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郭瑞 电话：010-8229673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投稿邮箱：zgjsbkg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K E G A I Y A N J I U
2016年10月26日 建设课程 推动课改12版

坐在校园一角，便能顺手从书架上拿出
一本书，津津有味地读起来；走出校园，来到
左炮台遗迹，触摸当年“鸦片销烟”的历史云
烟；坐在家里，通过手机还能与老师们讨论
作业……这是赤湾学校学生的学习常态，是

“无边界学习”带给他们的改变。
其实，“无边界学习”的思想古已有之。早

在两千多年前，庄子就曾提出“知无涯”的教育
论断。这里的“知”即求知，也就是学习；“无涯”
即无边界也。道家思想的精华，“无”即是“有”，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实就是无边
界的最好诠释。如今，现代学校在办学过程中，
如何实现“无边界学习”，我们做了以下尝试。

创建“无边界学习”的支撑平台

保障“无边界学习”的技术支撑。为实现
“无边界学习”，学校构建了基于中考监控系
统的校园录播系统，在每间教室设置多个信
息采集摄像头、语音收集器等前端设备，同时
在学校信息中心设置功能强大的录播设备及
信息采集资源库，让每个班每节课的教学过
程都能随时记录下来，用于教师的教学研究、
教学反思、成长记录等；录播平台能够支持跨
越班级的对话，实现班与班之间的视频语音
交流；通过录播系统的支撑，实现信息同步传
输、信息化教学研究、信息储备教研、跨班级
交流学习等创新课堂教学。

创设“无边界学习”的多元空间。首先，
学校对传统的教室空间进行优化和提升，建
有信息化小组未来教室，依托信息化技术，
能够实现“小组交互式”合作学习。

此外，学校还积极营造许多非正式学习
空间，如楼梯间读书角、校外美术涂鸦长廊、
创客实验室、无土栽培实验园等。这些都不
是传统意义上的课堂，是更加广义的无边界
学习活动空间。特别是学校的德育品牌活动

“赤湾绿色行”，积极动员社区、家长、交警等
多方力量，构建家庭、学校、社区资源整合的
学习生态系统，给学生带来全新的学习体验。

构建“无边界学习”的全课程资源。学
校的“无边界学习”致力于建立全课程理念，
让所有资源都成为学生的课程。

因此，每个学科组都有丰富的课程构建，
实施多元化校本课程。如语文组的阅读拓
展、经典诵读等课程，数学组在全校开展的国
家课程校本化，英语组的英语儿歌绘本、英语
剧社等课程。

探索“无边界课堂”的教与学

课堂的无边界。“无边界课堂”是指突破传
统课堂的时空限制，实现学科的渗透和融合，
促成思维的跨越和创新，进行资源重构和整合
的新型课堂模式。这种新型课堂，既可以是真
实的常态课堂，也可以是网络化虚拟课堂，还
可以是现实世界的生活课堂。在学校，课堂的
界限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学校的围墙成了学生
美术课的学习天地；运动场成了科学课、数学
课的学习乐园；图书馆、楼梯角成了语文课的
学习场所……总之，一切可以利用的自然资源
和空间，都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地方。

课程的无边界。美术课上，学生根据自己
画的作品，配上优美的语言，在美妙的音乐中
朗诵或介绍，这是美术、语文、音乐课的完美结
合；教室的小花盆里，每个学生都挑选了种子
进行栽培，他们精心设计了表格，记录天气情
况，统计施肥、浇水的次数，创建种子的生长日
记，这是数学统计、生物观察、语文日记等全方
位知识的运用，突破了传统课程的学科边界。

教与学的无边界。在传统课程思维的
影响和现行教育体制的制约下，教师和学生
难以脱离“传授者”和“接受者”的关系。“无
边界学习”的教与学，致力于模糊两者之间
的界限，让教师和学生成为学习共同体，共
同参与教学活动，不再拘泥于预设的教学，
而是追求一种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注重
评价的多元化、生成性和激励性。比如，科
学课上，教师和学生一起动手完成实验；语
文课上，教师和学生同读一本书、同写一篇
作文。教师有不懂的可以向学生请教，学生
也可以向教师质疑提问。在这样的课堂，教
师和学生的身份是模糊的，教与学的对象是
不限定的，课堂是生态的、活化的。

“思无边、学无界、行无界。”我们相信，
“无边界学习”就像为学生敞开的一扇大门，
能够让他们走向无限精彩的未来。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学校校长）

发现美好课程

思无界，学无界，行无界
□王小洪

个特写，读懂“无边界学习”
——记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学校课程改革实践

学生进行艺术长廊创作学生进行艺术长廊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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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边界学习”概念是英国教育界
首 先 提 出 的 ，是 指 利 用 所 有 学 习 平
台，给学习者提供一个可以在任何地
点、任何时间，使用手边任何可以获
取的学习机会进行学习活动的学习
环境。在现行的教学体制下，“无边
界学习”实质上是指模糊边界、柔化
边界，为学习者的学习提供更为开阔
的平台和空间。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学校在
无边界教与学，无边界学校管理，无
边界校园文化建设，无边界家庭、学
校、社会资源整合的学习生态系统建
设等多方面，综合开展“无边界学习”
研究，建立学习和管理新模式。以下
6 个特写故事，或许能够一窥“无边界
学习”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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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教师培养界限，改变“单纯说教”

镜头：学校教工活动室里热闹非
凡，门口几位年轻教师追着一位年龄稍
大的教师“师傅，师傅”地叫着。旁边的
圆桌附近，几位不同年龄的教师热烈地
讨论着什么；活动场地中央，几个人共
同拥着教师陈伟，笑意满怀地对着摄像
头……这是怎么了？一回头，才发现他
们身后的大屏幕上显示着几个大字“师
徒结对仪式”。原来，这是学校一年一
度的师徒结对活动现场。

解读：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
天，未来教育近在咫尺，所要求的改变
不仅仅是教与学的方式，更是对教育掌
舵人——教育理念、专业素养等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在这个大背景下，不仅课
堂的单纯说教不可取，对教师的单纯说
教同样不可取。

因此，学校在教师专业化培养方
面，也要突破原有的定式，尝试突破学
科、时间、空间、形式等方面的界限，通
过本学科教师的师徒结对、非本学科教
师的经验分享和专业引领，以及跟班教
研等方式，突破教师专业化培养的学科
界限；通过面授和网上学习相结合方
式，突破空间和地域界限；通过课题引
领、专家对话、实效教研等活动，突破教
师专业化培养单一模式，实现多元化培
养……通过多种方式和手段的变革，实
现教师培养无边界化，建构针对性更强
的教师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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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师多班”，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镜头：走进一间正在上数学课的
教室，发现没有教师，学生们正三五成
群激烈地讨论着，在纸上写画着。突

然，争执不下的人群中走出两个学生，
径直向教室后面的一个小组走去。他
们简单说了几句话后，这个小组的一
个高个男生便拿出一张白纸，边说边
画着。正当他说得起劲时，两个男生
突然一副豁然开朗的样子，又回到原
来的人群中激动地讲起来……“一班
同学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谁来讲一下
讨论和游学的结果。”一个清脆的声音
从讲台上的一体机中传出。接着，另
一个班和老师的画面便出现在大家面
前。于是，两个班的“小老师们”便通
过讲台上的一体机开始对话……

解读：在无边界学习课堂，教师与
学生不再是简单的教与学关系，而发展
成为导与学的角色。师生之间以平等
对话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获得知识交流
与潜能开发的学习成效，学生通过自
学、互学、游学等方式获取知识。个性
化自主学习和借助信息技术手段的一
师多班式学习活动，突破班级边界，可
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解决学习动
力问题；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解决
学习方法问题；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素
养，解决自主学习知识体系、价值认同、
情感培养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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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类课程，拓展学生生活宽度

镜头：预备铃刚响，教室里走出一
群学生，有的抱着木框架，有的拿着针
线和相框，还有的抱着厚厚一摞书，怎
么看也不像是课本，仔细看书名，原来
是《深圳植物志》《华南常见植物识别图
鉴》。又有几个学生走了出来，手里拿
着手机、平板电脑。

这到底是什么课？当这些学生浩
浩荡荡地走到操场一角，顿时忙碌起
来：只见三四个学生拿着手机、平板电
脑对着墙角周围的黄色小花拍起来，其
中一个学生激动地喊着“黄蝉花”；另外
四五个学生对着采集的植物，若有所思
地翻着《深圳植物志》；还有几个学生将
其他同学送来的各色小花、小草，小心
翼翼地一层层压进木架子里……原来，
这是一节生物拓展课。

解读：学校以国家课程校本化、结
构学习课程、社团活动课程、特色课程
开发为核心，深入推进课程改革，有效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学校创建的所有
课程，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建立了
适合学校特色的课程体系，如开设相约
赤湾、生物探索、国内外节日进课堂、英
语剧社等学科延伸类课程；创建电影赏
析、无土栽培、环境科学院、无人机研究
等跨学科类特色课程；开展萨克斯、小
提琴、古筝等跨校合作类课程。系统的
课程开发与实施，激发出学生在科技、

艺术、环保等方面的兴趣，充实了学生
的“第二课堂”。

这些课程将书本知识拓展为社会
知识，将课堂学习拓展为实践学习，将
被动接受拓展为主动体验，让学生体
验社会角色，感受学习的社会应用价
值，体验人机沟通交往的社会化过程，
培养学生实现从课堂知识到社会能力
再到生活智慧的转化，拓展了学生的
生活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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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常规管理，走向民主化

镜头：一天，学校的教工之家热闹
起来。班主任每 6 人围成一桌热烈地
讨论着，还有人若有所思地在纸上涂画
着。一会儿功夫，一张张宣传纸上出现
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创作”。接着，主持
人一声令下，满满的一桌人，顿时四散
开来，只剩下“桌长”稳如泰山地坐着。
不一会儿，新的桌友陆续就坐。于是，
刚才的一幕又上演了……这是在做什
么呢？只见身后的大屏幕赫然出现几
个大字“品世界咖啡，话赤湾教育”。

解读：学校的管理理念、制度和方
式，对一所学校的教育模式、教育氛围
影响很大。传统的管理模式是“领导
说，教师做”，开会通常是“一言堂”。
在这种模式下，教师只是听从指挥、服
从安排，不需要思考学校的发展和理
念，主观能动性会受到抑制。

因此，在学校开展无边界学习中，
学校打破常规管理，通过民主、开放的
形式，使更多教师参与其中；通过活动
组织的自主化，充分激发教师的创造
力。如班主任的“世界咖啡”交流式汇
谈”、英语组的“英语节走廊歌会”、中
学部的“赤湾好声音”、小学部的“跳蚤
市场”……这些活动的举办，都是教师
们思维的碰撞、智慧的结晶，不仅发挥
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而且激发了教
师参与学校管理、关心学校发展的热
情，为学校下一步构建更加完善、民主
和人性化的现代管理模式开启了良好
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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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实体教育与虚拟教育结合

镜头：下午第三节课的铃声刚响，
一群学生拿着画笔、刷子、颜料等工
具整齐地走出校门。他们这是做什
么呢？突然，他们停在校门外的一面
白色围墙边，放下手中多余的工具，
开始忙碌起来。有的在指挥，有的在
丈量墙面，有的在墙上涂鸦……不一
会儿，白色墙面出现了一幅幅有趣的

轮廓和色彩斑斓的画面。原来，他们
是学校绘画社团成员，正在进行艺术
墙的创作。

解读：校园文化对学生的引领、熏
陶作用不亚于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的
建设，对学生的习惯养成、价值观树立
起着很大的作用。在无边界校园文化
建设中，学校努力使楼梯间、走廊等每
个角落，都成为学生学习的摇篮，辅助
课堂教学的无边界；同时，通过校园文
化墙和文化长廊的设计，让学生亲身
参与其中，不仅愿意学而且能够乐学；
通过学生创意设计、比赛等活动，充分
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实体教育
与虚拟教育巧妙结合，发挥出教育的
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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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地域限制，为教育注入生命力

镜头：9 月 30 日 19 点 30 分，部分师
生和家长代表在校长王小洪的带领下，
从赤湾公交站徒步到学校门口。学生
们在家长义工、赤湾社区南山集团开发
公司、赤湾股份有限公司、南海油脂工
业公司等社区各单位的积极配合下，踏
上了“赤湾文化之旅”。全校学生分成
5 个小组：赤湾炮台——“致敬民族魂”
爱国之旅；天后宫——“故里寻踪·品话
赤湾”传统文化游；金龙鱼企业——

“油”声“油”色企业文化游；赤湾公园
1、2 组——“绿色天使”环境文化游。
在各单位保驾护航下，各组徒步到达指
定地点后，开始了丰富多彩的活动：有
民族英雄故事会、巧手涂鸦赞家乡、健
康达人我争当等，学生们在活动中观
察、感受，也收获着、快乐着、成长着。

解读：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这么简
单，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社会教育往往
会对学校教育产生助推作用。因此，如
何突破学校教育的地域限制，更好地实
现学校、家庭、社会资源的整合，推动教
育的无边界发展，也是学校正在研究的
一个重要内容。

学校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如学校周
边的图书馆、历史遗迹、生物资源、各类
教育基地等，将这些资源融入日常教育
教学，打破教育的地域界限，为教育注
入鲜活的生命力。此外，家长会也是一
次分享盛宴，小组交流、学生点评、家长
现身说法、孩子给父母留言等形式，改
变了教师一言堂的模式，形成一种主客
交融、不为边界所局限的氛围，真正实
现了家校合力助推教育的局面。

事实上，“无边界学习”的手段不一
而足。实践证明，多元化“浸入式”互动
学习环境、各种“无边界学习”活动，让
学生在享受校园生活的同时，更能享受
全世界的教育资源。

□通讯员 秦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