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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双减”出实招 加速“提素”再启航
——四川省德阳市青云山路小学校落实“双减”侧记

“减掉过重的作业负担，在控制
作业总量基础上提升作业质量，系统
设计符合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体现
素质教育导向的作业。”“双减”政策
实施后，四川省德阳市青云山路小学
校积极响应政策，采取一系列具体措
施，为学生创设“乐学”环境，让学
生从沉重的学习负担中解放出来、真
正体会学习的愉悦感，营造有特色
的、和谐的、健康的育人氛围，扎实
推进“双减”工作落地见效。

彰显“君子”特色
坚定办学信念

青 云 山 路 小 学 校 创 建 于 1996
年，作为“君子教育”主题学校，
学校恪守“让君子品格影响孩子一
生”的办学理念，以培养新时代

“少年君子”为办学目标，以“高起
点、高品位、高质量、创特色”为
办学方向，以“雅行、博学、善
思、勇创”为校训，以“健康、优
雅、快乐、和谐”为校风，以“诲
人不倦、为教日新”为教风，以

“学而时习、温故知新”为学风，将
“君子教育”思想与现代教育相结
合，全面深化学校改革。

作为德阳市现代课堂示范校、
旌阳区信息化教学示范校，学校近
年来主研的“基于小学生核心素养
培养的走班课程建设实践研究”“问
题驱动助推小学数学课堂的实践研
究”“基于生活体验的小学生劳动教
育实践研究”等省级、市级课题和
研究项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与

“双减”政策和相关要求相契合，为
学校减负提质、提高教学水平奠定
了坚实基础。

构建高效课堂
提升教学实效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构建
高效课堂、提升教学实效是“双减”
政策的核心。

为落实“双减”政策，青云山路
小学校采取了4项具体措施。一是召
开教研组长会议，围绕“双减”政策
思考教研途径。二是开展观摩优质
课、年级组听课磨课、集体备课等教
研活动，并要求每一名教师课前精心
准备，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提高课
堂效率。三是各年级由年级组统筹作
业管理，控制作业总量，作业每日公
示，真正做到“教学进度有计划、作
业布置有标准、学生评价有项目”。
每月教导处的常规检查增设作业量检

查，并量化考核。四是紧扣教学目
标，通过结合课后题和课堂作业本突
破教学重难点、课堂上保证至少10分
钟作业时间等方式，探索“本真课
堂”，关注学生“真生长”。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学校教研
组形成了各自的教学构想：语文组提
出要形成学科资源库，包括备课细节
化、作业校本化、积累系统化以及阅
读充分化；数学组结合经验实践和摸

索，提出在优化课堂结构、紧致授课
时间的基础上整合授课资源，将作业
难点融在新知识中；音体美组提出始
终以课堂教学为中心，落实日常教学
工作等。总体来说，学校落实“双
减”政策有了新的抓手和方向。

创新作业设计
促进个性发展

进入新学期，青云山路小学校
的学生收到了个性化作业单，其中
包括“新闻播报”，要求学生模仿电
视新闻主播进行新闻播报，培养关
注时事新闻、了解国家大事的习
惯，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这也是学
校切实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促进个
性发展的一项探索。

为落实“双减”政策，学校针对

作业设计提出了“5 个关注”的原
则：一是关注学生学习的责任心和恒
心，二是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
自信，三是关注学生的元认知能力，
四是关注学生解决问题和创新实践的
能力，五是关注学生自主管理时间的
能力。

为避免学生在作业减少后养成沉
迷玩手机、看电视等不良习惯，学校
在遵循“5个关注”原则的前提下，
开出了个性化作业单。其中，除了

“新闻播报”，还有培养学生动手能
力、增进亲子感情的“亲子厨艺展
示”，培养学生读书习惯、拓宽阅读
面的“亲子诵读”等，让学生摆脱了
以往枯燥的作业、享受学习的乐趣。

据了解，学校还积极推进课后服
务“5+2”模式，拟定课后延时服务
的具体措施，一方面实现下午放学后
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完成作业，另一方
面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
武术、舞蹈、沙画、糖画、合唱、足
球、篮球、劳动、编程等丰富多彩的
选修课程，不仅满足了学生的个性需
求，也让他们在寓教于乐的学习中感
受童年的快乐。

（田英 罗小庆 邵小娟）

青小劳动课——“我们一起包粽子”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华新小学

搭建“绿韵笔架” 打造多彩本真学园
金秋十月，在“2021 粤港澳自

然教育嘉年华”现场，深圳市福田
区华新小学的学生朗诵了自己创作
的自然主题童诗。充满童趣的诗意
语言把在场的观众带入了广东内伶
仃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绿意盎然的
天地。

一年一度的“绿韵笔架·诗意
市场”，融阅读推广、生态教育、财
商教育于一体，成功地为学生打造
了诗意与创意展示的舞台。

在 “ 停 课 不 停 学 、 自 主 新 成
长”线上开学典礼上，一曲 《同学
加油，华新加油》，诠释了华新学子
不畏困难的精神，蕴藏着全体师生
期待春暖花开的美好愿望。这首歌
曲在区、市教研会上一经播放，就
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
随着新一轮科技与产业革命的

兴起，时代发展塑造出了新的学校
形态，学习空间、学习方式、课程
体系、组织管理等都会发生新的变
化。未来的学校建设要扎根中国大
地、凸显中国特色，着力构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体系，健全
家庭、学校、政府部门、社会协同
育人机制，实现全员育人、全过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

在钟灵毓秀的笔架山脚下，作
为广东省一级学校，华新小学一直
在探索以“绿色生命教育”为鲜明
特色的自然教育格局，整体贯彻

“生命·生长·生动”“三生”绿色
课程体系，践行“为了每一位华新
人的幸福、健康、成长”的办学理
念，努力实现“全面发展、个性发
展、自主发展”的培养目标，全力
打造“本真、适才、普惠”的高品
质教育，努力把学校建设成“自然
育人、情感育人、文化育人、书香
育人、艺术育人、科技育人”的

“绿色、环保、温暖、书香、艺术、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的智慧共享学
校，在中国未来学校2.0的跑道上大
步迈进。

课程育人

“B+3通·达”课程领跑
回归教育本真路径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中心，深
圳市福田区树立了代表深圳发展的

“福田标杆”。充分借助区域发展优
势，建设一所与现代化大都市中心
相匹配的面向未来的新学校，成为
华新小学肩负的时代使命、社会责
任和历史担当。创办于 1993 年 8 月
的华新小学，努力探索“国家课程
校本化、校本课程精品化”，整合
各项资源，开设了绿色校本课程，
倡导热爱自然、敬畏生命、养性修
身、服务社会、志存高远的发展理
念，并以校园新建为新契机，打造

“国际都市中本真适才的绿色典范
学校”。

课程即教育。华新小学张伟校长
深谙教育之道，在他的带领下，全校
教师深入研究课改，借助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和课程资源优势，研发了极
具创意、以笔架山为谐音的“B+3
通·达”课程。

“B+3 通·达”课程看似简单，
实则内涵丰富。“B”是英语单词ba-
sic 的首字母，意为基本的、基础
的，代表国家课程，即基础课程。

“+”对应的是“添砖加瓦”中的
“加”，表示学校以生为本，通过多
样化、多元化、系统化的育人途
径，“让学生成为多方式学习者”，

“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为师生突
破自我、“向阳而生，各美其美”赋
能。“3”指学校自主开发建构的校
本课程，包括延展课程、活动课
程、探究课程三大类。“通·达”理
念，是以“知识—能力—素养”闭
环为育人目标的课程理念。以通致
达，强调教育路径的创新；达以立
人，强调素养育人的达成。这个达
成的过程，是由以下“三通三达”
来实现的：第一，经由自然连通畅
达知识，让学生回到知识产生的时
刻；第二，借助学段贯通练达能
力，让学生获得持续生长的可能；
第三，依靠学科融通抵达素养，让
学生走进问题解决的情境。

“让成长看得见”是华新小学的
育人追求。学校一方面努力突破国
家课程绿色校本化实施难点，建设
校本课程项目41个；另一方面充分
利用大湾区的自然教育资源，开展
童诗、布艺、航模、中草药、开学
季、毕业季、冬季长跑、诗意市
场、期末评价、家校共育等十大

“通·达”课程。其中，童诗课程正
走向全国，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教师一起研究，全国已成立了4所小
学和两所幼儿园童诗研究基地学
校；布艺社、布艺课程和航模课程
等获评深圳市中小学生优秀社团、
福田区“品牌课程”……学校形成
了以“绿色生命教育”为特色的绿
色自然教育格局，正在打造为学生
终身幸福奠基的大湾区课程建设特
色学校。

在此基础上，华新小学发挥得天
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课程资源优势，全
力打造面向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绿
色学校新样态”，实践大湾区绿色课
程合作共建新样态。学校与深圳市笔
架山公园、深圳市绿色基金会、广东
内伶仃岛-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香
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建立了紧密的“在
一起、了不起”的绿色教育合作关
系，把自然环境作为学生自主健康成
长的大课堂，充分挖掘绿色资源中的
育人因素，大胆践行“自然亦课堂”
的课程理念，赢得了各级专家的高度
认可。

“绿韵笔架”

开发绿色校本课程
充分挖掘教育潜能

“从学生成长的规律出发，打造绿
色自然的生态课程，让学生在对大自
然的探索中增强主体意识、发展创新
精神、养成合作能力，促进学生的自
然发展、主动发展、健康发展。”在张
伟校长的带领下，华新小学努力将笔
架山公园作为学生接受生命教育的大
课堂，充分挖掘笔架山公园的教育潜
能，建立“公园亦是课堂”的概念。

华新小学坐拥笔架山的400多种动
物资源、900多种植物资源，校园里可
以看见松鼠、红嘴蓝鹊、红耳鹎、暗
绿绣眼鸟、各色蝴蝶蜻蜓等。笔架山
公园可以说是学生身边的好教材。把
身边的自然资源融合到国家课程教学
中，书本上的自然知识就变成了真切
的体验和实实在在的研究实践。围绕

“本真、适才、普惠”的“福田方
案”，学校在2014年成功申报了福田区
公益性科研项目“绿色校本课程的开
发实践”，2018年成功申报了深圳市重
大研究课题“笔架山绿色校本课程的
开发与实践研究”，实现了“课堂革
命·华新表达”——以“绿色生命教
育”为鲜明特色的绿色校本课程。

绿色校本课程包括十大课程，已取
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是“绿韵笔架·闯关启蒙”一年
级新生融入课程。帮助一年级新生尽快
融入集体，了解学校文化和课堂纪律，
缓解紧张情绪，加深对学校的认识和了
解，以此为起点，开启快乐的学习生活。

二是“绿韵笔架·大自然飞出的
歌”童诗课程。引领学生学习欣赏童
诗、创作童诗，给童诗配插画、编曲演
唱、编舞表演，吸引了各地童诗教学爱
好者积极参与，守护学生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

三是“绿韵笔架·学以成人”素养
课程。引领学生“用自己的眼睛观察身
边的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生活，用
自己的方式研究问题”，依托笔架山培
养学生的公民意识、法制意识和社会责
任意识。

四是“绿韵笔架·布一样的精彩”
艺术课程。学生们利用废弃的布料和旧
衣服，采用拼接、镶嵌的方法，创作具
有“凹凸有致、异彩纷呈”魅力的笔架
山系列布嵌画，培养了动脑动手的能力
与色彩搭配和纹理运用的技巧，提升了

耐心细致、实践创新的综合素养。
五是“绿韵笔架·自然观鸟”科学

课程。积极与深圳市观鸟协会、深圳市
绿色基金会、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管
理部门合作，在笔架山、红树林、香港
米埔等地潜心进行观鸟绿色教育研究。

六是“绿韵笔架·冬季长跑”健康
课程。组织学生坚持环山冬季长跑，让
学生收获运动的快乐、磨炼坚强的意
志、培养良好的锻炼习惯、有效提高身
体素质。

七是“绿韵笔架·诗意市场”自然
课程。每年12月初，学校组织全校师生
捡拾笔架山五彩斑斓的落叶，给原创诗
歌配上落叶拼贴成的插画，制作成艺术
品，开展义卖，将售得款项捐给贫困山
区的孩子。在送去温暖的同时，帮助学
生发现生活中的诗意、收获赞赏和自信。

八是“绿韵笔架·趣建学习能量王
国”低年级期末评价课程。学校精心设
计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相关游
戏，在绿意盎然的笔架山开展游园闯关
活动，保护一、二年级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让学生树立学习自信心、勇于挑
战、乐于合作。

九是“绿韵笔架·山高人为峰”毕
业季课程。依托笔架山绿色资源，开发
毕业季绿色课程模块，分别是“学的课
堂（绿色·自然）”“活的课堂（绿
色·人文）”“动的课堂（绿色·校
园）”“和谐的课堂（绿色·和谐）”，
让学生学会感恩、坚持、奋斗，怀着对
未来的美好憧憬迈入初中生活。

十是“绿韵笔架·家校共营”育人
课程。运用家校共“营”课程的三大策
略，即建立共同价值观、建立家校合作
新机制、建立育人合作共同体，邀请家
长参与学校系列绿色校本课程的建设，
成功地解决了“家校共育”育儿理念有
偏差、亲子陪伴有缺失、家校合力难形
成三大难题。

打破壁垒

小教室连通大课堂
全面推动教育“提素”

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应当体现时代要求，
使学生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
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
意识，这是现代社会和未来发展对每
个人基本素质的普遍要求，也是现代
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为全面推动学
生素质提升，华新小学着力从多个方
面打破壁垒。

一是打破教室壁垒。学校依托笔
架山的绿色资源，实现学生全员参
与，自主投入对大自然的探索，把各
科教学延伸到课外，加强学科渗透，
从小教室走向大自然这座大课堂，唤
醒学生的自然感官和内心力量，让学
生在探索大自然中增强主体意识、发
展创新精神、培养创造力和合作能
力、学会自主管理与自主学习。

二是打破学科壁垒。绿色课程注
重学科核心素养扎实落地，重视学科
的融合与知识的互通。比如童诗绿色
课程，把语文学科的欣赏、创作教
学，美术学科的插画教学，音乐学科
的编曲、舞蹈教学，自然学科的探索
教学，体育学科的体能训练教学等相
结合，是文学素养、审美素养、音乐
素养、科学素养、体能素养等高度融
合的教育。各学科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有效促进了学生多元智能和个性
化特长的发展。

三是打破活动壁垒。学校打破
传统课外活动形式，创新绿色活动
课程，引领学生从小活动走向大课
程，变零散、简单的课外活动为系
统、完整的活动课程，体现了活动
课程的规范和科学，使活动课程更
有趣味和成效。

四是打破校园壁垒。学校建构
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育人
新格局，建立共同价值观和育人合
作共同体。

教育的核心是育人，是让学生成
为充满快乐、富有智慧、担当使命、
努力奋斗、对社会有用的人。目前华
新小学正在新建校园，已过渡到高科
技预制校区，将在这里度过两年左右
的时间。学校致力打造书香校园，为
学生的阅读充电，充分利用临时校区
教室宽敞的优势，把图书馆的藏书分
流到各个班级的图书角，并利用各楼
层的大空间休息区域，建立自然书

吧、红色书吧、童诗书吧、航模科
技书吧、经典阅读书吧、中草药书
吧等特色书吧，让学生随时随地都
能在书中遨游，开阔视野、修炼内
心、丰富精神生活。在此基础上，学
校精心打造“班级生态阅读管理系
统”，将自然界生态系统的有机循环
模式纳入学生悦读生活，督促学生阅
读经典好书，创设浓郁的书香氛围和
快乐的书林境界，让学生自然、自
觉、自主地亲近书籍，并通过制作读
书卡，开展语文节、读书沙龙、美文
朗诵等，评选“阅读之星”“书香家
庭”等多项活动，培养学生的高雅情
趣与人文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防控期
间，华新小学的各项绿色生命课程依
旧在空中唱响，教师引导学生用童
诗、童话、散文、歌声、绘画等丰富
居家学习生活、表达抗疫精神，充满
了爱的力量。张伟校长说：“新冠疫
情防控工作，给学校带来了挑战，给
学生们也带来了挑战。学生不是温室
里的花朵，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
到一些波折。引导学生积极面对困
难、保持良好的心态，是学校在培养

‘幸福健康成长’华新人的过程中要
始终坚持的。”

绘制蓝图

成就大湾区新样态
智慧校园未来可期

近 年 来 ， 华 新 小 学 积 极 践 行
“为了每一位华新人的幸福、健康、
成长”的办学理念，以自然、和
谐、生命、灵性、可持续发展为目
标，促进学生持续健康地发展。为
了进一步建设绿色、智慧和面向未
来的新校园，探索绿色学校建设的

“粤港澳大湾区新模式”，华新小学
目前正在新建校园。

学校计划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
地理环境和课程资源，按照 36 班/
1620 个学位的规模建设，新建总面
积将达31350平方米（约为原校园面
积的3倍多，地下按两层设计），配
备游泳池。设计主题为“园畔园、
园中园”（公园畔的校园、花园中的
绿园）；环抱生态山林、相伴鸟语花
香，实现自然渗透式教育和绿色健
康型成长；营造“景观环廊”，渗透
绿色教育。“风声、鸟声、读书声，
声声入耳；公园、花园、活力园，
园园生机。”为此，学校领导及新建
工程负责人走进了世界各地风光优
美、设计感强的可持续绿色学校，
从崇尚环保绿色理念的新加坡大
学，到与自然融合的建筑特色美国
印第安泉学校；从充满现代化气息
的艺术学校，到色彩斑斓、提倡亲
近自然的巴厘岛绿色学校，寻找设
计校园的灵感。

绿色教育的核心是环境与人。放
眼未来，华新小学立志把绿色概念延
伸到整个校园，致力于打造融“绿色
教育、智慧校园、未来学校”于一体
的富有活力的绿色教育环境，为师生
成长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环境，培养
懂得尊重、平等、合作、主动、创新
的有个性的现代学子。

（邓丽云）

华新小学华新小学““B+B+33通通··达达””课程冰山图谱课程冰山图谱

低年级低年级““B+B+33通通··达达””课程课程
期末评价游戏闯关期末评价游戏闯关

华新学子在学校华新学子在学校““后花园后花园””
笔架山上童诗课笔架山上童诗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