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制模型 识植物
科学课如何更有趣？福

建省厦门双十中学海沧附属

学校教师开发的“制作植物

模型”课程，让学生利用身边

的材料制作植物模型，解释

植物内部的“工作”情况，并

分析制作模型的成本。图为

在最近的学习中，学生把各

类豆子作为植物吸收的“养

料”“水分”，用吸管制作植物

的茎，设计出的植物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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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彩，画起来真爽！
□张配配

“岩彩画潇洒粗犷，画起来真爽

啊！”这是四年级学生边映旭学习岩彩

画时发出的感叹，也道出了学生们的

心声。我们的岩彩画课程让原本遥远

而神秘的敦煌壁画成为学生美术课上

的特殊“来客”。

开设岩彩画课程源于美术教师李

亮一次外出经历，课程“试水”后得到

学生“首肯”才正式开始。一次，校长

经过“岩彩实践坊”，还没进门就听见

“砰砰砰”的敲击声，还夹杂着“哗啦

啦”的流水声，间或有学生说话声，校

长走进教室看到一派热火朝天的“劳

作”景象。教室里的师生分成三组：男

生用锤子敲碎石头，再用钵研磨成细

粉后交给另一边的女生，女生围在水

桶旁边进行沉淀淘洗、层层过滤。这

时，教室角落传来李亮的声音：“同学

们，从一块石头到美丽颜料，再到成为

画作的一部分，需要的是从容淡定、安

宁自信的精神力量。所以，大家不要

着急，一定要沉住气！”

看到这里，校长松了一口气，原来

这是学生在上岩彩实践课。学生发现

校长进来了连忙举起手中的成果说，

“这罐颜料是我亲手过滤的，校长，你

看够细腻吧”“这块石头是我精心挑选

的，颜色漂亮极了，做成颜料送您一

罐”……

“看到这些装在罐子里的五彩缤

纷的颜料，想象着学生制作的过程，我

很欣慰，学校一定克服困难大力支

持。”课后，校长与李亮的谈话坚定了

教师们探索的信心。

从原材料选取到教材可行性分

析，从课堂鉴赏到社团实践，再到创作

普及，一年多的时间，项目组教师大胆

尝试，课程开展得有声有色。

学生完成岩彩画颜料制作后，惊

叹于自然神奇的同时，更为先人的古

朴智慧所折服，但更多的是不满足。

“悠远的驼铃、飞天的神女，岩彩的韵

味和神秘值得我们一直去探寻。如果

能试着画一画多好啊！”

实践课上，学生董馨怿一谈到岩

彩画创作就眉飞色舞：“我觉得制作画

底的过程最考验耐心，你看，从铺设沙

底、有色土上色再到刷制蛤粉、层层阴

干，环环相扣，马虎不得。”4 周时间，

从零基础到可以完成一副简单的岩彩

作品，从描稿到裱纸再到作画，每一个

作品的完成都以学生克服无数困难为

底色。

“老师快来看，我总是把握不好水

和胶的比例……”有学生急得跳脚。

“我也犯愁了，颜色剥落的肌理感

总也处理不好，怎么办？”学生石广艺

举着手中的《九色鹿》画稿着急地说。

这都是创作课的常态，教师一个

个安抚学生情绪，悉心讲解指导，教室

慢慢又安静下来。虽然学生临摹的是

同样一幅作品，但每个人在作画过程

中又会有自己的问题和想法，最终的

作品也不尽相同，有的是冷色调，有的

是暖色调，每个人的作品都自成风

格。岩彩矿物石色和着胶的肌理感在

学生的画作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每

一次涂抹、每一个疑惑似在颠覆却是

重生，学生从中体会到岩彩特有的时

光美。

“裱好以后就更有感觉了，把孩子

的画放在家里被亲朋好友当作艺术品

欣赏，我很自豪！”家长专门为岩彩课

程写下留言。

岁月失语，唯石能言。课程开设

一年多来，学生不仅领略了岩彩画的

淳美，体味到作画过程的与众不同以

及传递出的精神品格，同时借助课程

开发，教师利用岩彩画这一古老的通

用“语言”，引导学生临摹敦煌石窟壁

画、新疆龟兹壁画、克孜尔石窟壁画，

了解沙漠景象、丹霞地貌等知识，大胆

创新不断尝试，创作出飞天神女、九色

鹿、佛像造像等作品，开拓了美术视

野，提升了鉴赏水平，更加深了对“一

带一路”国家文化的理解。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张店

区湖田小学）

课程故事

与一位教育同人聊课堂教学，他

提出一个观点：课上教师不能太忙，

教师应该忙在课外。这句话很朴素，

却道出了课堂教学应有的生态。可

是，我们的课堂现场是教师太忙——

忙于提问、讲述，忙于将一个个知识

拆解成无数问题抛给学生。教师不

断提问，学生接连回答，每一个问题

留给学生的思考时间极短，有时学

生甚至是“秒答”，这样的答案可能

是缺少思考含量的。一节课下来，

教师问得不亦乐乎，学生答得不亦

乐乎，课堂却没有呈现出“智力活动

的气息”。再者，教师在课上忙于讲

解。课堂教学离不开教师的讲，但

如果一节课都是教师在讲就意味着

学生的学习方式只是单一的“听中

学”，没有激发学生主动性的学习效

果必定打折扣。

教师问得忙、讲得忙，一节课又一

节课，最终“整日忙忙，碌碌无为”。教

育常识告诉我们，学习是无法替代的，

只有学生自己学才能真正学会，所以

课堂教学最理想的状态不是教师很

忙，而是学生忙起来，让学生的学习忙

起来，让学生的智力活动忙起来。

学生在课上忙起来了，教师就无

所事事了？这当然不可以，教师在课

上依然是忙碌的。我以为，教师应在

课上忙于收集信息，发现学生在学习

中的各种情况，然后根据学情调整教

学策略。教师是课堂“信息采集员”，

是课堂信息的“评估员”，课上教师的

大脑要高速转动，但并不是代替学生

思考，而是观察学生的学习，像雷达

一样高强度收集学习信息。

课堂是一个信息世界，每个学生

都在不断发出信息，这些信息有的是

正确的，有的是错误的，有的是别具

一格的，教师要在这些无比丰富、极

其庞杂的信息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不仅是正确答案，还有那些可以

进一步推进学习进程的信息，可以帮

助学生学得更好的信息。这样的信

息可以帮助教师及时调整教学行为，

使课堂教学教在点子上、教到心坎

里。课堂的丰富乃是信息的丰富，那

种整节课都是“小手如林，对答如流”

的课堂很难有丰富的信息，也就很难

有丰富的学习成果。只有来源于学

情的教学，只有用眼睛和耳朵去发现

儿童、用心灵倾听心灵，才可能是真

正有效的教学。

要实现教师课堂“忙”的重心转

移——从忙于“问”与“讲”向忙于“收

集信息”转移，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

教师的教学设计要与之配套，特别是

设计有思考价值的学习任务。这些

学习任务不是通过简单回答就能实

现的，而是要经过整块时间的苦苦思

索才能有所得。这样的任务设计本

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教师付

出智慧和时间。所以，教师的忙，要

从课前的忙开始，做好教学设计，才

能促进学习，让学生在课堂忙起来。

教师如果不在课前做足功课，那么在

课上就会手忙脚乱。当然，即使教师

这样做了，课上依旧可能手忙脚乱，这

是因为教师对信息的敏感度不够，不

会收集信息或无法对信息进行准确判

断。怎么办？这些问题解决的主要渠

道是课后反思，教师要通过不断地做

“事后诸葛亮”，慢慢地成为“事前诸葛

亮”。所以，课堂教学结束时，又是教

师脑力劳动开始忙碌之时。如果一个

教师从来就是课上忙于“问”忙于

“讲”，下课就把课上的信息抛到九霄

云外，那么他一定不可能成为专业教

师，因为教师专业化有一条绕不开的

路，就是反思。

教师要忙在课外，包括课前设计

和课后反思。在课上，教师看上去不

应该很忙，不能疲于“问”和“讲”，醉

心于碎片信息，这样的课堂教学难免

会是“一地鸡毛”。如果教师一定要

在课上忙，那么教师在课上首先就应

该忙于收集学习信息，一个无视学习

信息的教师好比蒙着眼睛上课，无法

看见学习更无法看见学生。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

教师应忙在课外

本期读校：北京十一学校龙樾实验中学

未来学校的样子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读校系列④

3年前，北京十一学校龙樾实验

中学开学。

学生、家长、教师共同体验 4 个

环节，完成了他们的“开学礼”。其中

一个环节，家长、学生和教师分别在

准备好的砖上刻上自己的姓名，摁上

自己的指纹，并刻录日期。这些留下

了专属于自己符号的砖经过烧制，最

终筑成一面特殊的校园文化墙，镌刻

了龙樾开元年所有参与者的印记。

有着强烈参与感的这一环节叫

“共筑龙樾”。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充

满想象的开端。按照校长王海霞的

设想，这所学校应该是所有相关者

“共创、共筹、共享”的结果。

有心的教育人总能找到学校为

学生而存在的合理方式。其实，他们

的“开学礼”是学校课程的一部分，体

现了 4 个理念：一是开元，即龙樾实

验中学首度开学典礼；二是作品，即

将每一个活动都当作一门课程，在参

与过程中产生作品；三是课程，即课

程理念贯彻活动当中，在活动中体现

课程特色；四是创新，即在所有活动

中，想别人不能想、做别人不能做，不

懈创新，不断突破。

如果追溯学校的源头，到正式开

学前，这所学校已经经过了 49 个月

的孕育。王海霞说，在2012年9月北

京十一学校建校 60 周年之际，龙樾

实验中学就开始筹备了。

这所学校建立在一群人的愿景

中。她的许多创意——蕴含了教育

意蕴的建筑、不一样的学科教室、释

放每个人无限可能的制度，都在不

同程度上打破了人们想象中学校的

样子。

“龙樾人”将自己的学校描述为

一座“未来小镇”——开放、好玩、自

由、创造。他们希望将学校打造成一

所“教育学行动研究学院”，建设成一

个开放的“未来小镇”。

学校没有围墙，你一脚便可以踏

进学校的核心地带教学楼。连接教

学楼与社区道路的是用红砖铺就的

一块空地，那就是学校的“围墙”。学

校曾在这里多次开展社区调查活动，

这块空地已成为龙樾学子了解社会、

走进社会的一个“触角”。

有人说，站在北京十一学校肩

膀上再出发的龙樾实验中学是含着

“金钥匙”出生的，一诞生就如此风

华正茂。但是，如果你看到的仅仅

是“龙樾人”嘴里含着的那把“金钥

匙”，可能会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

“偏见”之中。真正走进学校，更要

看到的是一群人孜孜以求改变教育

的愿望和姿态。

在学校筹备阶段，王海霞与她的

团队便一直在思考：当学生需要按照

自己的意愿选择不同课程时，学校空

间资源如何盘活？当课堂需要给学

生提供更多动手和体验的机会，空间

的内部结构和资源配置如何从“教师

教的中心”转向“学生学的中心”？环

境如何变为学生的学习伙伴，引起学

生多感官、多方式、多地点的学习？

带着这3个思考，“龙樾人”开始重构

教育空间，挖掘空间的教育价值。

学科教室是龙樾实验中学最值

得探访的一方教育空间。学科教室

的功能更为多样，更具学科特点，各

种学习资源被引入教室，为学生的自

主学习提供便利。学科教室具备上

课、读书、实验、讨论、教研等多种功

能，集“讲授区、自学区、研讨区、操作

区、仪器区、上网学习区、阅读区、教

师工作区”八大功能区域为一体。一

间学科教室就是一个小型图书馆、一

个微型实验室，就是师生可以诗意生

活的地方。

教室里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细

节：有不怕污染和破坏的地面，有高

挑、方便悬挂或带有轨道的天花板，

有方便取用的工具和实验设备，有既

可隔离又可连通的备用间和危险实

验品单独存放间，有方便搬运大型物

品时可打开的大型顶门，有水和公共

设施的合理接入和带 USB接头的安

全电源，有洗手池、触屏电脑、可移动

黑板、可移动大型试验设备，有方便

组合、移动的学生课桌椅，有学生作

品和专业书籍等收纳柜和展示墙，有

开放且无违和感的教师工作和休息

区，有彰显学科精神和专业要求的规

则、标准和主张……

如果你以为这里仅仅是“高大

上”的空间设计，那将又是一种误

会。人与环境总是共生共长的，在这

样 的 环 境 里 ，学 生 可 以 借 助 各 种

APP、云校资源等最新技术自主学

习，学习可以随时随地发生。学校还

为学生提供可以“私人定制”的书院

课程，每一个学生都有不同的进度、

不同的作业，并且针对每一位学生都

有独立的评价。

学校还有许多留白空间，这些空

间都是课程生长的地方。比如植树

节时种什么树，学生会利用生物学科

知识进行选择。校园的植物不仅仅

是绿化作用，还能为学科教学服务。

3 年前开学 100 天时，学校开展了主

题为“百日反思”的活动，师生一起种

下银杏树并将其命名为“反思树”，旨

在让反思文化植入师生心中。

学校的空间设计旨在支撑课程

更好地落地。知名主持人崔永元为

学校捐赠了一个电影博物馆。这个

开放式的博物馆存放了崔永元收藏

多年的世界各国的电影海报、不同年

代的电影杂志和小人书等。于是，这

里便有了新的课程，构成了可以转化

为对学生有影响力的新世界。

这只是龙樾博物馆的冰山一

角。龙樾将整个学校变成了一座学

生成长的博物馆。学校鼓励学生的

作业作品化，不同学科产生的有形的

学习成果，如摄影作品、陶艺作品、服

装设计作品、手工艺品等，最终都呈

现在不同空间。这便是龙樾的“学

校+博物馆”模式。

2018 年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

日，这一天龙樾线上博物馆正式开

馆。从此，龙樾博物馆实现了线上与

线下结合的运营方式，成了记录龙樾

实验中学和“龙樾人”故事的集散地。

龙樾实验中学的看点多，故事更

多。据说，8年前王海霞被调入北京

十一学校时，她携带的为数不多的家

当里就有一箱她经常看的书。一所

新建校的顺势崛起不是偶然的，一位

好校长的成长也不是偶然的。基于

学生立场、凭借设计思维，这所“建在

未来里”的新概念学校，为学校存在

的样子进行了生动的描绘。

这样一所“高颜值”学校的背后

是“高研值”，即带着研究思维审视学

校的一切资源。所有的匠心设计都

旨在帮学生走上发展特长、探索未知

的旅程，旨在让师生潜能被充分激

发。王海霞说，“要像呵护眼睛一样，

呵护孩子的创造力和敢于尝试、勇于

突破的精神”。

龙樾实验中学的会议室有爱因

斯坦的一句话：“如果一个想法在一

开始不是荒谬的，那它就是没有希望

的。”这句话看起来似乎有些极端，但

“龙樾人”懂得它的深意，那就是鼓励

大家放开手去干、去尝试、去探索，去

无限逼近教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