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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观察·任炜东⑤

用言语实践引领初中语言课程学习

课改笔记

为了改变学生的饮食观念，让学生用化学的方法和原理认识“饮”和“食”，在探究、应用过程中认识科学现
象，体会科学的应用价值，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属中学开发“饮食与健康”课程，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深层次的实
践机会，提升学生的实践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同时，让学生学会健康饮食。

点亮健康饮食新理念点亮健康饮食新理念
□□郭芳芳

课程图纸

晒晒学习空间

在初中语言课程的实施中，无论语文
学科还是英语学科都存在学习与生活分
离、阶段学习与终身学习分离的现象，表现
为教材单一化、阅读量少、阅读面窄、知识
碎片化、思维模式化、训练应试化、学习被
动化等问题。

为此，北京中学的语文学科组和英语
学科组在课程校本化建设中，以培养语言
能力、学习能力、思维品质、文化品格为目
标，以言语实践为重点，以“听说读写演”为
脉络，让学生在言语实践中发展言语能力。

教师在教学中着重调动学生感官培养
语感，形成学生对于语言的敏锐性。学生
在不同环境思考、表达、创作，促进了阅读
能力和表达能力的发展。在课程建设与实
施中主要有以下几个关注点。

进阶目标的确立。以学科课程标准为
纲，教师从“听说读写演”不同层面确定培
养目标。以语文学科为例，听，指能快速、
准确地理解听到的主要内容；听人说话认
真、耐心。说，指能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
读课文；乐于参与讨论，积极发表自己看
法，表达有中心、有条理、有依据。读，指有

浓厚的读书兴趣；读思结合，养成良好的阅
读习惯和方法；能联系上下文和个人积累，
理解文意，体会情感；有一定的阅读速度和
数量。写，指姿势正确，有良好的书写习
惯；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有意识
地积累素材；文章内容具体，感情真实；学
会修改自己的习作；学会写摘录笔记、批注
笔记；有一定的写作速度。演，指有表演的
愿望；能合理地运用表情、动作、语言等较
好地展示内容；有积极的欣赏愿望，具备一
定的欣赏能力。

校本资源的建设。打破单一教材限
制，语文学科以“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

自然”确定单元教学主题，分学期确定二级
主题，梳理不同版本教材的代表性篇目，按
照不同主题编写校本学材，形成课程的进
阶设计，拓展学生阅读量和阅读面，形成精
读、泛读系列篇目；自编《腹有诗书气自华》
诗词读本，每学期 50 首诗词或文言短文，
形成晨读学材，帮助学生积累文言知识和
阅读存储；推荐启蒙、思想、文学等类名著
阅读，安排导读和助读，逐级推进走近、赏
析、领略名著。英语学科以主题丰富、体裁
多样的读物为载体，提供难度略低于学生
阅读能力的文本进行课外泛读，难度略高
于学生能力的文本进行课内精读。采取分

类推荐，文学、传记、哲史、科技等类别；分
层落实，形成班级、年级、校级等不同读书
机制；分类交流，读书报告、主题演讲、诵读
展演等活动，将基础落实与亮点引领结合
起来。

展示平台的搭建。在“学科周”活动
中，学生通过美文推介、创意演绎、专项辩
论、公众号写作，多样、多元、多维地输出语
言。在每月中英文演讲比赛中，学生全员
参与，分为个人、班级、年级参赛，促进学生
演讲能力的发展。在项目学习活动中，学
生通过参与寻找共和国见证人、学生时装
秀、未来手机设计、校园寻宝、语法拍卖等

项目活动，提升综合运用语言的能力。在
学科质量调研中，学生参加汉语和英语口
试，实现朗诵、演讲、辩论的进阶式发展，随
着年级递进，评价指标的进阶，学生更全面
地认识自己。在戏剧课程、中英戏剧社团
活动中，学生将表演与创作无缝对接，调动
跨学科思维，参与剧本的编写、戏剧的编
排，并在一年一度的“北中戏剧节”展示团
队的成果。

综合评价的跟进。为了发挥评价的引
领作用，促进学生动机的激发与保持，语文
学科和英语学科教师会从习惯培养、积累
运用、口语交际、主题阅读、美文鉴赏、笔下
生活、特色展示等方面，对学生的语言能力
和学科素养进行发展性评价。在课程的进
程中积累评价数据，在学期末的阶段评价
中形成“五星评价”成绩单，这些做法促进
了学生更主动、自觉、全面、多元的发展。
近年来，语文学科和英语学科教师听、说、
读、写、演并举，让课堂“生动”起来。

（作者系北京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
师，北京中学教师房树洪、周亚楠对本文亦
有贡献）

课程背景

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在英国医学期
刊《柳叶刀》上发表报告，全球肥胖儿童
和青少年在过去 40年中增加了 10倍，已
成为全球性健康危机。

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 6-17
岁儿童及青少年身高、体重增幅尤为显
著，膳食结构的变化导致超重肥胖问题
凸显。

结合过去几年我校学生在体质测试
中的表现，不难发现学生的体质水平正
处于下降趋势，学生在饮食结构、饮食观
念等方面存在一些误区。

化学与生活密切相关，不了解化学的
人往往对化学存在许多误解，盲目排斥化
学物质，不懂得利用化学知识提升自身生
活质量。本课程立足生活，用化学的方法
和原理认识“饮”和“食”，改变饮食观念，
倡导健康饮食，提高健康指数。

课程目标

学生在富有情趣的实验活动中，学
习健康知识、认识化学物质、应用化学研
究方法。通过课程的实施，丰富学生的
课外生活，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践
能力，提升科学素养。

在实施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形成

正确的饮食观念，学会合理搭配膳食，正
确认识各种食品添加剂。在倡导健康饮
食观念的同时，还注重对学生进行合理
减肥的指导。

通过自制彩色面食（和面、发面、造
型等）、自制豆腐（磨豆浆、点豆腐脑、卤
水豆腐、内脂豆腐、石膏豆腐等）、自制面
筋和凉皮等，帮助学生学会一些最基本
的生活技能。

在此过程中教师着重强化学生的环
保意识、食品安全意识，引导学生学会从
科学的视角观察食物，用科学的方法分
析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课程内容

《食物的酸碱性与食品成分》
《食品添加剂之惑》
《面粉中主要营养素的分离——凉

皮和面筋的制作》
《怎样正确“饮”》
《如何健康“食”》
《选择天然色素制作彩色面食》（含

相关色素热稳定性和酸碱环境下颜色变
化的探究）

《葡萄皮或紫甘蓝中色素的提取》
（含相关色素热稳定性和酸碱环境下颜
色变化的探究）

《胡萝卜或柑橘皮中色素的提取》

（含相关色素热稳定性和酸碱环境下颜
色变化的探究）

《DIY 色素的提取》（含相关色素热
稳定性和酸碱环境下颜色变化的探究）

《黄豆中的营养及豆腐的制作》
《食物中的热量，自制减肥食谱》

课程实施

以校本课程的形式开展实验探究和
实践活动，面向全体中学阶段的学生。
课程组织形式包括实践活动、实验探究、
小型讲座、交流研讨、小组合作学习等，
学生人数15人，每3-4人一个小组，以小
组为单位进行研讨和实操活动。《食物的
酸碱性与食品成分》《食品添加剂之惑》

《怎样正确“饮”》《如何健康“食”》等 4个
主题的内容，以讲座和互动交流的形式
开展，让学生学习健康知识，提升食品安
全意识。

《食物中的热量，自制减肥食谱和
运动计划》主要是小组互动和研讨，引
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饮食观念，学会控
制饮食、合理运动。《选择天然色素制
作彩色面食》《葡萄皮或紫甘蓝中色素
的提取》《胡萝卜或柑橘皮中色素的提
取》《DIY 色素的提取》《黄豆中的营养
及豆腐的制作》等以小组为单位开展
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

践能力，提升科学素养。

课程评价

评价原则：通过对学生的学习过程
表现和成果的激励性评价，激发学生参
与课程活动的兴趣。

评价方式及标准：出勤情况（共计20
分）：迟到、早退、事假、病假等每次扣 0.5
分，旷课一次扣2分。

参与课堂活动情况（共计 50 分）：听
讲座认真，积极记录，及时上交学习记录

（10分）；能积极主动参与小组交流、积极
发表自己的见解（10分）；善于观察、勤于
思考，能提出有建设性的问题（10分）；能
主动通过查阅资料或其他途径获取有关
知识并能主动与他人分享（10 分）；积极
主动参与实验和实践活动，与小组其他
成员之间配合默契（10分） 。

完成或上交作品 30 分：每个活动结
束后，学生都能按时上交作品（20分），不
能按时上交每次酌情扣除1-2分；所制作
的成品质量较高加3-5分，作品有特色或
有创新加3-5分。

每学期结束后，教师结合上述标
准对学生整个学期的表现给予评分和
评价。

（作者单位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附
属中学)

平视美国教育
□□徐海龙

今年上半年，我赴美国新泽西州肯恩
大学担任创新教育和教育管理方向的访
问学者。半年时间，我在这所被誉为新泽
西“州立师范大学”跟随米歇尔教授以研
究者的身份访问了多所当地中小学，更以
家长的身份深入体验了美国教育。

女儿就读于尤宁郡西域市学区的麦
金利小学，学校开设了英语阅读与写作、
数学、西班牙语、STEM、社会学习、体育、
艺术等课程，设有班主任且兼多门学科教
学。据我观察，大部分小学的课程并不进
行走班教学，而是由行政编班进行管理与
教学。

课上教师更多注重学生的阅读和表
达，让学生讲喜欢什么书，谈谈世界地图上
自己最喜欢的国家，甚至还组织全班学生
到海滩做研究课题“怎样识别毒藤”。半年
的学习，女儿给我最大的感触是美国小学
教育强化了孩子发现自我兴趣的能力，激
励孩子表达自我的“人本能力”，而相对忽
视基本知识，美国教师并不关注学生计算
的速度，而是更关心学生是怎么想的，然后
告诉全班为什么这么想。

相比小学，我访问的几所高中学校就
是另一番景象了。在美国高中，走班教学
是常态，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业水平选择不
同难度层次的学科。美国学生在高中拥有
远大于中国学生的学科选择权，他们根据
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选择不同的学
科和学科难度。在十、十一年级就有许多
学生基本明确了自己要申请的大学和专业
范围，并为此做了充分而长久的准备。

在美国，最让我感慨的是社会教育。
全社会各行业都在为学生成长尽自己的
力量。社区图书馆遍地都是，也早已超越
图书借阅功能，为学生课外补习提供场
所，为参与实践的学生提供平台。全美国
家公园 4年级计划为全美在读 4年级孩子
和家人免除所有的门票和停车费；州内的
州立国家历史公园会有专门的儿童服务
志愿者，为孩子们讲解一幢楼、一间磨坊、
一个工厂的往事；郡活动娱乐部门会组织
许多探索自然的公益活动，安排许多低收
费的暑期托管学校，帮助无法照看孩子的
家庭开心度过暑期，有供孩子低收费或免
费使用的马术训练和弓箭训练。全美还
有一年一度的“年轻的鹰”计划，所有 8-
16 岁的孩子都可以免费到就近的机场参
与飞行训练启蒙，经过理论培训和模拟操
作后，孩子们可以坐在副驾驶飞上天操作
小型飞机半小时。

更让我震撼的是美国社会渗透到每
个角落的爱国主义教育。社区拐角的迷
你公园静静地立着“一战”纪念碑；球场边
摆放着“二战”期间的武装直升机和高射
炮；沙滩大海边独立战争期间的兵营和炮
台开放，再现当年的时光；无处不在的美
国国旗和每天早上8点所有学校学生面对
国旗宣誓对国家效忠的威仪；还有一年一
度由美国海军、海岸警卫队等联合举行的
军舰周活动，现役的航母、军舰、潜水艇向
全社会免费开放，相关的水兵、特战队员
组织各类跳伞、搜救、仪仗公开巡演。这
种真实的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爱国教
育，让美国孩子从小就真实地感受到国家
的强大和自豪。

平视中美基础教育，实际上就是对比
中美两国的育人价值观。更新能适应未
来发展的育人理念，更加重视学生对自我
的发现、改变和升华，而不是强调知识本
身的掌握。加强课程建设真正实现选择
性教育，正是当下全国教育综合改革所极
力推进的。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

和和绘本屋
河北省沧州市解放路小学的

和和绘本屋，是孩子们最喜欢、最
常去的地方。

和和绘本屋以“海洋”为设计
主题，深蓝色书架彰显着知识海
洋的静谧深邃，浅蓝色的墙壁、地
柜配以形态各异的彩绘小鱼，又
颇为灵动妙曼，尤其是那梦幻般
的海螺屋，因相对私密而备受小
书虫们的青睐。

藏书以绘本为主，尤其适合
低年级学生自由阅读。每周两节
的阅读课，一至三年级学生都会
在这里度过。他们三个一群、两
个一伙，如小鱼般在书海自由游
弋，惬意而温馨。

刘瑞梅/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