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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洲里故事多
□李美荣

我校坐落在由三座小岛组合而

成的百花洲畔，百花洲里花草繁茂，

蕴藏着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了

让学生充分了解家乡文化，感受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美好，学校

从三年级起开设百花人文探究课

程，课程内容主题化，从百花洲的动

植物到百花洲的历史文物、人物事

件，逐一推进。

按照课程安排，完成推介和赏

析百花洲植物后，学生接下来将对

百花洲的碑文、楹联等展开寻踪。

不少学生找到了“百花洲”“东湖月

夜”的石碑和水木清华园的楹联，

有的小组研究百花洲石碑的题字

落款含义，有的小组用手机记录

“东湖”早中晚不同景象，解说“月

夜”时的独特之美，有的小组把楹

联中的字拓印下来进行书写体辨

析和临摹……学生们对此次探究

学习兴致满满。

一天，一个学生在班上宣布发

现了一口古井，同伴跟随他跑到公

园，果然在一僻静角落藏着一口

井，井旁立着一块椭圆形石碑，石

碑上刻有“贡院井”三个字，落款

是：乙丑之秋九奇题。仔细看，石

碑右下还斜躺着一块长方形小碑，

上面写着：贡院井题记。原来，学

生发现了“贡院井”原址，他们兴奋

不已，纷纷凑上前研读碑文。碑文

说，此井是清乾隆九年(1744 年)由

时任布政使彭家屏命人所凿。布

政使是什么官衔？贡院井是干什

么用的，为什么井口这么小？学生

们拥挤着用手抚摸古井，想要探个

明白。

有人提议，可以找题字作者宗

九奇问个明白。通过询问公园工作

人员，学生了解到宗九奇已退休多

年，也没有联系方式。与原作者无

法取得联系，学生便几经周折找到

了区志编纂者胡伯伯——一个“百

花洲通”。获得联系方式后，学生们

分工合作，一个小组找学校开介绍

信，一个小组与胡伯伯联系，一个小

组准备采访提纲，一个小组收集大

家想问的问题。

采访顺利完成，通过面对面交

流，学生们不仅解开了心中关于贡

院井的诸多疑问，还了解了百花洲

水观音亭、杏花楼、冠鳌亭的来历和

传说。大家都听得入迷了，有学生

在采访日记中写道“想不到百花洲

有这么多吸引人的故事”，还有学生

感叹“百花洲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地

方”。在学生的强烈推荐下，胡伯伯

成为学校“百花人文探究”课程校外

指导教师，校园中能讲百花洲故事

的学生越来越多。

只有班级层面的交流展示并

不能让学生尽兴，学校与社区合

作，将百花人文探究课程进一步延

伸，在每晚 7 点的社区居民徒步活

动中增加百花景点讲解环节，讲解

员由社区居民及学生志愿者担任，

活动命名为“百花传承之旅”。

招募广告在学校刚播出，报名

的学生就在广播室外排起了长队。

一周后，社区贴出志愿者名单，讲解

员大部分是学生，有的还与父母一

起报名。

社区工作人员专门调整了徒步

路线，每条线路途经三四个百花洲

景点。每晚 7 点，加入“百花传承之

旅”的大小居民，沿着百花洲“故事”

路线驻足、行走，赏景、聆听。

回望学生百花人文探究课程

学习的历程，他们由最初的百花洲

赏景人到百花人文寻踪人，最后成

为百花文化传播者，在家乡的热土

上来来回回，留下了一串串成长的

脚印。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市百

花洲小学）

课程故事

当下，“以人为中心”“全人教

育”等口号十分流行，教师要明确，

其倡导的“人性化”并不仅仅指课

程、课堂之外关于学生管理、德育工

作的特别事项，人性化的学习方法

也不只适合语数英等学科之外的

“软学科”。每一位教师都应该认识

到，“爱和信任”是一切课程学习的

基本要素，一些教师的教学工作做

得不甚理想，其实不在于知识层面，

更不是因为对学生不够严厉，而是

在践行“爱和信任”教育的意识和技

术方面有欠缺。

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

《自由学习》一书中写道，“也许我

惊讶的是在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

大纲、教学目标和教科书的目录中

都没有‘爱和信任’这个明确的项目。

教学大纲仅仅关注学科本身。我们

如何获取知识被认为是学科之外

的内容，因此通常不予以讨论”。

当师生投身于教学和学习之中，会

经 历 智 力 上 的 想 象 和 创 造 过 程 。

“爱和信任”是强化学习本质的催

化剂，当“爱和信任”出现在课堂

时 ，学 生 更 容 易 被 学 科 内 容 所 吸

引，在知识理解方面也能做到主动

深化，而且这种理解远远超越了学

科知识学习以及课堂活动本身的

意义。

教师对学生有爱，才会懂得如何

让学生对学科、学习产生兴趣，在强

制、压迫、控制的知识灌输之下，哪里

谈得上享受学习的自由、幸福和快

乐。所以，教师需要更多地了解学生

的真实情况，掌握学生在学习中的不

如意和艰难，并以独特的方式激发学

生对学习的兴趣。

教师还要知道课堂教学中民主

的价值，在课堂教学中找到一种合适

的、民主的方式，让学生享受学习的

乐趣；教师也要通过学科教学让学生

了解自然世界、美学世界、科技世界

以及人类社会，以民主的方式，使每

个学生都能参与到集体行动中，一起

编撰属于他们的世界，一起编写“属

于自己的教科书”，促进学生主动做

更多有益的事情，而不是迫于教师或

任何人的要求。

据观察，智慧的、懂学生的教师

都重视让学生表达标准答案之外的

观点，并有意识训练学生思维的灵

活性和变通性。“孩子之所以承受不

如意的事物，是因为他们对变通方

法的无知”，教师除了完成提高分数

之外，也要重视与分数无关的教育

教学行动。一般情况下，没有分数

的压力可以让学生在课程学习和课

堂活动中收获更多，而且连同纪律

问题也会减少。值得研究的是，除

了对学生作出与分数有关的价值判

断外，教师还要在激发学生应变能

力、信任学生等方面作出更符合教

师使命的响应。

因此，学校工作不能只局限于

学科课程、知识传授那些事，校长

和教师要从“做真教育”的大格局、

大视野分析学生应当拥有怎样的

学习和生活，在“爱和信任”的前提

下，提供给学生更多有价值的学习

机会。一所发展成熟的学校，应当

有能力开发课程、开展课堂教学改

革，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独立

思考能力、选择能力、创造力，使课

程给予学生更多的是享受而不是

无穷尽的压迫，使课堂教学带给学

生的是更多的自由而不是简单粗

暴的控制。

（作者系研究员、特级教师，北京

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

教学中的爱和信任

课程简介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高中

生涯发展”课程是在生涯发展理论

指导下，依据积极心理学原理，针

对高中生生涯发展的特性与需求

而设计的课程体系，其以班级为单

位，让学生通过主动参与活动，深

刻感悟活动内涵，最终促进学生生

涯发展。

该课程不是生涯知识的灌输，不

是就生涯谈生涯，而是关注学生的心

理建设，唤醒他们的灵魂和内在能

量，使学生会思考、会选择、能实践，

具有独立精神，协助学生完成高中阶

段生涯发展任务的“走心”课程。

课程目标

帮助学生识别自己的优势并

挖掘潜能，同时提升学生的时间管

理能力、人际沟通能力、竞争与合

作能力、抗压能力及创新思维能力

等积极力量，通过这些正向力量，

促进他们当前的学业生涯及未来

的职业生涯得到较好的发展，实现

人生价值。

具体包括：扩展生涯探索的经

验，建立生涯发展的自我概念；增进

自我了解，促进生涯成熟；增进核心

职业能力，提升自我效能；增进对职

业世界的了解，培养学生对未来升

学或就业的生涯意识，改进学生职

业价值观；协助高一新生尽快适应

高中生活，充分挖掘自身优势，增强

学习动力。

课程内容

模块一：起始课

第一课：生涯规划与幸福人生。

帮助学生领会生涯概念；树立生涯规

划的意识；让学生感悟成长是一种

责任。

模块二：自我认识和探索

第二课：兴趣和价值观。使学生

掌握认识自我的方法——SWOT 战

略分析法；帮助学生从兴趣、价值观

方面认识自我，提高自我认知水平。

第三课：能力和性格。帮助学生

认识自身能力的多元性和个体差异

性，认识性格的多元性及两面性，唤

醒潜能。

第四课：理想和信念。认识理想

和信念在生涯发展中所产生的精神

力量；综合理解理想信念与生涯目标

以及与兴趣、价值观、性格、能力之间

的关系；引导学生初步制订生涯发展

计划书。

模块三：职业探索

第五课：“职业体验日”社会实践

活动。通过体验职业环境，激发学生

对 工 作 世 界 的 好 奇 心 ，树 立 职 业

意识。

第六课：职场人士面对面。邀约

职场人士座谈，深入理解生涯成功因

素，帮助学生了解行业发展前景，也

通过邀约活动增强小组内部凝聚力

和学生合作能力。

模块四：核心能力发展

第七课：人际沟通能力。让学生

感悟人际交往中理解、认同的重要

性；在体验和分享中学习人际交往技

巧，提高人际交往能力。

第八课：合作与竞争能力。学生

在合作中体验竞争，在竞争中学会合

作；通过活动让学生展示自我才能，

满足个性的表现力，体验团队合作的

力量和快乐。

第九课：情绪管理能力。帮助学

生正确认识挫折，掌握应对压力的专

业方法。

第十课：时间管理能力。提升学

生时间管理的意识；加强学生学习的

计划性；学会时间管理的方法。

第十一课：创新能力。让学生掌

握创新维的方法；通过多种活动提高

创新思维能力。

模块五：结束课

第十二课：展示人生规划书。

课程实施

应用团体心理动力学的原理，将

学生分成不同小组，教师作为引导者

提供活动主题。学生在小组内表达

自己的看法，小组代表在全班分享，

最后教师加以总结、升华或提出更深

层次的问题并让学生思考。具体

包括：

案例讨论。通过观看音像材料、

案例故事，启发学生思考。

活动体验。学生以小组的方式

讨论和展示相应的行为特征，使学生

产生内心体验，促进学生精神成长。

主题辩论。通过开展辩论赛及

演讲活动，让学生互相沟通想法，促

进学生对职业、角色和生涯的认识，

同时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角色扮演。让学生在剧中扮演

不同角色，以感受人生。

课程评价

综合学生在生涯自我概念、生涯

成熟、自我效能、职业价值观和学习

动力等五方面的情况，以及学生对课

程满意度评定和学生个别访谈结果，

以此评价学生课程学习效果。

教学感受

此前教授生涯课程主要使用的

是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讲，学生听，

学生对课程学习不感兴趣。改变传

统教学模式后，教师成为引导者，学

生成为主导者，他们在课上自信表

达，自我信念不断形成，每个学生都

有收获。

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许多学生主

动与教师交流自己的职业规划，积极

思考自己的未来。一学期的生涯课程

结束后，学生对自己的认识更清晰了，

也拥有了选择的能力，面对未来内心

越来越坚定。生涯课程真正在学生的

心里播下了种子，相信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颗种子就会自然而然地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

给高中生涯制定一个规划书
课程图纸 高中阶段是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也是选择未来人生发展方向的关键期。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开设“高中生涯

发展”课程，帮助学生在人生转折点选对方向走对路。

□秦丽丽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的“高中

生生涯发展”课程顺应了教育教学

改革潮流，其形成的“积极心理——

团体动力——活动体验式”的生涯

发展课程实施模式是对传统学科教

学的一次创新。该课程以积极心理

学为基础，使学生通过正面力量完

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自我确立。

课程实施中，教师应用团体动

力心理学原理，在生涯发展探索中

使学生相互激励、相互接纳，而不

是被动接受生涯规划知识，改变了

学生内心深处的态度、情感及价值

观。同时，课程采取的活动体验式

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方式形成鲜

明的对照，学生成为课堂主体，在

活动中积极探讨、交流、辩论，而教

师成为课堂的设计者和引导者，是

教练、导演甚至是拍手鼓掌的“旁

观者”。

在这样的课堂气氛中，学生于

不知不觉中提升了自主学习、自主

管理、自主规划的能力。该课程培

养的是立足当下、能够自我掌握生

涯发展道路、具有未来意识的积极

向上的人，其本质是“以人为本”的

生命教育。

点评嘉宾：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贵良

教师用心，学生“走心”

晒晒学习成果

纸短情长
山东省郓城县第一初

级 中 学 依 托 当 地 丰 富 的

“水浒文化”“栆梆戏”资

源，开设了以版画为载体

的“纸版画”课程，学生通

过实地走访、户外写生等

方式，了解历史故事、花格

木窗和人物服饰的知识，

在版画创作中生发对家乡

文化的崇敬之情。

严作涛/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