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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地铁站入口，学生们集体商
讨“操作支架”的构建，最终确定为：明确
目标→成员分工→检查工具→分头实施
→数据汇总→检查验证。

有了“操作支架”作为学生们操作的
支撑，他们相互合作的意识更强了，测量
一节车厢长度的学生主动把测量经验与
测量一节车厢宽度的同学进行分享；数大
小座椅个数的学生主动帮助负责记录的
同伴完善表格……

厘清解决问题支架，提升学科能力。
我们研究“车厢有多大”，其实是为了揭开
学生们心中的一个谜团，即“合肥一号线
1列地铁的最大载客量究竟是多少”。为
了切实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

们一起厘清了解决问题的支架：分析数量
关系→明细数据条件→具体列式计算→
验算单位答语。

由于地铁车厢内每平方米允许站
6 人，每平方米也可以站 7-10 人，所以

“合肥一号线 1 列地铁最大的载客量究
竟是多少”这个数据已经变得不是那
么唯一，但得到这个极具参考价值和
充满思辨意义的数据过程仍然非常重
要。为此，我把 22 名学生分成 5 组，分
别计算这 5 种情况下最多可以搭载多
少人，并允许学生用计算器计算，以有
效降低计算难度，但我没有对整个解
决问题的过程和数量关系的感悟进行
消减，因为这是急需在学生心中立根

的数学素养。
当学习支架与学科知识都变成学科

目标时，项目学习的每一个活动和过程将
变得更有意义。

约定表达支架，规范展示语言。班内
展示时，我们有一个对计算结果的展示。
我发现，如果不引导学生搭建一个“表达
支架”，他们就只把计算过程简单朗读一
遍，不能突出主要的计算过程，达不到展
示目的。

于是，我在展示前与学生约定好“表
达支架”：“说清计算过程”“强调计算标
准”“要有互动交流”“控制音量时间”，目
的是鼓励学生在说话时注重表达的逻辑
性和规范性。

项目学习成果展示既有总结交流、
激励评估作用，也有学生深入学习的价
值空间。无论是美术作品等静态平面
的作品展示，还是反映研究过程的数字
故事展示，都需要教师结合具体的学
生、特定的成果、现实的情况搭建好“展
示支架”，这样才能发挥其更大的教育
价值。

项目学习是综合性学习，对学生的专
注力、思辨力、忍耐力都是一种巨大考
验。需要注意的是，搭建学习支架不能是
教师单方面的“硬性规定”，而应是基于全
体师生的“共创发明”。只有这样，学生才
能在项目学习中获取知识，提高自己的综
合能力。

如何搭建学习支架

课改笔记

课程观察·张 丰

综合还是分科，人们一直在“拔河”

课程背景

如今，年轻人往往追捧外来文化，而忽视中国传
统文化，甚至觉得中国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
节等也没什么意思。

邮票涵盖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天文、
地理、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是中国
文化的浓缩，其本身又是艺术品，被称为“百科全
书”，又被称为“国家名片”。因此，学校以邮票为载
体，向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

课程目标

教师通过一系列课程设计，分享和宣传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让更多的学生认识邮票，从邮票中了解中
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进一步激发他们热
爱祖国文化、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以此捍卫中国传
统文化的地位，让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更好地
传承下去。

课程特色

该课程所选取的图片为大陆、香港、澳门、台
湾以及一些与中国文化有渊源的亚洲国家正式发
行的邮票，包括邮戳、首日封、纪念封、极限片等，
其中有些邮票搜集难度很大，鲜有人了解，其呈现
的文化内容从课本中难以获得。该课程可以作为
思想政治、语文、英语、艺术等学科的补充，能够在
很大程度上开阔学生视野。此外，课程文字资料
经各科专业教师审核把关，专业的文化知识和专
业的集邮知识凸显了该课程独有的特色，增强了
课程的系统性、趣味性和科学性。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选取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节
日、生肖、戏剧、文学、艺术等，并形成了专题系列，针
对每一项内容都有一枚或一套邮票（含邮戳、邮资封
等邮品）与之相匹配。

《邮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一：我们
的节日》

春节：挂红灯，贴年画，贴门神，贴春联，贴福
字，贴窗花，过除夕，年夜饭，接财神，拜大年。

元宵节：赏花灯，放天灯，耍龙灯，踩高跷，舞
狮子，扭秧歌，吃元宵。

清明节：寒食，祭祖，踏青，放风筝，荡秋千，
插柳，全景。

端午节：包粽子，避五毒，赛龙舟，祭屈子。
七夕节：民间传说《牛郎织女》。

盂兰盆节：放河灯，祭先祖。
中秋节：打月饼，月为媒，赏明月，思故乡，祈丰年。
重阳节：登高望远，饮酒对弈，秋游赏菊，尊老敬老。
祭灶节（小年）：祭灶，灶神。

《邮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二：邮票与
中国生肖文化》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
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邮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三：邮票与
中国戏剧》

中国戏剧的发展：京剧（京剧脸谱、京剧行当、现
代京剧），昆曲，粤剧，黄梅戏，川剧，歌仔戏，皮影戏，
中国芭蕾舞剧，中国话剧。

《邮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四：邮票与
中国民间传说》

白蛇传，牛郎织女，董永和七仙女，柳毅传书，刘

三姐，梁山伯与祝英台。
《邮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五：邮票与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水浒传》《牡

丹亭》《西厢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
《邮票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系列六：邮票与

中国画》
中国著名国画家：李可染、潘天寿、徐悲鸿、郑板

桥、八大山人、黄宾虹、齐白石、吴昌硕、傅抱石、石
涛、吴作人、何香凝、韩美林。

名画赏析：富春山居图、清明上河图、八十七神
仙卷、渔庄秋霁图、洛神赋图、簪花仕女图、步辇图、
韩熙载夜宴图、神骏图、香山九老图、虢国夫人游春
图、元世祖出猎图。

课程实施

该课程列入学校正常的课表，在高一年级上学
期实施。每个专题两课时，每周安排一课时，两周结
束一个专题。

课时纳入任课教师工作量，在考核方面与其他
课程具有同等地位。

每个专题结束后，教师让学生写出书面“观课感
悟”在课堂上交流，并在班级宣传栏张贴。

因课程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教务处和教研室负
责相关任课教师的培训，以促进师资水平的提高。

课程评价

教师从学生出勤、学习态度、学习效果等方面进
行综合评价，注重过程，各方面分别赋予不同权重，最
后以学分形式录入高中学生发展报告。考核结果60
分以上为合格，记1分；70分以上为良好，记2分；80分
以上为优秀，记3分，并在综合素质考核方面记A等。

课程效果

该课程在两届高一年级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教学
效果。课程深受学生欢迎，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
新的认识，教学成果受到各级教育部门的肯定，并在区
域内推广，深受各学校好评。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第一中学）

如何开发地方课程
□□李 琼

每天清晨，学生们聆听国学古韵、诵
读中华经典。午餐后，学生们沉醉在午间
快乐阅读中，享受丰富、直观、生动的小视
频拓展阅读。在家学习遇到困难时，学生
们可以立即登录包河区名师在线平台，向
教师在线提问，名师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
需求，及时提供个性化特色课程和“一对
一”在线辅导答疑……安徽省合肥市包河
区研发的中华经典国学、森林课堂、午间
快乐阅读、名师在线“一对一”辅导等地方
特色课程，助推了包河学子们的高质量学
习，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那么，如何研发富有区域特色、指向
学生核心素养的地方课程？

首先，要组建高素质研发团队。地方
课程的优劣，取决于研发人员的素质，组
建勇于创新的高素质研发队伍是开发地
方课程的关键。比如，“森林课堂”研发
前，我们及时组成了由教育行政领导、教
研人员、一线骨干教师、校长、课程专家和
学生代表等不同领域人参与的研发小
组。同时，区教研室主任统筹负责，地理、
生物、科学等相关学科教研员领衔，遴选
了语文、科学、地理、生物等20多位优秀骨
干教师和 30 多位具有批判性思维的优秀
中小学生参与，并邀请省市教科院专家和
台湾嘉义大学自然科学方面的教授担任
导师，构建研发团队。在组建区域“生涯
教育”地方课程研发小组时，我们注重优
选有实战经验的心理健康教师、优秀班主
任和部分优秀学生参与；在研发“中华经
典国学”时，除优选语文骨干教师和部分
学生外，还邀请了在中华传统文化方面有
建树的大学教授，确保研发工作有序推
进，高质量完成。

其次，要研修先进的课程理念。具有
较高的课程理论水平和研发能力固然重
要，但更难能可贵的是拥有全人的教育思
想和融合课程理念。为此，我们一方面邀
请课程方面的专家，专门为研发人员举办
专题报告和菜单式培训，另一方面购买大
量课程建设方面的理论书籍，让参与研究
的教师自主研修学习。我们既充分利用
互联网检索学习全国地方课程开发的典
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又深入上海、北京、台
湾等地实地考察；还重视研发人员的头脑
风暴会，多次引导大家围绕研发主题畅
谈、讨论，并建立专门的研发交流群，及时
分享前沿课程理念，实时互动碰撞交流。

最后，挖掘地方课程资源。在开发“森
林课堂”地方课程时，研发人员系统研读

《包河地方志》，全面了解包河区的历史渊
源、发展战略和地域特色，仔细检索查看包
河政府网站，了解区域经济、文化、社会事
业发展现状。研发人员还走访民众，采访
区长、环保局长等相关人员，系统了解包河
区整体发展思路和生态文明建设相关政
策，同时深入东大圩、巢湖、包公祠、渡江战
役纪念馆等地寻访，以校长、教师、学生、家
长和研发者等不同人员的视角，丈量路程，
感受美景，挖掘区域特色，凸显地方元素。

我们还挖掘徽州文化和包河名人，在
“家训”一课中优选《包拯家训》，引领学生
关注出生于包河的一代清官包公，将历史
名人与自己身边的名胜景观相联系。《包拯
家训》字字铿锵，让学生在诵读中传承优良
家训，规范自己的言行。

基于融合理念，有机整合学科课程、
大自然和社会资源，突出学生主体，是我
们开发地方课程遵循的原则。此外，立足
于学生的终身发展，是我们包河区研发地
方课程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点。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教
体局教研室）

在课程发展早期，分门别类学习知识
被认为是掌握知识最好的方式。学科课程
作为知识的重要载体，成为学校教育活动
的基本单元。但在教育实践中，怎样的课
程学习最有成效？众多课程是否需要以一
定的方式联系起来，以便利于学习？综合
课程思想就是 19 世纪末在这样的讨论中
渐渐提出的。

帕克的课程集中理论

追溯综合课程思想的产生，要回溯到
帕克的课程“集中”理论。他根据儿童一般
学习活动的规律，主张按照“自然的方式”
学习。他针对当时中小学生面对如大学一
般的学科门类现象，提出以中心学科“集
中”诸多分散的小学科的想法，以克服课程
臃肿的问题。他在人们的记忆中像是“儿
童的护卫者”和“儿童中心教育方法的拥护
者”。他认为，怎样教与教什么同样需要

“联合”。这一观点对今天的课程改革实践
很有指导意义。

赫尔巴特主义者的主张

帕克的课程集中理论受到全国赫尔巴
特学会会长加莫等人的批评。加莫主张以

“相关”代替“集中”，他站在科学家的立场，
担心一门学科从属于另一门学科时会丧失
其地位。这些有身份的学者对仅是一名学
校督导的帕克的反对，从另一方面显示帕
克的探索与主张的珍贵。《一般方法要素》
作者麦克默里评论说：“加莫等专家努力争

取使儿童在头脑中将专家的学科作为一个
个单元保存；而帕克等试图按儿童观察世
界的方式将课程组织成为一个经过集中的
整体”。他们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儿
童中心”与“学科中心”的对立。

初级中学的出现促使中等教育“改组”

19 世纪的美国中小学实行“八四学
制”，即八年初级教育与四年中等教育。针
对 13-15 岁学生辍学严重的现实，美国于
1909 年开始探索在八年初级教育中分设
三年制（或两年制）初级中学。在变革中产
生的初级中学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更多的实
验性。他们开设了综合科学、综合数学、综
合历史、综合社会科学以及综合语言等科
目。初级中学的课程编制成为 20 世纪前
20年的重要课题。

杜威于 1901 年针对不断增加的专门
化导致课程分化的现实，提出“分化的目的
是为了更有效地相互作用”，必须重视将不
同专门领域的相关要素整合成为一个有意
义的整体。1918年，美国中等教育改组委

员会发布报告指出：“任何社会不断增强的
专门化都相应地带来联合的必要性。因此
在中学，对专门化越来越多的关注需要联
合进行更有目的的计划。”该报告将落实健
康、对读写算以及口头与书面表达的掌握、
有价值的家庭成员地位、职业、公民资格、
会休闲、道德品格等七个目标作为教育的

“基本原则”。原来的课程都需要重组以更
有效地落实上述“原则”。除了“职业”与

“会休闲”之外的五方面目标都“联合”在面
向全体学生的通习学科中。这一报告就是
美国独特的“综合中学”模式的基础。

弗莱克斯纳的“现代学校”构想及林肯学校

弗莱克斯纳 1916 年提出“现代学校”
构想。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儿童“处
理自己的世界的能力”。这一能力有赖于
对物质和社会世界的理解。前者需要有观
察和解释现象的能力，后者需要对当代工
业、科学、政治的理解。现代学校应围绕科
学、工业、审美以及公民等四种基本领域组
织课程，科学将是中心领域。

体现这一思想的林肯学校于 1917 年
出现。学校主要围绕“工作单元”组织课
程。“单元”是教师针对学生的需要和兴趣，
选择与组织的学习主题和内容，具体再分
解为各门学科的相应部分。拉格重组开发
的初中社会综合课程是中学课程整合的典
型。它包括人与环境、早期美国人的生活、
生活在机器时代、古代与现代文化和当代
美国青年等部分，成为中学的通识课程与
核心课程。

但是，这些在“儿童中心论”影响下，
试图抛弃学科课程模式的改革运动并没
有实质性动摇学校课程体系。学校仍然
以分科课程为主，但这些探索的积极启示
影响至今。

泰勒主持的“八年课程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进步教育协会
发起著名的“八年课程研究”。芝加哥大
学的泰勒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
下领导了这一课程综合化实验。30 所学
校开展“各显神通”的探索，以问题为中心

的课程组织得到较多响应。这些实践致
力于开发，既达到通识教育目的又满足青
年不同需求的整合课程，“识别出有效的
路径，以打破横亘在学科间的壁垒，将各
领域知识的真正意义展现给学生，以便学
生自我学习”。

当然也有批评者。伊利诺伊大学的
贝斯特就批评试图打破学科间壁垒的做
法。他强调，教育的任务是“心智训练”，
知识的综合应放在教育的最后阶段，经过
数年分科学习后才可以进行知识综合。在
综合课程的发展中，“学科中心”与“儿童中
心”的论争始终交织其中。而且人们关于
综合课程之争，从“是否需要综合”转向“何
时综合为宜”。

虽然“八年课程研究”没有形成持续的
推动力，但他们梳理并积累了从完全的学
科课程到完全的经验课程（活动课程）之间
丰富的实践形式。从学科课程、相关课程、
融合课程、广域课程、核心课程直到活动课
程，反映了课程综合化的各种形态，成为课
程论中关于课程分类的重要依据之一。

此后，尽管美国学校课程发展的思想
一直在论争，但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一直
并存于学校中，有的是内容的综合，有的
是方法的综合，只是在不同的教育政策取
向下，重视综合与抵制综合在彼此“拔
河”。不过，在“钟摆”与“拔河”的来来往
往中，人们对于综合课程的认识也得到进
一步深化。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课
程
图
纸

为了拓展学生的生活空间和思维空间，丰富校园文化内涵，山东省滨州市沾化区第一中学开发了“邮票与中国传统
文化”课程，培养学生热爱传统文化的热情，激发学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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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良 毕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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