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从“乱”到“治”

□□鲍成中

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入，许多中小学出
现了课程建设“热”现象。透过这股“热”，
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乱象：一是顶层设计
乱，学校没有系统的顶层设计，盲目跟风；
二是思维乱，校长和教师没有弄清楚何谓
课程，甚至对国家课程理解不深、定位不
明；三是人员乱，无论教师是否具有课程
开发能力，都被强迫开发“课程”、充充门
面；四是管理乱，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
本课程没有很好的管理，只有形式；五是
内容乱，课程内容过于广泛，缺乏主体性
和系列化；六是评价乱，课程没有一致性
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这些课程建设“乱
象”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将会影响基础
教育的质量提升和学生未来竞争力的
提高。

为了走出当前的课程建设“乱象”，我
建议学校课程建设应坚持“一心六化”
策略。

一心就是“儿童心”。学校课程整合
与开发必须以学生的成长为核心，从学生
的身心特点和认知规律出发，切实开发有
利于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和基础能力的
课程。

我们在坚守“儿童心”的前提下，让课
程建设由“混乱”到“有序”，从“形式化”到

“成长性”，实施“六化”策略。具体操作
如下：

第一，一体化。学校课程要根据学生
年龄特点，从学生立场出发，探索国家课
程校本化整合，建立学校课程的总体规划
和具体课程的实施策略，最终形成各年级
的阶梯式课程结构，使课程有层次、有梯
度，为学生的成长助力。

第二，模块化。模块化是以某一门学
科或跨学科为核心，向外延伸或拓展多层
级课程群结构。具体来说，就是要以国家
课程为核心进行拓展和延伸，建构与学生
认知规律相符、课程知识相近、学科素养
想通的开放式、多层级的模块化课程结
构，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要。

第三，多样化。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多
元发展，课程的整合与开发必须从学生发
展的“多元智能”出发，尊重学生的差异性
和独特性，用多样化课程群引领学生的多
样化成长。同时，学校课程要避免单一的

“智力因素”培育，注重学生的“非智力因
素”培育，形成丰富的课程体系，满足各类
学生的多样化发展需求。

第四，个性化。课程的个性化要能够
呈现学校的个性化、教师的个性化和学生
的个性化。个性化课程的基点是着眼于
学生的发展，实施差异化教育和个性化教
学，形成学校个性化课程群和学生个性化
课程群，引领学生个性化发展。

第五，生活化。课程只有扎根于生
活，建立课程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在
学生的生活与知识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才
能使知识从“离身”到“具身”，让学生成为
具有生活体验和生活创造的时代新人。
因此，我主张的课程生活化是课程整合与
开发要能够回归生活，让学生在体验的过
程中获取更多的知识。

第六，探究化。教师在开发课程时，
要让学生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转换到
建构知识的状态，让学生在做中学，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建立自主学
习系统，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

课程是学生成长的重要“跑道”，因此
学校在进行课程建设时，要在打造多彩课
程的同时，促进学生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福州市阳光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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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观察·赵桂霞

课改，不等于“课”改

课程图纸

课改笔记

晒晒学习空间

艺术教育对青少年美感的形成、人格的陶冶、情感的丰富、创造力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湖北省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三角湖小学专门开发趣味衍纸课程，学生大胆想象，利用各种卷法表现出千姿百
态、富有立体感的动植物形象，培养发现美、创造美的能力。

发现衍纸艺术之魅 □□夏小会

如果你外出参加会议多了，邮箱里便
经常收到各种会议邀请函。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发布后，邀请函必然有“核心素
养”字样，忍不住参加几次就会发现，观摩
的都是课堂教学改革的现场。诚然，我们
能够从这些经验中获得一些启发，但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真的如同经验展示的那样，
只是课堂教学的改革吗？

2007年1月，我所在的广文中学成立后
的第一个学期即将结束，伴随期末考试的进
行，我们对全校学生进行了各学科知识点的
学习难度调查。结果显示，有的学科存在男
女生学习难度的巨大差异，如英语学习；有
的学科某些知识点普遍难度值过高，连优秀
学生都觉得难，如物理学科滑轮的学习；也
有学生能够轻松掌握同一门学科的某些知
识点，而掌握另一些知识点却感到困难。同
一位教师，同一个学生，同一门学科，产生差
异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跟踪调查的结果告
诉我们：学习内容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

接下来，我们又在全校调研“高效愉悦
课堂的要素”，学习内容也成为师生高度认
同的 4 个关键要素之一。于是，我们从促
进学生学习出发，组织教师对学科课程进

行二次开发，让学习内容更加适合学生。
根据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学习不是教师

简单地把知识传递给学生，而是由学生的大
脑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就如同大海里航行
的一艘大船，停靠岸边时必须把缆绳拴在锚
桩上。大船代表“新知”，锚桩代表“原有知
识”，缆绳是新旧知识的联系点。再鲜活的课
堂教学形式，也只是学习方式上的改变，假如
没有“锚桩”，“大船”是无法停靠的。所有的
课改经验都强调自主学习，而越是深入的自
主学习，越需要原有知识的支撑。从这个角
度说，课程开发就显得尤为重要。

原有知识有两种表现形态，或者是前置
知识，或者是生活经验，二次开发的路径是

修复前置知识的缺陷，或者弥补生活经验的
不足。比如，针对物理学科“滑轮”这一知识
难点，教师组织开展“滑轮主题周”活动，引
导学生观察升国旗的过程、阳台晾衣架的升
降以及建筑工地的吊车、码头装卸货物的桥
吊等，帮助学生铺垫原有知识。活动开展
后，学生掌握“滑轮”的难度值下降了15.4%。

从此，对学科课程的二次开发，便成为
学校课程改革的首要内容。每个学期，各
学科都会从难度调查的结果入手，确定开
发的维度，由此形成“引桥课程、整合教材、
适量练习”等开发路径。

课程开发改变了学生。课堂上，学生
积极发言，踊跃展示。教师没有刻意追求

课堂教学形式的改革，却自然生成活力课
堂。学生对各学科的喜爱值不断递增，以
10 分计算，学生喜爱值从 7.8 分到 8.5 分，
再到9.6分，有的学科甚至逼近满分。

当然，学生到学校不仅仅是为了学习，
因此课程开发也不能局限于学科。

德国学者费尔巴哈说“人就是他所吃
的东西”。学生来到学校，就是来“吃”东西
的，只是他吃的不是食物，而是课程。课程
是育人的载体，一所学校的课程体系、结构
和内涵，决定着学生的品位、风貌和素养。
用一句话说，“吃什么”就会成为什么。这
远比怎么吃更重要。

由此，课程改革的核心是建构课程体

系，丰富完善课程内容。当然，作为校长，
首先要想清楚，我们要培养怎样的人。

2006 年学校成立时，我们把“建设一
所学生喜欢、教师幸福、家长满意、社会认
可的新学校”作为学校愿景，提出了培养全
面发展、个性突出、具有“大家风范，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国际视野”的广文特质的育
人目标，并由此建构学科课程、活动课程、
特色课程“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2007年，基于难度调查进行的学科课
程二次开发是 1.0 版课程。2008 年，我们
的课程走向了2.0版，即把学生学业之外的
所有发展过程都设计为课程，完整构建了

“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使学生得到了更
全面的发展。2015 年，我们深化“三位一
体”课程体系，建构“基础+分层分类综合”
的丰富完善、可供选择的多元课程体系，让
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使个性化成长
成为可能，课程递升为3.0版。伴随课程的
升级，学生的生命活力得到彰显，教育质量
持续保持高位增长。

因此，课改，不等于“课”改。课改，首
要的是课程的改革。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广文中学校长）

课程目标

通过教师对衍纸艺术的介绍，让学
生初步认识衍纸艺术的特色，产生进一
步学习的兴趣。

通过学生对材料市场的调查和生
活中各种纸张的搜集，了解纸的种类、
质地和性能，在熟练使用的基础上，能
结合相关工具，运用一定的技巧，对纸
张进行握、捏、捻、拉、拽，创造一些基本
造型，然后利用这些造型，按照设计好
的图纸制作相关衍纸作品。

学生在活动中重观察、多实践、
求创新，正确运用各种方法，获得积
极的体验和丰富的经验，形成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

教师通过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促
进学生自我发展，培养学生与他人合作
和分享的习惯，让学生联系生活实际，
提高审美认知能力和综合运用知识的
能力，培养创新精神。

课程内容

衍纸的基本造型。张紧辊——用
作纸艺品的中心结构或固定其他“零
件”；自由辊——用来捏制各种不同
的形状；钻石形——起始于自由辊，
然后均匀在两端末尾处收紧压缩；方形
——起始于钻石形，4 个角进行均匀挤
压；心形——起始于泪珠形，然后在圆
头一端向内挤压一小段并捏紧；半圆形
——先制作一个较松的圆形，然后在两
个角进行捏压，形成明显的两个角；三
角形——可以做成略松或略紧形状，当
卷好圆形后，捏出3个角即可；孔雀眼形
——卷得紧一些，制作成泪珠状；S形卷
曲——从两个方向的两边开始卷，无论

松紧都可以。
制作工具和材料。衍纸画工具：剪

刀、白乳胶、卷纸器、铅笔、直尺、模具
板、美工刀、镊子等。衍纸画的材料很
简单：彩色纸条。彩色纸条在文具店或
美工商店都有售，规格一般是5毫米宽，
也有 3毫米、6毫米的。如果买不到，也
可以自己做。一张彩纸，用笔和直尺画
出 5 毫米的平行线，沿线用美工刀划开
即可。

制作步骤。一是学生构思并在草
稿纸上画出草图；二是制作各部分小零
件；三是将各部分小零件按图样摆放在
卡纸上；四是固定小零件并最后完成。

周次 活动内容 活动具体措施
一 热气球 造型·表现
二 快乐小伙伴 欣赏·评述
三 水果花篮 造型·表现
四 童话城堡 造型·表现

五 猫头鹰 造型·表现
六 衍纸生肖秀 造型·表现
七 戏曲人物 造型·表现
八 蝴蝶飞飞 造型·表现
九 自制小相框 造型·表现
十 繁花 造型·表现
十一 蘑菇童话屋 造型·表现
十二 圣诞花环 造型·表现
十三 金鸡报晓 造型·表现
十四 凤舞 造型·表现
十五 夏荷 造型·表现
十六 整理作品 造型·表现

课程实施

授课年级：三至六年级。
课时安排：每学期开课 16 周，每周

两节课，共一个半小时。
实施策略：首先要坚持以学生为主

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原则；其次是教

师以激发学生对衍纸艺术的兴趣为切
入点；再其次是教师以培养学生的审美
能力和提高创造力为根本宗旨；最后是
教师通过课程教学，全面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

实施途径：第一步，讲解；第二步，
欣赏优秀作品；第三步，学生自己构思
创作草图；第四步，定稿；第五步，具体
制作；第六步，修改并完成作品；第七
步，作品评定并讲解。

课程评价

一是自评，教师让学生找出自己
作品的不足，以便在后面的学习中加
以改进。学生可以在小组讨论时观看
小伙伴的作品，并与自己的作品进行
对照，面对面展开自评。二是互评。
教师积极组织学生互相评议，或选取
部分作品作为例子进行集体评议。评
议时，教师要给学生提供评价标准和
评价原则。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对
照自己的作品发现他人的长处，相互
学习借鉴，以便改进。三是点评。在
点评过程中，教师要善于抓住学生的
闪光点，点评要恰当准确。

评价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师不
仅要关注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获得情
况，更要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和方法。
在进行课程评价时，教师要从学生课堂
学习的实际情况出发，看学生的发展和
进步，让每一个学生都有成就感。本课
程对学生的学业评价采用展览和选送
优秀作品参加各级书法比赛进行，同时
教师根据学生平时训练的具体情况进
行客观、全面的质评和量评。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经济技术
开发区三角湖小学）

“智慧学园”收获多
“小火车”乐享园是浙江省杭州市滨兰实验学

校师生的教学园地，贯穿其中的“小火车”将学园分
为“车厢”小空间和创意大空间，满足了学生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需要。

“小火车”的每节“车厢”都是一个独立的学习
空间，“车厢”里铺着温馨的地毯，桌凳、学具、书籍
一应俱全。“车厢”外的公共空间分为开放式多媒体
学堂、才艺小舞台和学习娱乐小天地。

“乐高天地”课、手工制作课、儿童绘画课上，学
生们在“车厢”里开动脑筋、构思创作，并在开放式学

堂与小伙伴分享智慧成果。英语故事欣赏课上，学
生们在开放式学堂欣赏英语动画，讲读英语故事，在

“车厢”里静静地阅读自己喜欢的绘本。演讲课、话
剧课上，学生们在“车厢”与合作伙伴编排演绎，最终
走上舞台大胆展示自我。

黄清秀/文

学生们一起设计构思学生们一起设计构思，，一起动手一起动手，，分工合作分工合作，，各展才艺各展才艺，，一匹栩栩如生的纸艺马降生一匹栩栩如生的纸艺马降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