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飞象”学程盒

送给学生的送给学生的33个礼物个礼物
□ 夏 洁 周文雅

发现美好课程

刚一开学，江苏省南京市科睿小学学生就收到了一

份礼物——“小飞象”学程盒。学程盒由学习任务、内

容、工具、成果等要素整合而成，以实体化的形式出现在

学生面前。6年的小学生涯，学生会收到一个个不同的

学程盒，这些学程盒将伴随他们不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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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动翅膀的“小飞象”
□ 本报记者 金 锐

编后记

“小飞象”学程盒是江苏省南京

市科睿小学的特色，之所以叫作“小

飞象”，是因为学校校园的俯视图看

起来就是一头“象”的形状。

学程盒既承载着学校的课程理

念、教育特色，又作为一种实体的方

式呈现。一年级学生刚进入校园，他

们就会收到一份特殊的礼物——精

心制作的“小飞象”学程盒。顾名思

义，学程盒是一个精美的盒子，里面

有许多彩色卡片，是教师亲手制作

的，卡片上写着入学后要完成的一系

列“任务”。当然，这些任务并不枯

燥，而是转化成一个个有趣的活动。

学生在活动中融入小学生活，慢慢地

认识自己、认识他人，从而成长起来。

关于学生成长的通用类学程盒有

3个，分别对应小学阶段的3个重要时

期——一年级刚入学时、四年级10岁

时、六年级面临毕业升入初中时。每

个学程盒都提供不同的任务，这些任

务并非随意的、零散的，而是按照一定

逻辑精心设计而成，指向学生的各种

素质和成长指标。教师在学生接受并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也会观察学生状

态，进行考核、评价、反馈、修正。

当活动具备了课程的要素——

有目标、有内容、有实施步骤、有评价

方案，就能够更长久、更有序地开展

下去。实体化的学程盒还可以看作

学生的工具箱、思想库、资料盒、档案

袋，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加入个性

化内容，形成支持自己进行深度学习

的“百宝箱”。

科睿小学的学程盒不仅有通用

类，还有学科类、项目类、专属类等多

种类别。学科类对应学生的课堂学习

内容，结合基础课程、提炼学科特质。

项目类引导学生参与项目化学习，比

如“神奇的养蚕之旅”“太空种子培育

计划”等，光看名字就让人兴趣盎然。

这几种学程盒主要由教师开发，而专

属类则将开发的权利交还给了学生。

学生开发“古诗学程盒”，通过绘

制图画展开联想，帮助自己记忆；开

发了“数学学程盒”，通过扑克小游

戏、单位卡片、应用题小锦囊等方式，

快速掌握各种数学知识和运算诀窍；

开发了“英语学程盒”，内含单词小卡

片、故事地图、介词骰子等多种学习

资源……这些学程盒也会在学生之

间相互传递、交换，许多设计新颖的

学程盒还会给教师带来思考和启发。

学程盒可以视作一个中间载体，

将理论层面的课程设计实体化，鲜活

地呈现在学生面前。学程盒还提供

了一个师生互动的契机，让学生更好

地成为学校的主人。目前，学生参与

的学程盒设计更多体现在学习方法

和技巧等方面，学校不妨让他们进一

步深度参与。虽然学生的许多想法

还很稚嫩，但他们更清楚自己的实际

情况，会帮助学校的课程设计更加人

性化，也会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素质。

学生就是校园里的“小飞象”，学

程盒为他们插上了一双双美丽的翅

膀，扇动翅膀的“小飞象”可以飞得更

高、飞得更远。

课改观察·沈雪春①课程基地是将较大规模的课程群

集中起来进行现代化管理的教学场域，

是课程建设的一种新样态，其基本特征

是集约化。课程基地的集约化主要体

现在课程体系、课程环境、课程平台、课

程资源、课程师资和课程路径等方面。

集约化的课程体系具有主题式、

结构化、示范性等特征，是课程基地的

灵魂。课程基地的课程设置不是校本

课程的“装框式”汇总，而是主题式建

构，即围绕一个具体的主题形成若干

分类，每个分类设置若干门课程。比

如，可以围绕语文、物理等学科构建主

题，也可以围绕科创、武术等特色构建

主题，主题式建构的目的是形成某一

领域的课程集群效应，促进特长学生

的“向性”发展。具有基地意义的课程

设置不是课程的随意组合，而是结构

化的统整。比如，创客课程可以将创

作、创业、创造等模块统整起来形成横

向展开型结构，数学项目化课程可以

将数学科普、数学建模、智能 STEM 等

模块整合起来形成纵向提升型结构。

课程结构化的目的在于保证课程体系

的合理性和完整性，满足学生的差异

化发展需要。

集约化的课程环境具有规模化、

功能化、现代化等特征，是课程基地的

标志。规模化是课程基地区别于一般

校本课程场馆的显著标志，常常表现

为具有一定数量并能够优化组合的主

题式学习场域。课程基地能够形成具

有鲜明特征的物态文化，表现为泛在

式的文化布置和专题性的功能划分。

比如，可以在科技类的课程基地建设

体验室、实践室、探究室等功能室，形

成层进式功能组合；也可以在创客类

的课程基地建设创作区、创业区、创造

区等功能区，形成铺陈式场馆结构。

现代化常常通过人机互动平台和检测

工具的智能化得以体现，比如数学科

学馆、纳米技术教育馆、模拟航空飞行

室、梦工场等都是具有时代性和先进

性的课程场馆，可以成为课程领域的

“头雁”，进而产生“雁阵”效应。

集约化的课程平台具有多样性、

互动性、智能性等特征，是课程基地的

亮点。课程平台包括真实情境互动平

台、模拟情境互动平台、虚拟现实互动

平台、人工智能互动平台等：真实情境

互动如空乘舱、发球器、无人机等，为

学生提供真实体验；模拟情境互动如

模拟驾驶舱、模拟射击系统等，为学生

提供模拟游戏式体验；虚拟现实互动

如 VR 虚拟、未来城市等，为学生提供

沉浸式游戏体验；人工智能互动如机

器人对话平台、机器人搭建平台等，为

学生提供高级智能化体验。

集约化的课程资源具有联合开

发、多元显现等特征，是课程基地的成

果。在课程基地建设中，课程资源不

是一个组、一个年级、一所学校的开发

产物，而是学校、社会联合开发的结

果。一般而言，学校开发课程，高校助

力衔接，社区提供外援，网络共享成

果，课程资源形成校内、校外和网络的

联合开发、批量产出效应。课程资源

的多元化表现在课程本体、课程场馆

和实践成果等方面——就课程本体而

言，有读本、教学设计、学生作品等，体

现课程建设的深度；就课程场馆而言，

有主功能区、泛功能区、校外基地等，

体现课程建设的宽度；就实践成果而

言，有纸质类、实物类、网络类资源等，

体现课程建设的高度。

集约化的课程师资具有师徒式、

协同式和互助式等特征，是课程基地

的保障。课程基地可以通过名师引

领、协同教研和互助教学等方式助力

教师发展，“名师工作室和教研组织建

在基地”是课程基地建设的一条重要

原则，既能发挥名师工作室课程设计、

研究、实施的“司令部”作用，又能让教

师和教研组随时随地获得专业引领和

指导，实现名师引领、资源获取、实操

演练、临床诊断的“一条龙”服务。协

同教研是集体备课的升级版，它遵循

“项目认同—分工设计—设计者主讲

—教研组协作和认同—无壁垒听课和

观察—教研组反思和重构”的基本流

程，形成“抱团作战”的集约态势。

集约化的课程路径具有多样性、

联动性等特征，是课程基地的关键。

课程基地的活动路径一般由课程学

习、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构成，三

者形成一个课内与课外、校内与校外

的联动系统。课程学习是课程活动的

主路径，一般由普及课程、拓展课程和

提升课程构成，其规模和质量决定着

一个课程基地的品质；社会实践是学

生走向社会大舞台的通道，包括社会

调查和研究性学习等，其中研究性学

习是社会实践活动的高级形式，常常

以课题式研究性学习和项目式研究性

学习两种方式进行；校园文化是指学

校层面的非课程性文化活动，比如文

化节、科技节、嘉年华等，其目的在于

推动课程建设向纵深发展，同时更好

地评估课程建设的阶段性成果。

总之，集约化是课程基地的基本

特征，也是课程基地的作用所在，为课

程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效应。课程基地

的集约化所蕴含的集中化、规模化、品

质化和现代化发展态势，能够为学校

内涵发展带来新的能量，进而创造学

校特色重塑和品质提升的新机遇。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中学

党委书记）

集约化：课程基地的特征和效应

“幼升小”阶段的学生适应不了小

学生活怎么办？

如何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懂得感

恩、学会承担责任？

怎样给学生的小学生活画上圆满

句号，帮助他们顺利迈入中学之门？

针对儿童成长关键阶段的“绊脚

石”，江苏省南京市科睿小学开发了“小

飞象”学程盒系统——学程盒由学习任

务、情境、内容、工具、方法策略、成果展

示等要素整合而成，其中一年级的“启

学”学程盒、四年级的“启志”学程盒、六

年级的“启航”学程盒，都会帮助学生平

稳度过成长的关键期，发现自身的独特

性、创造性和无限可能性。

“启学”学程盒
轻松衔接小学生活

一年级学生入学的第一天，就会收

到教师送给他们的礼物——一个装着许

多彩色卡片的精美盒子。这是“启学”学

程盒的实体形态，彩色卡片由教师亲笔

绘制，包含“快乐校园行”“认识我自己”

“牵手好伙伴”“班级我的家”“成长科睿

娃”等板块。在教师的带领下，学生开始

认识学校、熟悉新环境，学习日常规范；

逐渐正确看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学会

自我悦纳；介绍自己、友好交流，学会与

他人相处；认识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以小

主人的姿态参与集体建设……

“启学”学程盒的各个板块均包含

“绘本与童谣”“快乐游戏”“巧手娃娃”

“回忆笔记”等内容，以“牵手好伙伴”

阶段为例，学生阅读绘本《我有友情要

出租》，学唱童谣《找朋友》，做“丢手

绢，找朋友”的游戏，开展“画画我的好

朋友”活动，还要在“回忆笔记”里写下

自己与同学的故事。

刚入学的第一天，一个孩子在校

门口哭着不肯进校。这时，校长走过

去拉着他，告诉他在学校可以认识新

的朋友，还可以做游戏、唱歌、画画。

孩子听了，将信将疑地止住眼泪。后

来，在学唱童谣《我爱我的家》时，孩子

因为想念母亲又开始流泪，但他还是

跟着大家唱了起来。在“启学”学程盒

的帮助下，许多原本内向、胆怯的孩子

都勇敢突破自己，一步一步融入小学

生活。

作为一种课程载体，“启学”学程

盒将常规教育融入丰富的体验活动之

中，帮助学生爱上学校、爱上学习，培

养学习适应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实

现了幼小过渡阶段的顺利衔接。

“启志”学程盒
暖心回望十年成长

10 岁是孩子成长的“界碑”，是他

们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阶段，学校结合

“八礼四仪”中的“成长之礼”，设计了

“启志”学程盒，帮助学生完成 10 岁阶

段的成长课程。这部分课程共分为

“给小种子的话”“我成长，我快乐”“我

成长，我感恩”“我成长，我担当”“我成

长，我期待”等板块，引导学生体验成

长的快乐、体验父母对自己的爱、体验

自己对未来的责任。

当学生拿到小学阶段的第二个学

程盒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向家长询问

自己的身高、体重变化。数学课上，教

师带着学生一起通过柱状图、折线统

计图，直观感受成长以来的身体变化；

课后，学生相互比较数据、分享自己的

“成长密码”。这就是“给小种子的话”

板块的活动之一，目的是让学生回味

成长，感悟生命的精彩。

从呱呱坠地到阳光少年，这些年

有哪些好玩、特别、重要的事情呢？学

生在“我成长，我快乐”板块，用绘画、

拼贴等方式创作属于自己的“成长地

图”，记录一路走来的足迹。

第一次叫爸爸妈妈、第一次学会走

路、第一次生病、第一次走进学校……

这些时候父母都有什么感受呢？在“我

成长，我感恩”板块，学生化身为小记

者，通过采访的形式记录下父母的回

答，感受成长过程中的这些细腻情感。

通过书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学生

吐露对父母的感激之情，不少家长都看

得热泪盈眶。

“我会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帮助

妈妈洗衣服、做家务。”一个学生这样

写道。如何承担起在家庭、班级、社会

中的责任，许多学生都有自己的想法，

他们在“我成长，我担当”板块的活动

中可以体会到主动承担责任的生命价

值所在。

“今天，我 10 岁了！更懂得感恩，

心有他人；更热爱运动，强健体魄；更

乐于探索，拥抱理想……”伴随着学生

的“十岁宣言”，学校为每个学生准备

了《十岁那年》一书作为礼物，还让他

们收集成长过程中值得纪念的物品、

照片，共同制作《成长纪念册》。

“启志”学程盒呵护学生的心灵，

关注他们良好习惯的养成以及健康人

格的形成。学生通过数学、语文、音乐

等学科的学习，完成 10 岁成长记录的

同时，还会运用采访、实践等方式进行

综合学习。这一阶段的学程盒不仅仅

是学习内容的指导，还是帮助学生珍

藏记忆的一种途径，成为他们学习过

程的记录和纪念方式。

“启航”学程盒
开启下一段旅程

在小学6年间，学生通过“启学”和

“启志”成长衔接课程，逐渐认识自己，

也认识到每一个人的完整性和独特

性。如今即将毕业，他们又需要哪些

方面的指引呢？“启航”学程盒已经设

计好啦——“恰同学少年”“我们的故

事”“中学寻访记”“最好的我们”等板

块囊括了学生6年间的时光回忆、同窗

友情以及他们对未来的向往。

当学生回忆6年点滴，一定会涌现

出许多与同学、老师在一起的瞬间。

学校让他们用心挑选出每年最具代表

性的照片贴在签名墙上，留下永恒的

回忆，共同书写“我们的故事”。

学生期待的中学生活是什么样

子？在“中学寻访记”活动中，学生会真

正走进中学，体验中学生活，向他们的

学长请教，为升入中学做好心理上的准

备。学校还会给学生组织一场特殊的

毕业仪式，让他们一起在操场“露营”。

小学毕业是上一段旅程的终点，

同时也是下一段路程的起点，“启航”

学程盒结合各种实践活动，将学习和

成长的场域拓展到更宽广的地方。

实体的学程盒由一张张精美的卡

片组成，但承载的成长内容却各不相

同，学生完成学程盒里的一个个“任

务”，参与其中的一个个“活动”，教师

按照课程目标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

指导与总结。“小飞象”学程盒帮助学

生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将新

知识转化为自身的认知结构，也一路

陪伴着他们的心灵成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科睿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