。某学生团队以此为
契机，
尝试着设计更加优良的头盔。
仅是一种表象的认识，没有建立真正的
数感。
该团队通过“问卷星”调查，发现市场
上头盔存在的主要问题，结合网络上收集
经历与学习的连接此时就显得非常
到的信息，绘制出一张张改进头盔的思维
重要。数学教师胡艳英从自然、社会、科
导图——有的带有气囊，有的加上报警
学等多方面选择实例和数据，为学生“搭
器，还有的自带导航系统。大家充分想
桥”。比如伴着钟表的滴答声，学生跟着
象，
天马行空。
节奏不停地画，60 秒结束。用计算器计算
草图完成后，教师进行初步评价并提
得出，
“每秒画出 1 个点，不眠不休一刻不
出改进意见。到了第二稿，学生改进了头
停地画，要画 3 年两个多月才能画完 1 亿
盔的实用性和安全性。有的选用轻便的塑
个点。
”
学生初步找到了
“一亿”
秒的感觉。
料，
有的选用坚固抗衰的铝合金，
甚至有人
以此类推，学生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去
找到了可自我修复的
“聚脲”
这种新材料。
寻找答案：100 张纸厚 1 厘米，一亿张纸厚
最后，学生将制作好的头盔带到学校
10000 米，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一只蜜
进行舒适性能和安全性能测试。他们不但
蜂长 2 厘米，一亿只蜜蜂连起来 2000 千
米，
相当于从杭州到北京一个来回……
经历了工程设计的全过程，还提高了交通
类似的连接，在三四年级的课堂上
安全意识。学生们后来还上街参加志愿者
正成为常态。此时，娄屹兰又将课改往
活动，
向市民宣传佩戴头盔的安全知识。
创生，让青蓝小学的小学生释放出了
前推了一把：将片段式的连接重新整
大能量。在“环球自然日”世界少年自然
合，产生新的学习样态。
科学知识挑战赛上，他们拿到了第一名；
教材中的经典篇章、生活中的传统
在国家专利申请中，他们的“防溅水杯”
文化，学校将两者聚合，汉文化研习社
应运而生。学期初，社团老师发布综合 “漏电保护器”等 20 余项发明获得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在全国青少年发明创造比
性学习主题，如“节日文化”“匠人匠
赛、全国青少年电子制作锦标赛中，多次
心”“十大名花”等。学习活动以任务菜
获得一等奖；更有多名学生荣获中国少年
单式开展，学生小组合作，需要完成资
科学院“小院士”称号，作品选送参加“欧
料查找、整理删选、语言重组、图文制
洲青少年科技展”
。
作等任务，最后通过当“小老师”的方
法，将学习成果进行社团交流。
经过近十年的研究，
“ 让经历伴随学
该学习方法是灵活的，学生不仅要读
习”已结出累累硕果。课题多次在浙江省
优秀科研成果中获一、二等奖，教师们赴
书，还要到自然界和社会中去观察、调查，
并利用图书馆、网络等渠道获取资料。
“这
全国各地执教“经历系列”课堂 300 余
节，出版专著 12 本。该课程目前已在国
是基于学生真实经历的 STEM 学习，学生
的综合能力提升很快。
”
娄屹兰说。
内 23 所小学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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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勤俭节约
好习惯

8 月 24 日，新学期伊始，长春市多
所小学以主题班会和第一课的形式 ，
开展“厉行节俭，反对浪费”主题活
动，一些学校还以“赢校园币”“当节
约标兵”的方式鼓励学生和家长共同
参与。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以身说教

课堂以生为本如何落实到位
——以一堂道德与法治课为例
陈延洪

道德与法治课程在小学教育中具有
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促进学生更加健康
地成长。道德与法治课程与其他学科不
同，它有着更强的灵活性、开放性和探究
性，对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有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
基于以上背景，
本人以五年级上册《中
华民族大家庭》这一课为载体，
进行了一些
课堂创新，试图吸引更多学生参与课堂活
动，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创设有利于自主探究的情境
在设计导学单时，我首先对学生的认
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知识基础进行摸底，
找到学生已掌握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连
接点，整合课程资料，针对不同水平学生
的认知特点，设计出阶梯状的导学单，激
发学生课前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只有在宽松的教学气氛、融洽的教学
情境里，学生才能获得心理安全和心理自
由，他们上课时才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
学活动中。所以，在这节课上，我只给学

生大方向上的引导，运用语言、课件、音
乐、画面等手段调动学生各种感官，创设
宽松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以一种自由、放
松的心态投入学习，然后通过一系列的师
生问答，把学生逐步引入课文深处，把精
力集中到所要研究的问题中来，让他们充
分进行组内讨论，各抒己见，在不知不觉
中进入深层次的学习。

创新教法促进学生自悟和拓展
40 分钟的课，要让学生一直聚精会神
是很难的。在设计这堂课时，我创新采用
了情景表演的方式。
在教学时我以“研学旅行”为主线，要
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结合课前查阅的资
料，开动脑筋，扮演各少数民族的同胞，展
示他们的待客之道。问题抛出后，学生们
你一言我一语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的学
生拿出自己预习时找到的资料与他人共
享，有的学生精心挑选服装和头饰为演出
做准备，有的学生迫不及待地在组内示范
表演……他们合作亲密无间，现场演出井
然有序，课堂效果出人意料。

课堂要给学生自主探究的机会，更要
给足思考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行拓展
和延伸。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
大多数学生缺乏主动出击的思考习惯和
提出问题、质疑的胆量，总是被动地听和
记，尽管有时候学生与教师的配合也不
错，在课堂上比较投入，貌似很活跃，但总
让人觉得缺点什么。采用这种方法后，学
生投入的程度大不相同了，他们经过深思
熟虑后给出的答案，往往比教师预设的更
有价值。

回归生活与多元评价
在道德与法治的课堂上，只有让课堂
教学回归生活本真，将教师阐述的原理、
要点与生活中的典型事例相结合，用学生
身边的人和事感染、影响学生，才能吸引
学生积极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通过自身
的观察、思考、参与、运用，把抽象的知识
变成自己的东西。
我们学校位于福建省少数民族畲族
同胞聚居的畲族乡，学校畲族学生占有相
当高的比例。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耳濡

目染，对畲族文化有很多了解。因此，在
本节课第三个环节的设计中，我以畲族为
例，带领学生感受这几年畲族突飞猛进的
发展，让学生体会各族人民日益紧密的联
系，感受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
族关系，理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能分
割的血肉之情，明白祖国的发展离不开各
族人民的共同努力。
教学评价是课堂教学必不可少的环节，
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不仅有助于教师获得
教学反馈，
也有助于学生提高积极性，
帮助
他们及时反思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在本课
的教学中，
我根据学生课堂参与度、小组合
作效率、
提堂提问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参与
度越高，
小组合作效率越高，
回答问题正确
率越高，
最终获得的评分也就越高。除了我
本人作为教师参与评价之外，
我还请学生对
自己或其他同学的学习情况进行自评、互
评。这种多样化、
多主体的评价方式激发了
学生参与教学评价的积极性，
他们觉得自己
是课堂的主人公，
相当有成就感。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民
族实验小学）

2020 年春突发的新冠肺炎
疫情给教育带来很大的改变。
特殊的授课模式，给学校带来
巨大挑战：在疫情防控的背景
下，如何引导教师、学生、家
长关注生活，用好网络，获得
发展？我们经过调查研究，决
定整合学生、学校、家庭、社
会资源，用项目式学习取代单
纯的文化课的视频教学模式，
放开学生手脚，让学生自由地
观察、自由地想、自主地做、
自发地改进和探究。

收集资料，观察生活
开展什么项目？以什么为
依据开展活动？研讨会后，我
们形成了统一的认识：根据学
校实验器材匮乏、严重限制科
学实验的现状，项目研究以科
学课本为依据，科学实验前置。
教师集体备课后确定项目
主题，每周一个项目，在家长
的帮助下，学生组成线上合作
小组进行探究，随时分享研究
成果。家长、同伴、教师是他
们的智囊团，遇到问题可随时
请教。
根据新冠疫情暴发的现
状，第一周，中高年级学生确
定以“细菌与病毒是否都是有
害的”为研究内容。他们上网
查询、查课外书、向专业人士
请教，了解了有些细菌是对人
有益的，有些是对人有害的。
学生自己查阅大量资料得来的
结论增长了知识，拓展了视
野，比网课讲授的效果好多
了。但是也暴露出一个问题，
学生只是将书上、网上获得的
知识在课堂展示，没有通过自
己实验、观察进行验证，留下
的印象不深刻。其他年级也出
现了类似的情况。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再次
举行研讨会，讨论怎样立足教
材，把“纸上得来”和“躬
行”结合起来。深入的讨论放
飞了教师们的思维，大家以中
高年级的项目为突破口，细化
研究主题“用生活中的现象，
说明细菌与病毒并非都是有害
的”
，让学生走进生活，观察生
活。如调查牛奶种类，发现各
种牛奶的区别，了解“益生
菌”助消化的作用。当我们鼻
塞、打喷嚏、流涕、咳嗽时，
会说“又感冒了”
，而医生会诊
断是不是病毒性感冒，说明有
的病毒会不断侵犯人类。今春
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不少
人失去生命，可见有的病毒危
害性很大。这样的研究，学生
虽然没有动手实验，但在观察
生活中生发出无限个研究点，
激发了学生探究的兴趣和求知
的欲望。

张静

项目式学习让在线学习接地气

经历是最好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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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学习既帮助学生解
决了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又让
学生在研究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从而获取了新的知识，
使科学知识得以内化、创新和
发展。

细化任务、协作探究

由于隔屏相望，教师的指
导并不能那么及时。怎么启发
学生善问、培养他们的探究精
神？这需要教师在布置项目前
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项目研
究组的核心教师在集思广益的
基础上，做出了项目研究的示
范指导表，明确了在研究中教
师、家长、学生的职责。
如六年级研究“谁能生存
下来”
，学生要做的实验是用手
钳与夹子分别夹破花生，夹破
一颗花生表示地雀吃了一粒种
子，一分钟对比哪种工具夹得
多。研究中学生的任务是：1.
查阅达尔文的故事及关于人类
动手操作、获取新知
进化的相关资料。2. 做对比实
验。3. 结合实验和课本资料分
在开展项目式学习的教学
析，为什么有的地雀能生存下
活动中，仅停留在综合实践活
来，有的地雀不能生存下来。
动层面，对指导学生生活作用
4. 如果你是一个鸟类学家，你
不大。学校再开研讨会，把项
在一个地方发现了一种未曾被
目式学习的核心定位在联系生
发现过的鸟，请画出这种鸟以
活、动手实验出真知上。
及它的栖息地并为它命名。
五年级第八次项目式学习
家长则需要给学生准备材
选择研究一次性生活用品对环
料，如花生、手钳与夹子等。
境的影响。学生都知道一次性
教师的任务是选择相关的视频
用品对环境有害，但对于怎么
等资料，随时跟进实验为学生
有害莫衷一是，生活中并没有
解疑答惑，指导学生的研究向
减少使用一次性生活用品的次
纵深处探索。
数。研究过程中，学生把餐巾
六 （2） 班 计 紫 玉 同 学 在
纸、牙签、塑料袋埋在土里并
实验时，先用筷子代替手钳，
不间断浇水。3 天、7 天、10
发现根本夹不破花生。再用镊
天后挖开观察有什么变化。学
子夹花生，效果也不佳。最后
生发现这三者埋入土中 3 天后
她用手钳夹花生，易如反掌。
都没有明显变化，7 天后餐巾
实验中小姑娘认识到用的工具
纸、牙签分别变软发黑，10 天
威力越大，夹碎的效果越明
后餐巾纸腐烂了，牙签发霉、
显。工具的不断更换，让她认
开始腐烂，而塑料袋自始至终
识到，地雀的喙越坚硬，生命
都没有什么变化。有学生坚持
力就越强。小姑娘由此联想
观察 30 天后，发现塑料袋依然
到，人也是这样，心理越强
如初。这一实验让学生认识
大、能力越强，越能适应社
到，一次性牙签不仅难分解，
会，在疫情期间，健康的心理
还消耗树木，而塑料袋不仅难
也是我们对抗病毒的有力武
分解，还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器。由研究地雀联想到人，这
从而意识到，生活中要尽量少
难道不是意外的收获吗？
用或不用一次性用品。
开展项目式学习，让学生
如何引导研究更深入，取
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提
得更好的效果？教师们引导学
高了合作能力、动手能力、思
生细化研究主题，分小组选择
考能力和探究能力，让学生的
喜欢的主题进行研究。有小组
眼中有了未来和远方。当然，
选择“一次性生活用品对土壤
我们在推进项目式学习课程的
和农作物、大海河流和鱼类等产
过程中，也出现一些棘手问
生的影响”
，
有小组选择
“统计家
题：学生因无法面对面交流，
庭、超市、菜市场使用一次性生
小组合作不太充分；教师与同
活用品的情况”
，
有小组选择
“减
事间的协作不强，难以打破
少使用一次性生活用品的方
法”
，
有小组选择
“加速分解一次 “一师一课”的边界；等等。这
些都是有待继续探索和解决的
性生活用品的方法和一次性生
问题，但我们相信，困难是暂
活用品的再利用”，等等。在家
时的，只要坚持不懈地做，定
长和同伴的协作下，
各小组的研
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
究结果以研究表格、研究报告的
（作者单位分别为湖北省襄
方式呈现在网课中，学生在研
阳市襄州区云湾光彩小学、襄
究中，在听取同伴的汇报中获
州区肖湾中心学校）
得新知，加深了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