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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观察·陈 罡

从师生关系看何为好课程

何为好课程？我不敢妄下断论。但如
果从课程实施的角度看，师生关系可以看
作是好课程的重要考量。

然而，课改以来，师生关系在许多日常
的课堂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最为直观
的景象就是学生的学习方式依然如故，排排
坐、满堂灌、一讲到底、一问到底的课堂仍然
大行其道，甚至本应是学生操作、实验的内
容，也会变成教师讲授的内容。在这样的课
堂，师生关系多是训育与服从，在这样单向
度、线性的以知识传输为核心的课堂，从

“教”到“学”的转变虽然能见到曙光，但在实
践场域中并未形成事实上的共识。

究其原因，其实就是今天现实的课程
学习仍然是以知识为中心，教师以掌握知
识的权威自居，以单向的输入为主要方式，
以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在这里，知识成为
维系师生关系的必然力量，而其他诸如情
感、态度、价值观等目标，成为可有可无的
附庸。

所以，如果不在实施环节建构良好的师
生关系，再好的课程内容也是枉然。也就是
说，即使学校课程的理念、方案、体系再好，

在学生学习层面不关注师生关系的改进，也
不过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形同虚设而已。

那么，为何许多学校多年来努力进行
课程建设，却在实施层面无功而返呢？为
什么师生关系会在现实学习中得不到改
进呢？

一是不愿意改变习惯。基于班级授课
制基础上的“以教为主”，早已成为许多教
师不自觉的一种习惯，这种习以为常的习
惯表现为以下三点：以教师为主，教师仍然
代表着权威，我们看到的课堂大多依然是
以一种权威“输入”作为主要方式，忽视了
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价值；以教材知识为
主，无论是原来的教教材，还是之后提出的

用教材教，其背后的逻辑仍然是以教材中
的“知识点”为核心，必然会忽视“知识点”
之外的东西，比如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
然而这些东西往往却蕴含着真正的教育；
以教师教授为主，讲授法固然有其存在的
价值和意义，但不问学情、不管内容、不顾
学生“一讲到底”的现状，显然有其无法忽
视的弊端。

二是不相信学生。不讲，学生能明白
吗？不教，学生能学会吗？这是每一位教师
在日常课程实施中最为纠结的问题。手把
手地讲与教，成为教师们下意识的选择。于
是，一篇课文本可以让学生自读自悟，之后
教师精要点拨和讲解即可，却变为教师越俎

代庖，逐字逐句仔细“咀嚼”之后“喂”给学
生，当然是味同嚼蜡了；一个问题本可以让
学生先尝试解答，教师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教
学指导，却变成教师带着学生按步骤解答，
学生在亦步亦趋中也不可能有自己独立思
考的时间和空间。

好课程中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建设一
个师生“学习共同体”。这个“学习共同
体”，应该是以学生和学习为中心，还可以
发展成为以共创和创新为中心，真正实现
课堂即生活、教学即交往的目标。

其一，让师生有真诚交往。教师与学
生在“学习共同体”中的角色不同、责任不
同，但双方都是平等的、具有独立人格的个

体。那种以权威自居、以控制为主要手段
的教学组织形式，不应出现在今天的课程
中。虽然权威可以带来一时的恐惧，控制
可以带来学生的屈服，但这样的恐惧和屈
服，是绝无可能实现好的课程目标的。教
师应真正学会倾听，允许不同见解，鼓励求
异表达，宽容学生的错误，继而在错误中寻
找创见，在等待中发现创新的火花。

其二，让学习真实发生。好的课程一定
要能够实现真实的学习，而好的师生关系才
能让这样的学习有实现的可能。大环节、低
结构的教学设计，才能让学生有更多独立探
究的时间和空间；小容量、高思维的教学目
标，才可能实现高质量的学习伙伴关系；研究
真实问题、真实研究问题，才可能使师生关系
从单向度走向真正的多方共创。

这样的师生关系，师生其实都是学习
者，学生的工作是学会学习，教师的工作是
学会教学生学习。这样的“学习共同体”，
才是所有好课程的起点，也是实现课程目
标的基本要素和必要条件。

（作者系特级教师、安徽省合肥市包河
区教体局副局长、屯溪路小学校长）

小空间 大梦想
“七彩梦想学园”是吉林省长春东

师中信实验学校一年级学生活动、生
活、娱乐的快乐空间，也是他们的学习
乐园。

每当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便
三五成群来到这里，蹲靠在座垫上
静静地读书，阅览墙壁上的故事、拼
音、字卡、单词，看着小黑板、展墙上
的趣味题，与同学一起算一算、摆一
摆，在玩中学、学中玩。

最吸引眼球的是“自画像墙”，
别看学生们的画笔很稚嫩，却承载
了他们无限的想象。生活课上，学
生们学会了整理物品，交到了许多
新朋友。跳格子、石头剪子布、自制
纸球投篮，学生们可以在这里尽情
地玩耍。

小小的空间，承载着学生们大

大的梦想。 刘新生/文

媒体看点 课改笔记

晒晒学习空间

课程的“跨界联姻”
□□杨启锋

一个专业型、拔尖型人才需要有坚
实、丰富的综合素质做支撑。在每个人

“金字塔”式的素质结构中，综合素质的
底端越宽越厚，专业素质的“塔尖”才会
越高。

如今，为了让学生系统地掌握各学科
知识和技能，许多中小学课程教学还是以
分科教学为主。学科教师总是一门心思指
导学生在各自学科的“一亩三分地”潜心修
炼，以求在学科知识上精益求精。不同学
科常常是各干各的，从不进行跨界，把学生
围在学科的藩篱中。不同学科教学的相互
脱节，出现彼此无法支持和协作的现象，难
以有效融合为一个教学共同体。而学生一
旦离开了自己固守的学科营地，便开始不
适应。

一直以来，各自为政的分科教学模式
造成许多学生不同程度的偏科，催生了学
生专业素养“腿长”、综合素质“腿短”的现
象。长此以往，不同学科之间形成了不容
突破的壁垒，学生的成长也被牢牢限制在
专业的围墙里。一道分科的鸿沟，让学生
在各自喜欢的学科知识体系里“闭关自
守”，过早地分化和固化了他们的学科兴
趣。而不同特长的学生，在自己最擅长的
学科“根据地”里画地为牢，无可奈何地遭
遇偏科的“滑铁卢”。

而往长远看，由于分科的束缚和壁垒，
我们培养的专业人才只能在社会纵向流
动，很难横向流动，阻碍了不同行业间的相
互衔接和共生相长，无形之中筑起了跨专
业流动的门槛。现代社会的高度开放与激
烈竞争，必然要突破专业藩篱，实现人才更
大范围、更深层次的流动，而现代学科的发
展趋势是打破学科间的壁垒，相互融合与
交叉，培养适应跨专业发展需要的综合型、
复合型、实用型人才。

综合素质和学科素养不是“鱼和熊
掌”的关系，两者完全可以兼而有之，唯有
相得益彰才能实现学生的全面成长。分科
教学的最大弊端在于弱化学科间不同知识
的融会贯通，难以满足学生多层次、多方
位、个性化学习需求。要知道，不同学科不
是相互独立和割裂的，而是一个密切联系、
相互交融的有机体。各学科教学不可“单
打独斗”，应彼此兼顾，形成最大的教学合
力。因此，教学改革应该不断打破学科间
的藩篱，强化学科整合，推动不同学科“串
联”和并轨，构建课程体系，扩充学生综合
素质的“木桶”。

目前，我国在人才培养中作出了不再
划分文科、理科的顶层设计，将对中小学
分科课程产生倒逼作用。不分文科、理
科，必将驱动学科“跨界联姻”。课程是一
个庞大的系统，不同学科是相辅相成、相
互促进的。大课程观背景下，每一个学科
都不能固守自己的专业营地。学校要勇
于实践“全课程”教学，拆除不同专业之间
的藩篱，积极突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培
养学科核心素养的同时，实现不同学科知
识的整合和贯通，不断提高学科教学的附
加值，进而有效拓展教学视野，让学生成
为“全科”人才。

教师在实践过程中要深刻体会，课程
横向的丰富性远胜于学科纵向的深度。综
合素养不是学科素养的叠加，而是聚变和
升华，分科课程唯有融合式发展，才能更好
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另外，当前的中
小学分科教学还要在课堂之外开展好综合
实践活动，促进学生在生活实践中整合应
用不同学科知识，强化学科间的相互配合，
发挥其综合育人功能，增强学生综合运用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创新实践的能力，切
实拉长学生综合素质的“短板”。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渴
口中学）

验收寒假体育作业

浙江省杭州市建新小学新学期开
学第一天给学生们准备的是常规项目
体育测试。坐位体前屈、1 分钟仰卧起
坐、跳绳和 50 米跑，尽管体育测试让学
生们有些疲惫，但大家还是热情高涨地
完成了每一项测试。

经过一个长长的寒期，不少学生的
身高体重都发生了变化，在测体重的时
候，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分享着彼此过年
的饕餮大餐。

作为全国体育教育改革联盟试点学
校，建新小学的体育氛围良好，从校长到
教师再到学生，全员参与体育活动。开学
第一天举行体育测试，就是让教师第一时
间掌握学生假期的身体变化以及身体素
质的变化，同时也是对寒假体育作业的验
收。副校长陆军裔强调，体育测试的目的
不仅是为了体育成绩，更是为了培养学生
的运动意识和习惯。小学是身体打基础
的时期，学校就是要在这个阶段让学生从
被动锻炼转为主动锻炼，甚至能让他们养
成终身坚持体育锻炼的好习惯。

扩大孩子的“朋友圈”

“你的微信朋友圈有多少好友？”最
近，晒朋友圈成为一种时尚。新学期开
学典礼上，山东省济南市纬二路小学的
学生也玩起了现实生活中的“朋友圈”。
一至六年级学生交叉站队，在操场上围
了4个大圈，每个大圈分为外圈和内圈。
随着音乐响起，内圈逆时针旋转、外圈顺
时针旋转，音乐停止后，内外圈面对面的
学生交换手中的名片，相互做自我介绍，
邀请对方加入自己的“朋友圈”……

学校德育主任王瞳介绍，平时他们
发现学生的交友圈很小，有些不善言谈
的学生只与自己关系好的一两个同学

“腻”在一起。由于该校实行小班化教
学，一个班只有二三十名学生，本来班
里学生人数就少，在开学首日开展“玩
转朋友圈”活动，为的是扩大学生的朋

友圈，锻炼他们的沟通交流能力。

共筑“爱”的中国梦

每年的“开学第一课”，已经成为学
生们迎接新学期的“特殊仪式”和“开学
大礼”。今年，重庆市巴蜀小学的开学
第一课主题为：爱祖国，爱学习，爱劳
动，共筑中国梦。

“提到祖国一词，你想到了什么？”
教师以这样的提问引发学生们的畅
想。爱国从来都不抽象，是具体而温暖
的。第二部分以“爱学习”为主题。学
习是个人成长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
需要，更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新学
期，教师鼓励学生带着梦想许下新的学
习愿景，一起携手，共同成长，为中国梦
插上翅膀。第三部分围绕“爱劳动”主
题展开讨论。学生们分享劳动的体会，
总结劳动的方法，懂得了自己的事情自
己做，他人的事情帮着做，公益的事情
争着做，通过劳动锻炼自己，收获成功。

自主分享创意寒假作业

孔子故里山东曲阜古城区的曲阜
实验小学，迎来了与以往不同的“开学
第一课”。放假前，学校安排了“创意寒
假作业”，要求开学后各班根据不同的
创意作业，自由组织开学第一课，虽然
没有对具体内容、时间作统一要求，但
都与“分享收获”有关。

学校一改过去“开学第一课”上“教
师讲、学生听”的模式，由学生们自主分
享寒假里的收获，增强了师生间、同学
间的互动和了解。有的学生分享了在
寒假主动做家务劳动，避免了假期综合
征；有的学生在家长陪同下读了一本好
书，分享读书感悟；还有的班级将在开
学后的一周里分享寻找到的鸡年年味。

诵读经典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日前，一场名为“在春天，约你
一起读诗”的经典朗诵，拉开了四川省
巴中市通江县实验小学“开学第一课”
的序幕。

许多学生表示，诗歌教会了他们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勤”等
道理，让他们的精神变得丰富，心灵更
加清澈。

新学期，通江县以中华经典诵读为
主题，103所中小学同步上好“开学第一
课”，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
后，学校将以课堂教学为阵地，通过书
法名家进校园、规范汉字书写大赛等活
动，引导学生诵读传统经典、书写规范
汉字，从而提升其汉语言文字应用能
力、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拆红包猜灯谜

开学季，江苏省南京市中山小学的
教师和学生家长穿上哆啦 A 梦、熊本熊
等卡通人偶服饰，准时出现在校门口，双
手捧着红包，发给陆续到校的师生们。

“共同合作乐趣多”“眼前风起叶飞
乱”“社稷次之，君为轻”……打开红包，
学生们发现，里面装着围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设置的灯谜，只要猜出谜
底，就可以在班主任处领取铅笔、橡皮
等学习用品作为开学礼物。

通过猜灯谜、送奖品这一有趣的活动，
学生们学习了“八礼四仪”和“爱国爱家”的
文化内涵，教师在寓教于乐中，让刚过完寒
假的学生愉快地上好“开学第一课”。

开展“规则教育”

湖北省武汉市长春街小学以开学
为契机，在全校范围开展以“规则之美”
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

课上，六年级学生开展了“规则之
美”主题班会讨论，大家积极思考，各抒
己见。有学生表示，以后会先约束自
己，做一个有规则的人，再慢慢地感染

身边的人，让他们也成为有规则的人。
在学校，各个班级都以不同形式开

展了新学期第一课，有的班级以辩论的
形式进行，有的班级由学生自己主持，
有的班级在教师的带动下展开，每个班
级的学生都在学习如何遵守规则。以
辩论形式举行的班会很有趣，学生们在
这样的班会上，可以自由地说出自己的
想法，并与同学分享，还可以了解其他
同学心里的想法。

开学前一天，学校还召开了家长
会，希望家长与孩子一起准备开学第一
课的内容。今后，学校将改变传统家长
会时间，更加注重家校联合培育学生，
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完美融合。

南极旅行

今年，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新学期开
学典礼是一个特别的主题：“南极，我们
来了！”2月 20日的“开学第一课”上，师
生们寒假期间赴南极考察的成果在课
堂上精彩呈现。

早在 1985 年，北大附小就开展了
“飞向南极”主题活动，全校师生参与设
计了中国少年纪念标。今年刚好是中
国少年纪念标30岁生日，因此有了寒假
的南极之行。

第一课上，学生马格致向大家展示
了在南极采集到的实验标本，脸上洋溢
着掩饰不住的骄傲和自豪。他倡议，每
个人都要有环保的理念，用心爱护环
境。而学生卢伯芝更是身体力行，支持
环保。在南极长城站，她把自己亲手写
的“福”字进行拍卖，赚得的250美元，全
部捐赠给南极环保事业。

校长尹超在第一课上分享了南极
考察的3个小故事，在她看来，此次南极
之行培养了学生的坚韧品质和科学精
神，而把南极考察作为“开学第一课”的
关键词，必将影响更多的学生，把科学
主义、爱国精神代代流传下去。

据本报、新华网、《中国体育》、《济
南时报》、长江网等综合整理

每年的“开学第一课”，已经成为学生迎接新学期的“特殊仪式”和“开学
大礼”。今年，各地学校都设计了怎样的开学第一课呢？本刊整理了8所中
小学的做法，每一节课都承载着育人者深远的用意。

别样“开学第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