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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教师需要具备一定的教科
研能力，但很多教师对于如何提炼和整
理课题研究成果感到无从下手。笔者近
年来参与了几项课题研究，负责成果的
提炼和申报工作。对于如何提炼、整理
课题研究成果，笔者建议着重做好以下
三点。

聚焦问题点

做课题研究需要有问题意识，而成
果的提炼同样需要聚焦问题。一项成果
最好聚焦于一个问题，不要大而全地出
现多个问题。如果出现多个问题，那也
必须分清主次、先后或者因果关系，最
后聚焦到主要问题、关键问题上。找到
关键问题并不等于万事大吉，问题表述
同样很重要。

一般而言，关键问题的表述中必然
含有课题的核心概念，甚至包含的核心
概念还不止一个。如果关键问题中不涉
及课题的核心概念，那就该反思一下，
这个问题是不是本课题的关键问题了。
例如笔者最近在整理一项研究成果，课
题名称是“基于实证的‘教学评一致
性’课堂教学观察实践研究”，主要问
题是：为了践行“教学评一致性”课堂
教学，如何以实证的方法和策略进行相
应的课堂教学观察？由此可见，课题成

果中的关键问题，与课题研究的假设密
切相关。

问题点是研究成果的统领，找准问
题点能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理清逻辑线

课题的研究方案和研究报告需要围
绕关键问题，回答“为什么”“是什
么”“怎么做”“做得怎么样”等问题，
但是二者在阐释上述问题时侧重点应有
所不同。研究方案需要说清“为什么”

“是什么”，但更需要突出“怎么做”，
以体现研究方案的本质。而研究报告进
行成果梳理，既要兼顾“怎么做”，更
要突出“做得怎么样”，前者体现过程
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后者体现成果的丰
富性和价值性——二者之间应含因果
律，具有必然性。

成果的逻辑性除了体现在主次详
略的选择上，还体现在条理层次的处
理上，后者显性地表现为标号及其标
题——前后标主要体现条理性，大小标
主要体现层级性。如果把论文论著的大
小标抽离出来单列，其实就是提纲或目
录，其前后顺序和上下关系正体现了整
体的逻辑性。梳理成果的过程，也是对
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过程，其中既包括详
略比重的调适，也包括各级标号标题的

编排和拟写，以表述的逻辑性彰显成果
的科学性。

逻辑线是研究成果的骨骼。逻辑清
晰、层次分明才能让人读起来容易把握
整体脉络、抓住重点。

丰富表达面

整理成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最后将
其写成论文。论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是正
确、完整、清楚、简洁和生动。

“正确”和“完整”是初级要求，
“清楚”和“简洁”是中级要求，“生
动”是高级要求。很多人认为论文做到
前四者就很好了，甚至认为“生动”不
是论文这种文体的要求，在写作中排斥

“生动”。
论文的“生动”，常有特殊的内容

要求，例如教学片段、教育故事、实践
案例等能增强论文的生动性。另外，论
文中使用图表也可增强表述的直观性、
简洁性和生动性，因为图和表在论文中
常比文字更“抢眼”，因此插用图表更
需谨慎。论文中用表，首先要有表序和
题目，且位于表之上，同时要注意其中
的行、列、格以及表的大小是否合理，
更要注意其中栏目的设置和内容（文字
和数字等）是否准确。论文中用图，还
要注意图的清晰度。

论文的“生动”，自然离不开语言
上的推敲。论文语言以准确为基础，在
选词、炼句和使用修辞方面需狠下功
夫。在选词方面，特别要注意修饰语和
限制语的运用，以确保表意的准确性；
同时要特别注意动词的选用，有时可增
强画面感，提高论文的生动性。在炼句
方面，为了表述周密，论文句式多用长
句和散句，适当采用短句和整句，可协
调语句的语音和节奏，增加论文的灵动
感。在修辞方面，论文以客观平实为
主，但适当使用修辞手法也会起到很好
的效果，刻板僵化和干瘪枯燥不是论文
的“标配”。尤其是教研论文和教育成
果，它们或多或少关涉到学校这一个生
命的场域和师生这一群鲜活的生命。由
此可见，要把论文写得生动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单是在语言方面就很有挑战
性。

表达面是研究成果的血肉。丰富生
动的表达能让论文有血有肉、文质兼
美。

总而言之，核心问题先聚焦、逻辑
借助大小标、丰富表达费辛劳，才能让
教学教研成果重点突出、亮点鲜明、创
新点吸引人。

（作者分别系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高级教师、特级教师）

如何提炼整理课题研究成果
周晓芬 周永孝

课改一线

浙江省嘉兴市实验小学地处主城
区，这里没有几十亩的农场，也没有农
民来帮忙打理，但走进校园内小小的半
亩种植园，劳动教育的新形态却让人眼
前一亮——智能灌溉系统是师生自己动
手架设的，肥料是学生自制的有机肥，
还有一个偌大的太空种植舱可以模拟太
空种植……

嘉兴市实验小学满满“科学味儿”
的劳动教育，被列入了今年浙江省项目
化学习展示月的典型样本。学校在学生
深耕实践的基础上，从劳动认知上升到
劳动素养，以创造性劳动培育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播下了未来人才的一粒
新种。

建设“劳动+科学”课程群

以科学为主线的项目化学习探索，
是嘉兴市实验小学多年积淀下来的一个
教育品牌。劳动教育全面实施后，校长
张晓萍思考的是如何找到两者的契合
点。“除了让学生体验传统劳动外，还
要有蕴含时代特征与创新意味的新形
式，用科学为劳动教育赋能。”

在劳动教育的不同类别中，张晓萍
认为“农业生产劳动”最适合与科学教
育相结合。因为其活动周期长，通常有
两至三个月的时间，教师可以设计多样
化的项目，让学生完成“科学+劳动”
的浸润式学习，并给观察、思考留有足
够的空间。

虽说是以项目化学习为抓手，但学
校一开始就着力课程群的顶层架构，研
制了一至六年级全学段的课程群。

一、二年级的学生先从家庭“云种
植”“云养殖”入手。学生实地测量阳
台面积，规划种植、养殖区域，选用环
保材料设计制作容器。教师在课程中植
入“发现银行”的环节，学生通过日常
的观察，记录各种数据并抛出各种问
题。比如有的学生发现，透过阳台玻璃
的阳光不利于一些植物的正常生长。在
教师建议下，学生使用白炽灯和红蓝
灯，每天进行2个小时的光照对比实
验，最终得出结论：白炽灯虽然模拟了
自然光，但植物生长更喜欢红蓝光，由
此也佐证了航天员在太空种植植物时会
普遍使用红蓝灯。

学生的种植、养殖数据，最终会上
传到学校的云平台，教师进行归类和
分析后，选取经典样本制成微视频在
云端与师生分享。学校二年级的一名
学生投放果蝇，观察螳螂的捕食状
况，最后通过投放量的调节，延长了
螳螂的成熟期。他把这一发现制作成
视频放到网上后，引起了动物研究所
专家的关注，动物园主动联系学校，
给学生讲授了一节昆虫科普课，并在
线上作进一步指导。

“一、二年级是启蒙阶段，要让学
生感知劳动中的科学味儿。进入中段
后，学生就要经历更完整的科学学习
了。”张晓萍说。

三年级是有机种植系列课程。选取
同样的种子和播种时间，以班级为单
位，一半学生参与有机种植，另一半学

生使用化肥和农药。学生长时间观察发
现，有机种植前期涨势慢，但后期涨势
更好。果实形状虽不诱人，但口感更
佳。学生又把果蔬拿到校园里的食品检
测中心进行化学分析，用科学数据验证
结果。有机种植如何在生活中实现呢？
四年级的“土壤改良”课程应运而生。

学生要改良的是学校种植园里的土
壤。学生把中午的厨余垃圾，如叶子、
瓜皮、鸡蛋壳等放到堆肥桶里。多次对
比实验后，学生知道了生活中哪些废料
可以用作堆肥原料。但学生在堆肥中发
现，网购的堆肥桶不透明，无法精准观
测腐熟过程且温控存在问题，导致出肥
的品质参差不齐。于是，学生用透明的
环保材料自制堆肥桶，用主控板和温湿
度传感器制成一个电子温度计，可时刻
查看桶内温度的变化。到了夏天，种植
园里大大小小的堆肥桶散发出阵阵臭
气，学生赶忙制订除臭计划。有学生想
到家里的空气净化器，找来滤网和活性
炭，在桶的上方设计一个简易的净化
器，臭气的问题迎刃而解。

五、六年级，劳动教育与新兴技术
的结合更为紧密了。模拟太空种植，让
学生体验如何在火星环境中种植果蔬。
智慧农场，则大大提升了劳动时的生产
效率。学校将这些实践内容汇编成册，
形成了一整套校本教材，“劳动+科
学”的课程体系成形了。

对劳动教育空间进行科
技再造

在半亩土地上玩转种植，玩出科学
味儿，考验的是学校对劳动教育空间的
全新理解。

此前，有科技公司拟替学校打造
“劳动+科学”的实践场地，但费用昂
贵。“这样并不能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劳
动素养和科学素养，只是使用产品而

已。”张晓萍提出“千元级改造”的设
想，即每个项目的材料成本投入在千元
左右，由师生自主打造新型劳动空间。

比如种植园里的智能灌溉，涉及水
压、电压、线路布局等方面知识，在对
学生进行基本的知识普及后，项目负责
人徐德亮老师买来传感器、土壤检测
仪、光伏板、水管等材料。学生最初架
设光伏板时比较随意，发电量并不稳
定，在对每日光照进行分析后，选择了
一个最佳位置，并给光伏板加装追光模
块，供电的问题解决了。铺设水管时，
水电线布置在一起出现了短路现象，教
师没有直接给出解决方法，而是引导学
生请教学校水电工师傅，借助实验室装
修的规范设计，学生获得了水电分离才
安全的启发。“我和学生都是边试边摸
索，没有一步到位的方案，在解决问题
中掌握的知识会更有效。”徐德亮说。

现在，这个种植园已被称作智慧农
场，通过手机遥控就能自动喷水灌溉，
对温湿度、土壤质量等数据可实时监
测。今年夏天，嘉兴地区持续高温，但
智慧农场里的植物受损较小，科学种植
立了大功。

记者在种植园一角看到了重达200
公斤的太空种植舱。学生在科学课上学
到“球形是一个稳定结构”的知识后，
和教师一起用材料搭建了球形太空舱。
地面是模拟火星地表的贫瘠的沙土，高
低不平，保水性差。学生先要对堆肥箱
进行温度干预，确保在温差巨大的火星
环境中产出肥料。火星上的水会失重漂
浮在空中，学生想到用纸尿裤锁住水
分，接上几根棉线后插入土壤中，利用

“毛细现象”供水。学生在实验中发现
作物有烂根现象，在询问相关专家后改
用了效果更好的蛭石。

整座太空舱占地面积只有五到六平
方米，但学生在其中的探究却层出不
穷。徐德亮告诉记者，他还带着学生自

制了很多不到半立方米的微型生命柜。
“学生有了亲身体验后，观看‘天宫课
堂’时特别有感触，还能冒出一些新的
实验点子。”

提升教师劳动教育素养

劳动教育谁来教？这是多数学校面
临的问题。劳动教育融入科学元素后，
师资问题更显得捉襟见肘。嘉兴市实验
小学先在各个校区成立科创中心，由专
职教师牵头各个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与
此同时，学校在各科教师中挖潜，形成

“劳动+科学”教育的集体共识，并迁
移到艺术、体育等不同领域。

不久前，学校三个校区的全体教师
来到一个农场基地。现场有木块、锯
子、渔网、塑料泡沫等几十种材料，教
师随机分为若干个小组，任务是设计搭
建一个创意鸟屋。

“这是一个真实的劳动教育项目化
学习案例。教师要教孩子，首先自己得
亲身体验全过程。”张晓萍说。

从设计图纸到选取材料，各学科教
师利用本专业知识献计献策。“鸟怎样
进去”“在里面如何生活”，一个个真实
问题考验着大家的智慧。半天时间，鸟
屋制作出来了。有教师感慨地说：“有
时指导学生动动嘴就行了，真要做起来
绝非易事，这是一次换位思考的教育体
验。”

活动结束后，各小组马上研讨，形
成对劳动教育项目化学习的基本认识。
回校后，各校区还组织了相关主题的项
目化学习研究，如和学生一起设计劳动
实践的鱼菜共生系统等。

据悉，嘉兴市实验小学牵头开展
“劳动+科学”项目化学习，与浙江20
多所学校组成了研究共同体，并辐射到
广西、安徽、黑龙江、辽宁、内蒙古、
新疆等省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益。

浙江省嘉兴市实验小学：

劳动教育充满“科学味儿”
本报记者 蒋亦丰

基于新时期国家与地方的发展
要求，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学结合
学校自身实际，以“追光教育”为
办学理念，开展个性化教育，致力
于培养“高贵、智慧、健美”的
人。

“追光教育”的三层意蕴

“追光教育”的“光”即光
明，象征着未来、希望与梦想。在
物理学中，太阳光经过三棱镜后形
成按红、橙、黄、绿、蓝、靛、紫
次序分布的彩色光谱。每个学生也
一样，有不同的特质，教育也应呈
现不同的形态，尊重学生个性，促
进学生终身发展。

与传统教育相比，个性化教育
的特征是发现人的价值、发挥人的
潜能、发展人的个性。而过去教育
实践形成的三种传统教育模式——
注入模式、训练模式和加工模式，
将人视为“容器”或“加工材
料”，完全按照已定的规范与标
准，试图把受教育者训练加工成

“标准件”，这无疑有悖于人的根本
性的存在方式与逻辑。

而个性化教育充分体现学生对
教育活动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力图
使每个人潜在的才干和能力得到充
分发展。个性化教育思想与马克思
的实践人学是不谋而合的，它从学
生个体的需求出发，以学生为本
位，尊重不同学生的差异，因材施
教，量身定制培养方案，充分体现
学生的实践主体地位，体现学生在
学习活动方面的自主性、选择性、
能动性、超越性和创造性，真正使
教育活动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自由
自觉的活动。

根据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加
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学生的
智能都各具特点，并有自己独特的
组合形式，学校教育就应该开发多
种智能，并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优
势智能。学校应该建立新的学生评
价观及与之相适应的个性化教育体
系。

“光”是个性化教育的具体意
象。“追光教育”的核心表达就是

“追寻属于自己的那束光”，这句话
蕴含了“追光教育”的学校观、教
师观、学生观。从学校来看，“追
光”即高品质办学，为学生搭建展
示自我的平台，为他们铺设梦想起
飞的跑道；从教师来看，“追光”
即教师以自己的品德之光、思想之
光、专业之光、能力之光照亮学
生，成为学生梦想的挖掘者、助燃
者、成就者，同时教师也应找准定
位，发挥优势，不断成长，最终成
为专业型、学者型教师；从学生来
看，“追光”就是要善于自我发
现，学会接纳、欣赏自己，正确认
识自我，发掘自身潜能，用发展的
眼光看自己，燃起自己的微光，照
亮前行的道路。

在“追光教育”理念的引领
下，学校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个性化
教育体系，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学校中高考成绩连年跃升，本
科上线率由2017年的58%增加到
2022年的94.77%。

多元课程体系推动学
生个性化发展

学校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改革
与创新，成立了国际中心、艺术中
心、体育中心、科技中心、创新体
验中心等，每个中心配备一位主
任，助推学校个性化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与高校专业调整精准对接，
加强高中生个性化成长课程体系建
构。学校开设了日语课程、艺术课
程、体育课程、国际课程等多元课
程，形成了艺体特色、国际特色等
特色项目。

日语课程
相较多数学校仅开设英语一门

外语课程的现状，学校结合Z世代
（1995—2009 年 间 出 生 的 一 代
人）喜爱动漫、二次元等特点，从
发展学生的兴趣出发，以日语为切
入点，加强以日语为主的二外教
学。无论是英语还是日语，外语学
习的最终目的都是以语言学习为出
发点，培养学科素养，锻炼思维能
力，培养交流能力，激发学习兴
趣，发挥学生的潜能与特长。目前
全校选择日语的学生超过了总数的
三分之一，日语考试平均成绩已超
过全省学习日语学生的平均分，学
生和家长的自信心大增。

艺体教育课程
为了让有艺体特长的学生抓住

“弯道超车”的机会，学校形成了
8个模块的艺体课程，如声乐、器
乐、素描、书法、国画等，寻找具
有特长的艺体苗子，实施精准教
育，给予相应指导。

学校初中部开发了丰富多彩的
“第二课堂”，成立了合唱团、舞蹈
团、管乐团等20多个学生社团，
目前定向越野、创客、足球等社团
已成为学校王牌社团，多次获得国
家、省、市和区级奖励。学校初中
部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选择

课程，获得了更多的课堂成就感。
凭借强大的师资队伍与精准教

学，目前学校艺体教育成绩显著，
每年都有多名学生考上中央戏剧学
院、北京电影学院、中国传媒大
学、上海戏剧学院等艺术类名校，
舞蹈生100%升入重点本科院校。

虽然大部分学生在艺术学习方
面是零基础，但学校持续投入人
力、物力，通过模块选课、艺术
节、兴趣班、聘请专家入校等方式
指导、鼓励学生，帮助学生增强自
信心，最终取得了理想的结果。如
2020届美术班毕业的学生欧阳子
晗，现就读于南昌大学建筑与设计
学院环境设计系空间工程专业。她
高一入学时，没有任何美术基础，
在教师和其他伙伴的陪伴鼓励下，
她从一开始的自我怀疑到慢慢提
升，再到后来的挥洒自如，逐渐在
美术领域找到自信，就如她自己所
说：“虽然我不是夜空中最闪耀的
那颗星星，但不代表我不会发光。”

国际特色课程
学校基于学生需求，从2019

级学生开始，设置了国际课程中
心，开设国际课程班，实行小班化
教学，在兼顾国家课程的同时，开
设国际特色课程体系，免费为学生
提供国际课程学习平台，聘请专业
国际课程教师给学生做指导。学校
每年开展英国、美国、韩国、日
本、新加坡等国家留学项目，增强
学生对国际文化的沉浸式体验。此
外，国际课程中心依托学校自身优
势，申请设立了深圳市首个AST
（学能学业水平测试）考试中心，
通过遴选使优秀的中国学生直接入
读世界名校本科。

国际课程以发展和培养学生兴
趣、优势为出发点，配备优质师
资，学生自愿报名，不收费、不签
约。学校注重开展生涯规划教育，
培养学生的生涯规划意识。在每届
高三年级教学团队和国际课程中心
的共同努力下，近五年，学校国际
升学人数逐年增长，许多学生得益
于国际课程的学习，找到了适合自
己的升学成才之路。

个性化的特色课程和学习平台
为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多条跑道
使学校落实素质教育理念找到抓
手。许多学生通过特色项目顺利考
入重点本科院校。考上艺术、体
育、传媒等相关专业的学生数量已
经占据学校高考录取总人数的半壁
江山。

“追光教育”的多元发展策略
取得累累硕果。四年来，学校师生
参加各级各类比赛获得重要奖项和
荣誉 1302 项，其中国家级 181
项、省级91项、市级346项、区
级684项。学校入选首批“全国青
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成为第
四批广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
校、广东省中学生志愿服务示范校
和广东省绿色学校。

（作者系深圳市光明区高级中
学党委书记、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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