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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晒学习成果

媒体看点

课程观察·韩相福 ①

引领教师走向课程的“师本化”

我一直关注着教师的工作生活状

态。有人说，教师有职业倦怠。我不

认可这种说法。教师群体非常敬业，

也能吃苦耐劳，只是许多教师的努力

与考试相关。但是在教学上，教师往

往习惯性、循规蹈矩地把课本上的知

识硬灌给学生。

这样的教师怎么了？追问原因，

我发现教师不能站在课程的高位审视

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由此带来了实

施课程的能力差。

一是目标意识的缺失。许多教师

心中无目标，不知道课堂上应该完成

什么任务。甚至，许多教师每天都在

备课，每天写学习目标，却不知道该怎

么写。这不是危言耸听。我曾经把一

个学习目标的行为主体、行为程度、行

为方式故意写错，让教师找出目标叙

写中的问题，竟然看不出来。

二是资源意识的缺失。许多教师

不是把天地万物当成育人的资源，而

是把薄薄的教材当成学生的整个世

界。总有一些“热心”的班主任与学生

谈心：“你天天鼓捣那些玩意儿，不影

响学习吗？学习成绩下降，将来能考

上大学吗？”一次谈话，社团辅导教师

眼见着一个个特长学生渐去渐远，无

能为力。这种资源意识的缺失，是在

害学生。

三是效能意识的缺失。小学学科

门类多，教师兼任学科教学是常态。

不少教师总是偷偷地把兼任的非考试

学科上成考试学科。以小学语文为

例，每周规定 6-8课时，许多语文教师

都上到 15 课时以上，教学质量仍然一

塌糊涂，浪费学生时间。

四是评价意识的缺失。许多教师

头脑中没有评价这根弦，也意识不到：

要什么，就评什么；评什么，才会有什

么。还有一个问题更严重：许多学科教

师对学科的评价竟然来自于考试。一

次，我向一名教师请教语文“有趣的汉

字”怎么讲，这位教师却说，这一单元不

用讲，因为从来不考。只有与语文考试

有关的，才是与语文教师相关的。

如此种种，我把教师的这些现象

理解为教师缺少课程智慧。只有教师

拥有课程智慧，才能真正走入专业成

长的快车道。

拥有课程智慧的教师本身就是最

重要的课程。教师的知识、教师的能

力、教师的故事就是最重要的课程资

源，即使是对知识本身，也需要教师内

化之后才能引领和启迪孩子去探究。

山东二七一教育集团总校长赵丰平就

喊出了“我教的英语学科的名字就叫

赵丰平”的口号，提醒教师关注自身智

慧、自身价值观和自身生命状态对学

科和学生的影响，引领教师走向课程

的师本化。

拥有课程智慧的教师才能实现中

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核心素养时

代，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绝不是学

科的简单相加。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

建设必然是跨界的，而跨界的本质是

整合。所以，课程整合应该成为学校

教育教学的常态。

拥有课程智慧的教师才能拥有真

正的职业幸福。做课程，是创造性的

工作。高品质的课程，才能带来学生

的自由、快乐和深刻；高水平的课程开

发与实施能力，才能带给教师更多的

成就感、自豪感、实现感。而这种自我

实现前提下的幸福，才是真正而持久

的幸福。

如何提升教师的课程智慧？的确

有点难。学校必须让教师参加课程开

发、课程整合、课程实施、课程评价的

全过程，在过程中体验与反思。

一是研究人的发展需求。课程的

本位功能是育人，人到底是什么？人

的发展需要哪些品格和能力？我们应

当怎样培养这些品格和能力？当我们

真正把人的需求置于课程的中央，课

程智慧随之而来。

二是研究标准，吃透标准。教师

要研究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课程

标准，将课程标准细化为学科目标细

目。研究学习目标的设计方法、实施

路径和评价方法，真正让课程标准成

为教学的起点、过程和归宿。

三是研究教材，超越教材。教材凝

聚着优秀教育专家和教师的心血和智

慧，是非常重要的课程资源。但教材不

是唯一的课程资源。教师要围绕目标

拓展教材、重构教材，更要充分利用生

活资源，打通生活与知识的联系。超越

教材，才能打开课程的新天地。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峡山双语

小学执行校长）

数学新课标：

基于核心素养的表述、教学及评价

普通高中数学新课标提出的“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
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目标，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
新要求，让教师重视“结果+过程”的教育，探索以生为本的数学教育。

□张 瑜

教育部印发的新高中课程方案和

20 门学科的新课标进一步强化了学科

育人功能，首次提出学科核心素养，将

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具体细化到各学科

课程之中，明确学生学习该课程后的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其中，数学学科确

定了高中数学核心素养的 6 个要素：数

学抽象、逻辑推理、数学建模、直观想

象、数学运算、数据分析。对于新课标

提出的新要求，教师如何落实在教育教

学中？

为何是这三项核心素养

为了便于理解，新课标从概念内

涵、学科价值、学生表现3个层次述说每

一个要素。数学教育的终极目标(与人

的行为有关)是：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

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

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而

这3个要素对学生学科学习和思维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数学眼光即数学抽象、直观想象。

数学研究源于对现实世界的抽象，通过

抽象得到数学研究对象，基于抽象结

构，通过符号运算、形式推理、模型构建

等数学方法，理解和表达现实世界中事

物的本质、关系和规律。

直观想象则是实现数学抽象的思

维基础，是人在思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

的思想方法和思考能力，因此在高中数

学阶段，也把直观想象作为数学核心素

养的一个要素提出。

数学思维即逻辑推理、数学运算。

逻辑推理是从一些前提或者事实出发，

依据一定的规则得到或者验证命题的

思维过程，这里所说的“规则”是指推理

过程具有传递性，虽然数学运算是逻辑

推理的一种特殊形式。高中阶段数学

运算非常重要，因此也作为数学核心素

养的一个要素提出。

数学语言即数学模型、数据分析。

数学模型使得数学回归现实世界，构建

了数学与现实世界的桥梁。数学模型

可以刻画研究对象的性质、关系和规

律。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分析变得越来

越重要，甚至形成了一种新的数学语

言，因此在高中数学阶段，数据分析也

作为数学核心素养的一个要素提出。

重视“结果+过程”

传统教育是以知识为本的教育，缺

少智慧，而智慧表现于过程，过程即经

历、体验、探索。未来教育是智慧的教

育，是重视“结果+过程”的教育。

对此，数学新课标修订组组长史宁

中指出，基于数学核心素养的理想教学

过程应当注意几个环节：把握数学知识

本质，把握学生认知过程；创设合适教

学情境，提出合适数学问题；启发学生

独立思考，鼓励学生相互交流；掌握知

识技能，理解数学本质；感悟数学基本

思想，发展数学核心素养。

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数学室主任

章建跃也建议，一线教师的课程意识应

从课程性质、课程目标、课程实施、课

程评价 4 个角度入手，而提升学生的推

理能力和运算能力则是数学思维训练

的载体。

另有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认为，基

于核心素养的数学教学，一是要注意提

高学生的思维力，二是要激发学生主动

思考，三是要鼓励跨学科学习，让学生

自己厘清思路，发现问题的本质，找到

恰当的解决途径。

评价方式变得开放

在数学核心素养统领下，教学评价

将改变过去单纯依赖一张试卷的评价

方式和只关注知识技能考核的命题形

式。“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课

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

将中小学生的数学能力看作以数学概

括为基础，将 3 种基本数学能力（运算

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空间想象能力）

与 5种思维品质（深刻性、灵活性、独创

性、批判性、敏捷性）组成一个拥有 15

个交集点的开放性动态系统，教师一方

面可以根据这 15 个交集点设计教学活

动，另一方面也能以此为依据设计过程

性评价方案。

评价目标的改变促使评价方式更

加丰富，比如重庆市巴蜀小学教师用

“成长记录册”评测学生核心素养的达

成，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教育导向、评程

可视、过程馈改、成长展析、个性咨询、

元评发展，是核心素养评价的重要路

径。再比如全国特色办学先进工作者、

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小学校长王俊莉

倡导建构多元性、主体性、开放性并存

的“发展性评价观”指导下的“七色花”

评价体系，既落实立德树人教育目标，

又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基础。

在命题形式上，教师则可以借鉴

PISA 对素养的开创性测评设计，从情

境、知识、能力、态度和策略等维度出

发，将素养转化为直观、可测量、可分解

的操作程序。

数学新课标的出台促使学校和教

师重构数学学科的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堂教学和学业质量测评等内容，

这对教师自身的专业素质、教学能力和

教学艺术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也提醒和

帮助教师在落实“学生为本”的教育教

学过程中走得更稳健。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课程与教学论研究院，部分内容来自

《上海教育评估研究》《课程·教材·教

法》《数学教育学报》《现代教育》）

走近“西兰卡普”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创造的民

族工艺美术种类，是中国四大名

锦之一，土家语称“西兰卡普”，其

图案采用“通经继纬”方法表现动

物、植物、几何图形等，是见证土

家族历史发展的实物例证。

为了让学生认识土家文化，

传承和发扬土家族文化艺术，湖

南省龙山县第二小学开设“走

近土家文化”课程，把土家

织锦艺人请进课堂为学

生讲解土家织锦知识。

学生根据织锦的基本编

织方法，利用坐标纸绘

制织锦图纹，制作围巾、

挂画等，学生作品曾经

两次公开展出。

贾苗生/图 田昌奉/文

课程故事

我给一年级学生上节气课
□曹永健

去年 9月，我申请教一年级，还创立了一间“萤火虫教室”。

“让每一个生命发光”是我们的班级愿景，在平常的日子里，我以

课程为路径，借以抵达远方，“节气之美”课程是其中之一。而每

到一个新节气，“萤火虫教室”总会氤氲一种特殊的气氛——神

秘、快乐、诗意。

二十四节气本就是普通日子中的仪式，恢复它的仪式感，让

学生体验其不同寻常是应有之义。从立春到立夏，每个节气前

我都会组织一次“新闻发布会”，唤醒学生对节气的认知，从而对

接下来的课程学习充满期待。

学生都爱听故事，二十四节气文化中有大量的传说、故事、

典故，简直是一座富矿。谷雨时，我给学生讲仓颉造字的传说：

传说仓颉造字，上天欢喜地降下谷子祝贺文字诞生，鬼因为再不

能愚弄人们而在黑夜中哭泣，因此人们便把这一天叫作谷雨，并

在每年的这一天祭祀中国文字的创造者仓颉。故事配以图片，

学生们听得着迷。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课程设计也应遵循游戏化原则。席勒

认为：“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的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

戏时，他才完全是人。”节气课程就是让学生成为完全意义上的

人，成为一个与大地、自然、传统建立深刻关系的人。

比如春分时，我与学生一起学唱《春分》歌曲，悠远、清新的

旋律就这样朦朦胧胧地进入学生生命。“春分到，蛋儿俏”，学生

们回到家，找来鸡蛋彩绘，给鸡蛋做各种“造型”，然后一家老小

开展“竖鸡蛋”比赛。

学生刘德凯在当天的“童心童语”中写道：“我第一次竖鸡

蛋，没有竖起来，有一点灰心。我又竖了一遍。终于，鸡蛋立了

起来。可是，我又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在春分这一天鸡蛋能够

立起来呢？”

一个追问，不经意间埋下了一颗探索的种子。竖鸡蛋给学

生带来乐趣，也带来科学的启蒙。

同样是鸡蛋，清明时有另外的用途。“三月三，煮鸡蛋”。清

明前后，学生与父母一起到野外挖野菜、做菜汤、煮鸡蛋。一蛋

多“用”，学生吃下的就不仅仅是一个鸡蛋那么简单。

节气课程带给学生一份对时序的敏感，对物候的欣然。生

活在钢筋水泥包围的城市，因为节气课程，学生多了一双发现的

眼睛：柳树什么时候长出第一片新芽，燕子什么时候开始衔泥筑

巢，春笋经历了多少努力往地面上突围……让他们多一份体验，

增一份感悟。

学者余世存说，二十四节气是中国文明的独特贡献。农民

借助节气，将一年定格到耕种、施肥、浇灌、收割等农作物生长、

收藏的循环体系之中，将时间和生产、生活定格到人与天道相应

乃至合一的状态。

这段话也道出了我开设节气课程的隐秘愿望：帮助学生与

传统文化建立一种连接，让彼此通过课程“穿越”成为一个完整

意义上的人。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青园中信小学）

曹永健是一个有教育情怀的教师，表现在对教育总有一种遏

制不住的冲动，还表现在努力将一切美好事物纳入“萤火虫教室”

的向上姿态。

在我了解的“萤火虫教室”课程谱系中，“节气之美”是其中之

一。曹永健老师告诉我，每设计一个节气课，他都有脱胎换骨之

感，因为每次都要阅读大量材料，正是这样的博观约取，才让他有

能力带领学生自由出入传统文化之中。

传统文化不应当被束之高阁，激活传统文化绵延不息的生命力，

要通过一个个具体而微的课程实现。节气之美，美在帮助孩子与自

然、时序建立连接；节气之美，美在唤醒师生对美的向往和拥抱。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

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

我们都应该继承和发扬。”

好教育是什么？我认为，好教育就是将美好的生命状态、对美

好事物的拥抱姿态，带到学生面前。我们都应该以建设之心付出

努力，发出生命的光。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青园中信小学校长）

将美好生命状态带到学生面前
□张 文

校长点睛

韩相福在齐鲁是一个名校长，人们对他的印象是“教育思想新”“与教师心连心”。“心”与“新”的连接，让他

把教育教学做得风生水起。如今，作为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校长的韩相福也是几所师范院校对外培训的专

家组成员。从自己实践到指导同行实践，韩相福把多年的观察和经验浓缩在专栏中，愿与读者碰撞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