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教学主编：汪瑞林 版面编辑：杜悦 设计：王星舟
电话：010-82296633 邮箱：tiyu@edumail.com.cn2022年11月1日 星期二 09

“为未来做准备”的教育，在“双
减”背景下如何实施？特别是针对作业
改革，一所小学可以怎样做？浙江省杭
州英特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将培养“自主
研学者”作为目标之一，以“四有”行
动为路径，实施作业改革，优化教学生
态，确保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

有料：指向作业的设计来源

作业“有料”，旨在突破作业设计
来源的局限性，既强调作业的认知价
值，也重视作业的生活、体验、交往价
值。基于教材又不局限于教材，基于学
科又不局限于学科，基于对现有作业的
精选精编又不局限于拿来主义。

突破单一文本。指向对所学知识的
认知与理解的作业，由各学科备课组组
成作业设计团队，借助大单元整组教学
视角研究整册教材及配套资源备课，结
合学情原创设计“分层定制课时作
业”，基础作业重知识巩固点，拓展作
业重思维训练点，在课堂上完成。这些
作业一般在寒暑假完成编写，学期初由
优秀教师、专家组成的作业审核小组进
行研究修订，保证作业精准。

突破单一学科。指向生活意义建
构、体验交往的作业，侧重在“学
科+”或结合校园活动完成。例如三年
级美术关于“造型”的“学科+”课
例，以“树根”为载体开展学习，学生
要完成的作业清单有：借助美术相关知
识，描述或表演树根的造型；运用数学
学科知识估算树根重量；运用生物科学
知识推测树根的生长环境；运用语文知
识编写树根的小诗。校园内开展的活
动，也纳入作业设计体系，比如，菊花
展上，学生制作菊花观察表，选取自己
感兴趣的菊花了解其花语意义……当作
业与学生的生活建立联结，作业就成为
有意义的活动。

突破单一主体。传统观念中，作业
设计是教师的事，学校打破这种窠臼，
将学生、家长纳入作业设计者行列。风
筝节策划案中，学生自主设计的作业
是：邀请校长放风筝并用一段话描述过
程；面对面采访一名风筝大师。家长也
参与作业设计，提供“拍摄模仿世界名
画再口头或者写作展示”之类的创意。
设计者可以评价提交上来的作业，参与
者也可以为自己喜欢的作业投票。

有趣：指向作业的表现形式

作业“有趣”，旨在突破作业表现
形式的局限性。基于儿童天性而设计，
跳出传统框架，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引导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乐，在
乐中得。

跳出传统形式。书面作业，在形式
上做改变。比如设置情境的作业，提供
多种选择，学生可以自由决定，会表现
更为积极。跟大纸张的作业相比，小纸
条上的微型作业会更吸引学生。创意作
业：如让学生剪贴制作“我的小词
典”；取自然名，制作自然铭牌；自制
绘本故事或绘画日记，并在校图书馆展

览；用生活中的物品创作一段音乐等。
学生的体验感越强，对作业的兴趣越
浓。

跳出有限时间。根据完成时间不
同，作业的侧重点也不同。日作业重习
惯，周作业重体验，月作业重养成，学
期作业重发展，年作业重创新。学期
初，学校会发布各年级学期长作业清
单，如：三月，为弟弟妹妹讲故事，植
树节开展种植活动；四月举办迎亚运才
艺展示、谜语大会；五月开展体艺节节
徽征集；六月进行美食节策划……长周
期作业提前公告的好处在于，学生可以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安排。

跳出固有空间。为让学习随时随地
发生，学校进行“校园改造计划”，设
置非正式学习区块。设计安装科学实验
互动墙，学生可以随时体验“音乐喷
泉”“手不能抖”“风力发电”等小实
验；将废弃公交车搬进校园，稍加改造
成为“巴士展馆”“巴士舞台”“巴士小
餐厅”……校外是更广阔的实践天地，
家长课堂、社区服务等都是丰富的学习
资源。

有创：指向作业的内涵理解

“有创”，旨在突破作业内涵理解的
局限性，通过项目设计、技术融合、实
验操作等途径促进深度学习，践行学以
致用，强调动手做，不断尝试探索新事
物。

用“项目”赋能。学校各学科协同
设计，每两三周完成一个小任务或是进

行一个小探究，最后在学期末形成一个
产品或方案来解决真实问题。如《西游
记》阅读，贯穿整个学期，学生完成制
作《西游记》“取经路线图”、设计“西
游大富翁”、排演课本剧等任务。再如
设计“自然人文之旅”打卡地图，学生
在一学期内可以自主安排进行实地探访
等。

用“技术”赋能。信息技术介入能
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助力。学校将科学组
与信息组整合成科创组，学生通过平板
开展学习，利用信息技术实时分析作
业，学习效率大大提升。教师还通过编
程等方式设计能识别植物的APP等，
为学生自主学习和创造提供更多空间。

用“实验”赋能。学校开启了“艾
小语自然实验室”计划，把校园变成大
自然的后花园，变成学生探索创造的乐
园，并喊出了“万物皆可实验”的口
号。校园里开辟了每个年级专属的自然
实验室，取名为“七色花田”“青门绿
玉”等，学生化身成为少年作物栽培学
家、育种学家、生物化学家，在有智慧
的劳动中发展思维。

有得：指向作业的价值效用

“有得”，旨在突破作业价值的局限
性，既关注知识与能力的提升，也关注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的成长。通过作业
的设计与评价，实现师生、家校之间心
灵与思维的互通。

激活师生潜能。评价作业是否有效
的重要指标，是作业是否能助力师生成

长。师生在设计、完成和评价作业中，
既达成了知识技能目标，也点燃了探究
新领域的热情。例如四年级“语文+戏
剧”作业中，学生创作剧本、穿上戏服
演绎剧情，体验当编剧和演员的感受；
教师参与其中“疯”了一把，圆了“导
演”梦。五年级元宵主题作业，教师布
置出一条灯谜长廊，学生绘制灯谜并以
猜灯谜的形式完成作业。

激活家校协同。作业评价的有效性
与及时反馈有关。学校利用钉钉软件开
发综合评价系统，作业评价实现了全学
科、具体化、有个性差异，且无时间
差。家长在系统中能实时接收对学生
各类作业的评价。获取的信息越全面
及时，家长对学生的了解就越清晰，
无意义的焦虑就越少；得到的指导越
多，家校协同帮助学生成长的过程就
越顺利。

激活价值意义。学校强调“写一次
作业，有一次收获”。既收获认知的发
展，也收获情感、态度、价值观。这对
教师提出了更综合的要求。因此，学校
建构高质量作业管理体系，用发展和开
放的眼光综合思考作业与高质量学习的
关系，提升作业设计和实施的质量，实
现作业育人的目标。

总而言之，学校通过“四有”行动
开展作业改革，聚焦作业设计来源、表
现形式、内涵理解、价值效用等方面，
在减负提质上发力，起到了为儿童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的作用。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英特外国语学
校小学部校长）

培养未来的自主研学者
——浙江省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小学部作业改革的“四有”行动

郎明仙

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以培养“多能
一专”的农村卓越小学教师为目标，实
施全过程实践教学，注重与时俱进和优
化创新，确保了学生的整体培养质量。

实施“全过程递进贯通”的
集中性实践教学

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小学教育专
业，其前身可溯源到1906年广东钦州
中学堂的小学师资班，经历了“中师—
专科—本科”不同层次的小学教师培养
过程。以往中师和专科的集中性实践教
学环节主要是第一学期的教育见习（1
周）和第六学期（8周-12周）的教育
实习，存在着连贯性和完整性不足的问
题，不利于学生教学能力的形成与提
升。为适应新时期农村卓越小学教师培
养要求，遵循从“感知—认知—体验—
反思”教学能力形成的心理过程，学院
实施第一学期开展新生入学教育 （1
周）、第二至五学期开展教育见习（1
周/学期）、第六学期开展教育实习（4
周）和教育研习（1周）、第七学期开

展毕业实习（12周）、第八学期进行毕业
（设计）论文（8周）的全过程递进贯通的
集中性实践教学，毕业生教学能力大大
提高，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毕业生
对口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开展“全过程学练赛”教师
职业技能训练与考核

学院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教师教育课
程标准（试行）》及教师职业技能形成的
规律，构建“全过程学练赛”的教师职业
技能训练课程体系和合格考核的评价方
式。学院从第一到第四学期开设教师口
语、书写技能、音乐基础、美术基础、简笔
画、儿童手工等教师职业技能培养的专
业基础课程，第五到第六学期实施定期
组织由学生申请的教师职业技能合格考
核制度，内容包括粉笔字、钢笔字、毛
笔字、简笔画、口语表达、弹唱、教学
技能、课件制作等。学生取得教师职业
技能考核全部内容合格后，方可以进入
第六到第八学期的集中性实践教学环
节，从而提高学生“课内外”参与教师
职业技能训练的积极性。同时，学院出
台 《教师职业技能合格考核管理办

法》，把学生参加校内外各级各类教师
职业技能比赛，认定为教师职业技能合
格考核成绩，“学练赛”融为一体，提
高学生自主开展教师职业技能学习、练
习和参加各类教师职业技能比赛的积极
性。“外因”与“内因”共同作用，学
生的教师职业技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近年来，学生的书法作品多次在全国大
学生艺术展演活动和全国小学教师教育
学会大学生书法比赛活动中获奖，学生
的教学技能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
师范生小学语文教学展示活动中获奖。

举办“全过程浸润式”教师
职业技能展演活动

学院拥有独立的师范生综合实训中
心大楼，建有56个师范专业教学技能
实训平台。近年来，学院积极探索教书
育人新途径，充分利用师范生综合实训
中心平台及其空间，每年各大节日都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墙报、黑板报、手
抄报、粉笔字、毛笔字、钢笔字、简笔
画等评比活动以及美术书法展和周末舞
台艺术展演活动，形成“全过程浸润
式”教师职业技能展演活动的育人模
式，学生的师德规范、教育情怀得到浸

润，促进了学院良好学风、教风的有效
形成。

开展“全过程订单式”第二
课堂科技活动

学院根据农村卓越小学教师的目标
定位和“多能一专”的培养规格，创建
了“全过程订单式”第二课堂活动的课
程体系，在学生第一、二学期专业基础
课程学习的基础上，第三至第八学期设
置相对应的钢琴、书法、合唱、舞蹈、
儿童剧表演、课件制作、科学实验、心
理健康教育和教学能力强化训练等社团
活动。除此之外，学生还可根据自己的
兴趣选择参加一项第二课堂科技活动。
学院在第一至八学期设置了相关的课外
阅读及第二课堂科技活动，为学生的终
身学习与专业发展奠定基础。

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探索农村卓越
小学教师培养的新模式已取得丰硕的成
果。近年来，小学教育专业获批为省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小学教育专业通
过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二级
认证，教育硕士（小学教育）获批新增
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作者系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北部湾大学教育学院：

以全过程实践教学培养农村卓越教师
周顺平

现在大多数学校每个年级都
建立了不同学科的教研组，常规
的学校教研工作主要依托教研组
开展。但笔者在长期的实践中发
现，学校教研组工作存在三个主
要问题：一是易流于形式，仅限
于日常的集体备课、互相听课等
常规研讨活动。对于如何备课、
听什么课、研讨哪些问题等缺乏
思考，这种碎片化和无序化的教
研活动使得教研质量不高，教师无
法得到专业引领，教研积极性也逐
步降低；二是各教研组各自为战，
缺少团队意识和大局观，各教研组
仅限于完成分内的工作，单打独
斗，学校层面的教研活动难以落实
到位；三是教师更多关注眼前的教
育教学问题，不能跳出年级看学生
整个学段的整体发展。

基于此，山东省栖霞市大庆路
学校以教研机构、教研内容、教研
方式、教研管理变革为突破口，开
展创新实践研究，推动新时期学校
教研转型。

组建教研团队，让教
研指导有力量

学校跳出年级，在学科整体
框架下思考教研工作，组建跨年
级学科组、学科工作室、课题研
究组等教研单位，分层确立各级
教研责任人，从管理机制上减少
管理层次，提高管理效率，从教
研内容上突出学科专业性，深化
教研内涵。

教研责任人主要包括学科组
长、年级教研组长、学科带头
人、教学能手或名师。学科组长
和年级组长是行政意义上的学科
责任人，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
或名师是专业上的责任人。他们
各负其责，肩负着引领教师发展
的责任。

学校着力组建四个团队。学
科管理团队由学科组长或年级组
长担任责任人，主要负责对各年
级学科教研组的教研活动质量及
各研究团队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
督管理。课程研究团队由市级以
上学科带头人或教学能手担任责
任人，主要负责学科专业研究，包
括对学科教材和课程标准的理解
与把握、学科课堂教学的改革与实
践、学生习惯培养的策略与方法
等。名师工作室由市级以上名师
担任责任人，各自在全校范围内选
拔学科骨干教师成立研究团队，选
取有价值的学科研究主题，开展有
指向性的教学教研工作。小课题
研究团队由教科室主任担任课题
研究团队第一责任人，负责确定学
校总课题研究思路。各学科组长
或骨干教师分别担任小课题学科
团队责任人，选择教学中发现的问
题、存在的疑惑或感兴趣的点，确
立实验小课题，开展课题研究。

探索专题教研，让教
研方式有深度

学校创设开放自由的教研空
间，探索序列化的专题研讨模
式，改变传统的以师为本的教研
内容，将学科育人功能、教师全
面发展和学生素养提升等确立为
新时期的教研目标和方向，引领
学科教研向专业化深层次发展。

一是开展教材分析专题研
究。学校探索“1+X”备课专题
研究活动，以“横纵”结合的方
式，引领各教研组开展深度备课
研究，提高教材分析能力。横向
打通学科单元间的壁垒，重点关
注学科知识的深度和广度，梳理
各单元各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充
分挖掘学科教材的教学价值。纵
向打破年级局限，把握年级间知
识内容梯度，提高内容与学情的
适切性。

二是开展学习习惯专题研
究。针对各年级学生特点，分课
前、课中、课后三个时段，以课
中“听说读写思”为重点，确立

“细化标准→方法引领→实践检验
→评价检查”四个序列专题，分
学科按年级递层进行学习习惯专
题研究。

三是开展小课题专题研究。
学校提出“教研即科研，问题即
课题”的教研思想，遵循“发现
→确立→行动→回归”的途径，
以课题研究组为教研单位，由教
科室负责引领组织开展小课题研
究。各小课题研究组依据学校实
际，通过问卷调查、调研分析、
资料查阅等一系列前期分析和探
索，教研活动时反复商榷，确立
教研创新的实施要点，让每一位
参与者明确课题研究的内容与方
向，确定研究路径。

小课题专题研究包括三个方
面。一是确定主题。学科教师或
从学生习惯培养的某处入手，或

以学科知识点的某处疑惑为切入
点，或以学生的某一个问题着
眼，自主展开小课题行动研究，
并通过实验记录、案例分析、实
验总结、实验成果等，记录并整
理过程性研究资料。二是进行课
题研讨。学校设计课堂教学观察
量表，引领教师以观察量表为依
托，关注课题项目在课堂中的落
实情况，关注课堂教学环节、教
师课堂掌控能力、课堂评价、学
生听说读写思习惯养成、学生参
与情况、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等。
三是举办课题论坛。组织小课题
研究微论坛，汇总小课题互动教
研中生发出的问题，提炼小课题
研究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引导实
验教师讨论思考解决办法，形成
解决问题的策略，探索适合小课
题研究的途径，引领实验教师以
积极的心态开展深层次的研究。

完善教研机制，让教
研管理有支撑

学校探究教研机制和效能评
价等相关联的要素，从多个角度不
同层面对学科教师、教研责任人和
学科教研活动进行评价与管理，探
索教研有效落地的可操作的策略，
确保教研管理“工具箱”不断扩大，
让教研有保障有支撑，以此促进教
研文化创新，推动教师专业素养和
教育质量的内涵式发展。

一是实行竞聘选拔制度。通
过业绩量化和评价考查相结合的
方式选拔优秀教师，并以竞聘演
讲的方式考查教师对教研负责人
职责的认识、基于教研正确理解
的相关必备知识和对学科教研活
动实施的思考等，汇总定性、定
量和竞聘三项成绩，确定各级教
研负责人。

二是实行激励评价制度。通
过教研工作奖励、工作室资金扶
持及奖励、学科教师培养、实验
教师考核、教学成果奖励、读书
报销等激励性制度，激发学科教
师教研内驱力。

三是实行动态考核制度。从
教研活动数量和质量、听评课数
量、自身专业成长业绩和指导教
师成长情况等方面，对负责人进
行过程性的动态评价。学期末汇
总评价结果，对于不认真履行职
责、达不到规定标准的负责人实
行淘汰制，重新进行选拔竞聘。

四是实行联动考核制度。制
定详细的评价考核内容，将学科
组考核成绩、学科组教师协作情
况、参与教研活动情况、教师个
人工作业绩、学习习惯培养情况
等记入各级教研组考核档案，每
月进行汇总并及时反馈，学期末
表彰奖励优秀学科组与优秀学科
教师。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栖霞市大
庆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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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新探索

经验分享

▲学生在进行科学实验探索。

▶劳动作业收获多。
（学校供图）

“双减”政策
聚焦高效课堂

落实落实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