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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定课程： 深化

关键词 ： 历史课程之———历史

教科书

代表版面 ：

1

月

21

日

6

版 从

“龙套哥” 热议看历史课程困局

切入事件： 网民热议历史教科

书千年 “龙套哥”

是让历史课程遵循自身的规律

运行， 还是让其成为实用主义的附

庸， 这是对社会宽容心的考验。

———山东省青岛市普通教研室

历史特级教师 陆安

2011

年年初 ， “无所不能 ” 的

网民们经搜索发现： 中学历史课本

上的秦始皇、 光武帝、 诸葛亮、 唐

玄宗、 颜真卿， 长得十分相像， 都

是倭瓜脸、 肿眼泡、 鹰钩鼻、 长胡

须……

这一发现一经微博传播， 几位

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旋即被冠以

“龙套哥” 的称号。 许多人更由此对

中学历史教科书的真实性与严谨性

产生了怀疑。

为此， 我们专门邀请了山东省

青岛市普通教研室历史特级教师陆

安， 为 “龙套哥” 事件把脉。

在陆安老师看来 ， “龙套哥 ”

牵扯出的不是孤立的历史人物画像

问题， 而是历史教科书的呈现方式

和内容选择问题。 改善和优化历史

教科书， 是这场热议背后的强烈呼

唤。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推动了历

史教科书的多样化， 也直接推进了

历史教学改革的深入 ， 成果斐然 ，

有目共睹。 然而， 改变一个版本一

统天下的历史教科书编纂系统， 并

非一蹴而就的事。

指望历史教科书一步到位， 并

不现实。 纵使遭遇 “龙套哥” 这样

的文本尴尬， 一个好的历史教师也

应敏锐地甄别是非曲直， 使自己拥

有驾驭存在瑕疵和纰漏的教学材料

的能力， 拥有因势利导将有问题的

材料变成学生探究话题的教育智慧，

让教科书在课堂内部得到补充、 完

善、 修整和矫正， 使教科书的编制

过程由课堂之外延伸到课堂之中。

关键词 ： 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

之———概念主题式

代表版面：

6

月

3

日

6

版 南京：

用概念主题激活综合实践课

切入事件： 江苏南京

2009

年起

试水概念主题式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在课程纲要的规定和学校对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具体实施之间 ，

存在着一大片开阔地。 如何走过开

阔地， 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课程的

实施形态。”

———江苏省教研室副主任 董洪亮

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诞生

的一种崭新的国定课程形态， 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在新课改实施后的头

几年， 得到了学校的普遍重视。 然

而， 随着最初激情的褪去， 以及教

育实践中一些难题的显现， 目前这

门课程在许多中小学处于停滞不前

的状态。

在江苏省南京市小学教师培训中

心主任谷力的带领下， 南京市从

2009

年开始试水研制 “概念主题式综合实

践课程”。

在设计这一课程体系时 ， 他们选

择了

100

个儿童熟悉的日常生活概念，

既包含具体概念 ， 如 “米 ”、 “钱 ”、

“树 ”、 “书 ” 等 ， 也包含抽象概念 ，

如 “生命”、 “卫生” 等。 其中， 每一

个日常生活概念被确定为一项课程的

核心概念。 因为日常生活概念是科学

概念的基础， 小学生在深度和广度上

理解、 掌握了日常生活概念， 有助于

他们学习力的提升， 也有助于其知识

结构的完善。

框架出来后， 正为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而苦恼的小学校长们表现出

了极大的热情， 纷纷带领全校教师加

入这一研究与实验的团队。 每所参与

研究的小学选择了一个他们熟悉而擅

长的概念， 着力研制概念课程与教学。

目前， 南京市已有

70

多所小学参与到

这一课程的研究与开发中。

创设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情

境， 是该课程的一个鲜明创新点， 也

是我们最想与读者分享的内容。 在这

些事件性的情境中 ， 学生可以思考 、

探索、 交流解决问题的途径， 最终形

成相应的正确认识。 更重要的， 每一

个学生都是教学过程中的主角， 都被

赋予了独立完成事件的任务和要求。

同时， 令我们欣喜的是 ， 该课程

还解决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缺乏

的问题。 它提倡让小学所有教师都有

机会、 有能力教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新兴课程的探索

关键词 ： 校本课程之———教育剧

场

代表版面：

9

月

16

日

6

版 教育剧

场 搭建属于每个人的舞台

切入事件：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

开发教育剧场课程， 回归高中教育本

源

“教育剧场” 课程的一个重要价值

就在于让学生积极体验， 让他们真实

地发现和认识自己， 体验和认识到与

他人交往、 建立联系并负有责任的重

要价值。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张民生

在传统的语文课堂上， 上海市第

三女子中学教师徐萍布置学生写一篇

名为 《关于考试》 的命题作文， 结果

学生的写作内容大同小异。

而到了教育剧场课上， 徐萍和同

事让学生在

10

秒之内表现出

3

张与考试

有关的矛盾冲突定格画面。 学生的创

意结果令徐萍惊叹不已： 有家长教育

观念转型的痛苦， 有教师恨铁不成钢

的急切， 有师生关系融洽与否对考试

的影响……传统教学方式没能让学生

写出的真话， 在教育剧场中得到了体

现。

当下， 中国的中小学课程中几乎

没有戏剧这门课， 艺术中只有美术和

音乐， 舞蹈与戏剧则边缘为供选择的

课外活动。 而世界的急剧发展正在不

断对教育提出新的需求， 以往单向传

授知识的教育模式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在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张民生看来 ，

通过经历或实践的学习， 可以让学生

的身心发生更为持久的变化， 这对一

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 而

教育剧场中所呈现的跨时空参与、 角

色模拟和仿真情景等正是实现这种习

得的有效途径。

让我们把赞美的话语送给这所勇

敢的高中。 试想， 一所把所有资源都

集中在提高永无止境的升学率的高中，

不可能有剩余时间协助学生反省自己

到底是怎样的人、 学习如何与他人相

处， 也无法帮助学生发现自身的潜能

与倾向， 更无法为他们的未来生活导

航。

同时， 对这一课程的报道， 也不

是一篇简单意义上的报道。 它是本报

记者沈祖芸历时一年， 与市三女中师

生共同完成的作品。

让我们同样把赞美的话语送给敬

业而优秀的记者。 试想， 一位匆匆忙

忙、 急功近利的记者， 不可能用一整

年的时间， 亲身参与课程的实施过程，

与师生共同经历笑与泪。

关键词： 综合课程、 跨学科课题

学习

代表版面：

10

月

21

日

6

版 为什

么我们的鞋子来自世界另一端

切入事件： 美国普通小学社会课

教师利维获美国 “百佳课程设计” 带

来的启示

利维的实践告诉我们， 教育要根

植于学生的生活， 要与学生生活的社

区互动。 这样， 当学生走出学校之后，

才知道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服务于社会。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育管理和

政策博士 杨敏

利维不是学问渊博、 著作等身的

教育家， 他只是一位拥有近

30

年教龄

的普通美国小学教师。 然而同时， 他

又拥有美国 “卓越小学教师 ” 称号 ，

他的社会课教学被评为美国 “百佳课

程设计 ”。 他在课堂上究竟做了些什

么 ， 能让学生对主题学习如痴如狂 ，

流连忘返？

在利维看来， 谜底很简单， 不过

是 “从学生身边熟悉的事物切入” 而

已。 然而， 知易行难。 我们特邀了几

位中英文水平俱佳的教育研究者， 从

第一手资料入手， 带领大家通过一个

小小的课程设计案例走进利维的社会

课课堂， 观察他如何带领学生进行跨

学科课题学习。

关于利维的具体课程设计内容 ，

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回顾。 但有必要重

提的是， 在很多中国教育同行的眼里，

这种跨学科课题学习极具争议。

其实 ， 和大家面临的问题一样 ，

尽管利维的每一个课题都有精细的计

划 ， 有一些甚至是多年经验的积累 ，

以保证学生在做课题的过程中学习到

课程标准规定的内容， 但是他同样也

遭遇了很多同行的质疑和阻拦。

其实 ， 当和利维渐渐熟悉起来 ，

我们就会发现， 和所有执著于教育的

人一样， 他也曾经在理想和现实的落

差之间苦苦挣扎。 那么， 就让我们和

利维一样， 从点滴开始， 在课程设计、

课堂教学中作力所能及、 有建设性的

改变吧。 （张滢）

课程篇

▲

茛

我们关注前沿找寻突破

今年初，一个小学四年级男生自拟的“想得美”课程表引

起社会热议。

“玩游戏，玩电脑，痛快玩，继续玩，再玩……”在他的想

象中，每天

7

节课，“玩”应占居绝对的中心位置。

从某种意义上说，“想得美”课程表是学生在以一种特殊

的方式，向社会诉说着童年的痛苦与无奈，宣泄着心底的渴

望与反叛。

同时，“想得美”课程表也引发了人们对课程的审视。 如

何通过转变教育方式，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实现学生“想得

美”的心愿与教书育人的本源有机结合，或许是“想得美”课

程表带给课程发展的最大启示。

今年，课程版坚持从实践中的课程真问题出发，关注国

定课程深化，聚焦新兴课程探索。 并在这一过程中，将“课程”

这一对教师来说仍有些疏离的概念，推向台前。

课程是什么？ “我”与课程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系？ 和

课改初期相比，许多教师在被问及与“课程”相关的问题时，

眼神里不再有闪躲， 因为课程就是他们真实的存在方式之

一。

走过

2011

年，我们有太多的欣喜、困惑、反思与发现；走向

2012

年，期待课程的未来超越“想得美”，变得越来越美好。

茛

教学意外

,

不曾预约的精彩

4

月

15

日

7

版

邂逅意外 课堂也许更精彩

9

月

2

日

7

版

如何对待课堂上的“先知学生”

教师是否遇到过这样的状况， 当教学有序进

行时，突然有学生站起来，提出了一个教师从来没

有想过的问题？ 或者突然说出一些令教师意想不

到的意见，给教师“拆台”？ 而课堂秩序就因为这些

教学意外而一下子乱掉了。 这时，教师该怎么办？

课堂教学中， 学生的课堂生成有时会与教师

的预设方案发生偏离甚至冲突。 面对无法回避的

突发状况，我们就要开动脑筋、运用机智化解教学

意外，就像在森林探险时一样，教师应当在学生迷

失时做一个机智的“丛林向导”。

其实，教学意外是新课程改革以后，课堂上学

生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一种表现。 要把有价值的

意外看作一种不可多得的课堂资源，用好了，课堂

会更精彩。 对待具体教学意外的办法并无绝对好

或不好的定论，只要我们本着尊重学生、以生为本

的原则，做个课堂上的有心人，相信我们会变得更

加期待教学意外。

而“先知学生”，正是众多教学意外事件中的

一种，这考验着教师的实践智慧。

课堂上，有时会有学生突然冒出来，跳过教师

的启发过程直接报出答案， 打乱了教师原本一步

步启发、“揭密”的预设。 现在，课堂上的类似“先知

学生”事件屡见不鲜。 我们需要思考：如果学生提

前知道答案了，是不是就带来了教师的被动？ 如果

孩子说懂了，那么他是否真的懂了？ 如果他真的懂

了，教师的教学计划又该作怎样的临场调整？

东北师范大学马云鹏教授认为， 也许只有这

种教师自己创造出来的才可以称之为原生态意义

的问题。 我们发现，教师正确对待预设与生成，正

确理解学生需求，进而做到以学定教，并进行相应

的策略探寻，是处理“先知学生”问题的关键。

面对“先知学生”，我们要做的，决不是“打压”

他们，而是要判断学情，及时调整教学设计，让“先

知学生”成为课堂的一泉活水。 希望每一个学生，

都能遇到给他带来幸运的那位教师。

预习究竟有没有分寸

6

月

10

日

14

版

预习深浅几许 重在学生会学

在一个论坛上， 一位小学数学教师提出了自

己的困惑。 在上一节有关发现规律的课前，她发出

了“禁止学生预习”的指令。 她认为， 新课本的知

识很多时候是以对话形式呈现的， 把该给学生思

考的部分都呈现出来了， 学生思考的空间小了很

多。 学生经过预习就会有一个固定的掌握规律的

模式， 课堂上的回答常常直接按照书本的答案

来， 但为什么要这么想， 大部分学生完全没有思

考，探究过程大打折扣。 因此，在她的教学设计中，

应用部分内容由学生自学， 而其他内容尝试去掉

预习环节。 但她同时表示担心：这样有可能让学生

养成不预习的习惯，影响其他学科的学习。

对于这种禁止预习的做法， 跟帖的教师发出

了不一样的声音。 那么， 对于像数学这样规律探

究性强的学科而言， 偶尔 “禁止预习” 的做法是

否值得借鉴， 怎样把握预习分寸才能让学生取得

更好的学习和探究效果？

参与讨论的教师中， 有的认为， 预习应该有

所侧重， 不妨重点关注 “小实验 ”、 “做一做 ”

等操作性强的内容 ， 至于教材中的例题和练习

等， 预习时则可以 “闪身而过”。 有的认为， 没

有必要区分哪些内容适合 “预习后教 ”， 不过 ，

针对不同年级、 难度、 类型的知识， 预习的时间

安排和内容方法应有所不同。 也有的认为， 禁止

学生预习说明教师还没有跳出教材去看教学， 思

想还被教材束缚着， 忘了在新课程标准指导下开

发多种教材的意义。 其实， 预习是学会学习的开

始， 是一项有待继续探索的艺术。 我们需要更重

视这一环节，将它与教材、教学有机结合。

找到学案教学的逻辑原点

6

月

17

日

6

版

好学案要能化枯燥为乐趣·上篇

7

月

8

日

7

版

学案模式的行程该怎么走·下篇

在许多学校的课堂上， 我们都能在学生手中

看到学案的身影。 学案是构建以生为本课堂教学

结构的重要一环， 但有些学案模式似乎偏离了其

原有初衷，或变成了习题集，或变成了教案浓缩。

那么，该怎样纠正学案模式偏离的航程？

学案要将教学目标和任务落实到各个环节

中， 不仅要扎实到位， 还要贴近学生， 激发学生

求知欲， 达成学习目标。 而这样的要求就意味着

一个艰辛而有趣的学案探究过程。 尽管对于学案

一词， 大家有着不同的称呼， 但相同的是， 其最

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 化枯燥为

乐趣， 实现教学目标。

从教师的观点和教学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

有的学案在反复打磨中更加读懂了学生的心思，

帮助学生体验探索乐趣和成功感受； 有的学案在

逐步改进中褪去了原有的青涩， 更加关注问题、

自我解释和合作学习； 还有的学案在扫清困惑中

进一步明确了完善的方向， 规避了教学中可能出

现的问题。

在学案模式的探讨中， 我们邀请了包括较早

推行讲学稿模式的东庐中学在内的几所学校， 展

示他们在处理师与生、 教与学， 以及学习目标、

学习准备、 学习流程、 学习过程这几个关系中所

历练出的成熟经验。 这样的探索还需要继续， 我

们期待能从学案模式中导出新型的教与学关系，

为学生的学习增添更多乐趣。

工具性人文性，不停息的话题

9

月

16

日

7

版

工具性与人文性如何比翼齐飞

我们曾刊登了甘肃徐生坛老师的 《语文课这

样拓展不可以吗》这篇文章。 其中，徐老师讲述了

自己的一堂颇有争议的语文课。 他对苏霍姆林斯

基 《致女儿的信》这篇文章进行了关于爱情的拓

展， 目的是为了解决学生中存在的早恋问题。 他

先对 “什么是爱情” 进行了拓展， 再将问题转向

“珍惜生活中的美”， 最后引导学生讨论怎样得到

真正的爱情。 但从评课反馈来看， 一些教师对于

语文人文性与工具性的侧重点产生了不同意见。

那么， 我们应该怎样处理人文性与工具性的问

题， 从而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

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之争， 一直困扰着语

文教学的走向， 在不同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理念

或倾向。 从教师的文字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重视， 甚至困惑。 对于

当下这种状况， 有人认为， 宗旨的迷失必然导致

教学的偏离； 过度的拓展会使教学忘记了语文的

根本任务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可能陷入了误区， 以为一堂语文

课必须既明显体现工具性， 又明显体现人文性。

其实， 两者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 并非

针对一堂课。 人文性和工具性的有机结合应当成

为语文教学的常态， 根据学情对人文性进行适当

拓展也未尝不可。 不过， 需要明确的是， 语文课

程的根本任务是 “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

不能让语文课陷入 “泛人文” 的窠臼。 我们要使

语言文字的训练落到实处， 使学生受到人文精神

的熏陶， 从而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

师与生都有一份自己的作业

11

月

4

日

7

版

让作业不再是学生的负担

我们呼唤快乐作业已经许多年了，但是，学生

和家长依然在抱怨书包重、学难上。 为什么？ 从家

长和学生的反应中， 我们发现， 实际教学中的作

业往往布置得不够合理， 有些作业不仅不能起到

相应的作用， 反而让学生疲于应付。

抛出这个话题后， 教师投稿非常踊跃， 大家

就科学地处理作业与学生学习的关系、 设计少而

精的作业， 谈了自己的改进与尝试。 不过， 这些

观点和经验能否在更大范围的实践中推开， 在实

践中又会生发哪些新矛盾？ 关于作业， 留待我们

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相对于学生的作业来说， 教师其实也一直都

有一份自己的作业， 那就是自我专业成长。 在中

国教育新闻网的桃李论坛上 ， 有一位教师这样

说： “写了稿子， 可是总不能见报， 我都没有信

心了。” 其实， 为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展示他们

的才华， 基础教育周刊经常推出征文， 不过， 由

于版面有限， 每次都只能优中选优。 在过去的一

年里， 我们有很多文章都来自于基层教师的思考

和智慧， 希望这些文章能给予广大教师， 包括稿

件未能如愿见报的教师， 一点启发和借鉴。

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倘若我们真正有所思、

有所想， 必然也有所写， 也就有了把教学反思、

经验总结付诸笔端的欲望。 有所写、有所得、有所

成长，也不失为教育生涯一大快事。 我们相信，只

要真心付出了，每位教师都会有绽放的那一天。

（高伟山）

教学篇

▲

茛

“关于 ‘先知学生 ’ 的话题 ， 我很感兴

趣”， “写了文章， 可为什么总不能见报， 都

没有信心了”，“为什么我家孩子每天都有那么

多作业， 可成绩还是上不去” ……当我们回首

2011

年，不得不说的是，我们关于教学问题的

探讨始终离不开与广大读者的交流和互动。

课堂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阵地， 教学也是

每一位教师必须修炼的重要内容。 今年， 教学

版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教师在日常教学中遇到的

具体问题上。 我们力图从这些教学生活中的问

题与困惑切入， 通过话题互动的方式， 让更多

的读者和专家参与其中， 或贡献经验， 或提出

问题。 希望在关注这些贴近教师日常教学的话

题中， 为广大读者提供我们的思考和服务。

茛

新华社记者 扶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