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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美好课程

北京一零一中学双榆树校区：

创编舞台剧《初见纳兰》

本报讯（通讯员 刘成成） 9月 23
日下午，北京一零一中学大型原创校

园舞台剧《初见纳兰》上演，讲述清代

词人纳兰性德一生的经历。舞台剧剧

本由一零一中学双榆树校区师生参与

创作，小演员多为该校初二年级学生。

“双减”政策颁布后，北京一零一中

学积极推进政策落实。校长陆云泉向

全体教师提出，要提高教学效率，做到

减负增效，还要加强作业管理，重视作

业设计研究，实现作业总量控制。《初见

纳兰》舞台剧就是双榆树校区在“双减”

政策之后开展的创新之举，他们结合独

特的校园文化，开展特色活动丰富学生

校园生活，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学

生在演出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学习舞台

表演技巧，还要背诵大量纳兰性德的诗

词，进一步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帮

助他们从‘被动学习’转变为‘主动学

习’。”舞台剧负责教师朱向近说。

据了解，双榆树校区地处纳兰性

德的故居桑榆墅旧地，学校多年来持

续推广以纳兰诗词为载体的“纳兰文

化”，每年开展“纳兰诗会”活动。舞台

剧还获得了学生家长和社会人士的支

持，这些关注教育的爱心人士为学生

搭建了“成长共同体”。

山东济宁兖州东御桥小学：

将文化“种”在校园

本报讯（通讯员 杨福海）小学生

打破班级界限，进入自己所选课程的班

级进行学习。日前，山东省济宁市兖州

区东御桥小学开展“选课走班活动”，广

泛开发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种”在校园，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请将你的小眼睛睁大，虎口撑

开，大拇指立起来……”戏曲教师尹东

芬将学生组织在一起，指导他们演唱

豫剧《花木兰》片段。尹东芬一边说动

作要领，一边动手示范，时刻关注每一

个学生的动作和神态，时不时走到学

生中间，纠正规范每一个表演动作。

除了每周校本课程开设戏曲以外，

学校还与区豫剧团联合开展“戏曲进校

园”活动，专业演员向小学生简要讲解

戏曲知识，介绍中国戏曲的发展历程，

现场讲解戏曲演唱技法。同时，还会精

心帮助学生体验戏曲彩妆、戏曲服饰，

让他们感受戏曲艺术的独特魅力。

“学校会进一步优化课后服务，充

分利用校内外的教师资源，让学生在

校内学习戏曲、民族舞、民族乐器、书

法、国画等自己喜爱的特色课程。此

外，学校还会继续加强学生体育锻炼，

科学设置体育健康小课堂，让学生在

德智体美劳等方面获得全面发展。”副

校长高敏介绍。

一线动态

将乡土的根植入每个学生心中将乡土的根植入每个学生心中
——北京市房山区“返乡·远行”乡土课程15年探索记

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

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

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望

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

……

诗人席慕蓉一首《乡愁》，写尽了

世人对故乡的恋恋不舍。乡土，向来

在中国文化史上被认作人们的“精神

家园”，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难以割

舍的“乡情”却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

“我们的现代化在逃离乡土的过

程中，也抛却了乡土作为中国人生命

精神安顿之所在，而恰恰我们又没有

重新找到足够的精神资源。”湖南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刘铁芳曾

呼吁，“在当下，重新理解乡土，扩展

乡村教育的视野，其实是基于每个人

精神发展的需要。”

“树高千尺，缘于根深”，当下的

学校该如何在学生心中植入乡土情

结，培育学生的故乡情和中国心？

北京市房山区给出的回答是：打造

“返乡·远行”精品乡土课程，把乡土

乡愁的根植入每个学生心中，铸就

爱家为国之魂，为他们注入心灵的

滋养。

在负责这门课程的北京市房山

区教委副主任、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校长郭冬红看来，“返乡·远行”乡土

课程是一门“固本工程、铸魂工程、打

底色工程”。

被遗忘的身边“宝藏”

建设一个怎样的乡土课程体系，

才能够系统、持续地培养学生认同本

土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早

在15年前，房山区教育人就已经开始

思考这一命题。

那时，房山区学生对家乡的认知

情况并不乐观。2007 年，对 1500 名

房山区在校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结

果显示：学生整体对乡土文化的认知

水平不高，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人能

讲出一个家乡名人的故事，大多数学

生不能说出家乡的特产。在抽样对

200 名升入大学的学生调查中，超过

一半的学生表示毕业后不愿意回到

本土。

事实上，房山是一个人文资源

“宝藏”，历史悠久、积淀丰厚——70

万年的人类史、5000 年的文明史、

3000 多年的建城史，绵延不断形成

了以“人之源”（周口店猿人遗址）、

“城之源”（北京最早的城市遗址西

周燕都遗址）、“都之源 ”（金朝遗

址）为 核 心 的 北 京“ 源 文 化 ”金 名

片。不仅如此，房山区还有堂上村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红歌纪

念馆、黄山店村“红色背篓精神”传

承教育基地等众多重要的红色资

源。同时，房山作为“生态涵养发展

区”，是首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

保护地。

这么多优质资源就在身边，而许

多学生却视而不见，岂不可惜？

“讲到历代皇陵，学生的第一反

应就是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然后是

清西陵、清东陵，再然后部分学生能

说到明十三陵，几乎没有咱们房山的

孩子能说出金陵。”房山区教师进修

学校历史教师张付文回忆往事时不

禁叹息，“学生对家乡的认知确实存

在不足。”

北师大良乡附中地理教师黄振

新回忆，有次他布置了一道练习题，

题目中给出的是房山地图，“当我提

问的时候，班里大部分学生都不认识

房山轮廓图”。

“这样的现象可能会造成学生

对生活缺乏热情，也缺乏感知周围

事物的能力，从而削弱他们热爱家

乡的情感。”北京四中房山分校教师

李敏说。

如何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实现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门旨在

让学生认识房山、了解房山、爱上房

山的乡土课程呼之欲出。

2007 年 9 月，在特级教师团队带

领下，房山区开始启动乡土课程的

开发工作，先后研发了“房山，我为

你骄傲”“房山文化”“房山地理”等

课程。这一步开启之后，乡土课程

竟持续开发了 15 年，如今这门课程

依然在汲取最新课改成果的进程中

不断升华。

“不同的时代背景，不同的改革

要求，房山区乡土课程建设从乡土

志、乡土教材到以乡土课程为主的地

方课程，再到场馆课程、主题实践课

程，从‘认知乡土’到‘行走乡土’再到

‘升华乡土’，与时俱进，迭代升级，最

终形成了‘返乡·远行’乡土课程体

系。”房山区教师进修学校课程与德

育研究室副主任周长凤说。

让乡土课程充满“现代性”

“返乡·远行”乡土课程从实施之

初就避免了单纯的“授课式”教学方

式，而是加入了学科融合、“特色作业

本”等鲜活元素。

以“燕都文化初探”这门课程为

例，曾经由政治、历史、地理等教师和

燕都博物馆的馆员共同教学，穿越了

学科壁垒，而这种学科融合的特点也

延续至今。

张付文印象最深的一次课就是

带领学生去周口店猿人遗址研学，当

时是地理、政治、历史三科联合实

践。周口店猿人遗址这片古老的土

地，既涉及历史学科的北京人、山顶

洞人等部分，也涉及地理学科的化石

形成、水土、温度等知识，还会涉及政

治学科的工具制造、原始人群社会结

构等内容。三科教师精心围绕这一

主题设置了许多相关问题让学生来

解决。

“具体到历史学科，我们让学生

了解北京人取火、用火的历史，让学

生在野外实践操作，进行取火、保存

火种的设计，学生发挥自己的聪明才

智协同合作，顺利完成了实践任务。”

张付文说。

与此同时，房山区教委还以学生

“特色作业本”为载体进行“知房山爱

房山”爱国主义教育。他们在学生作

业本封面上刊印房山名胜古迹、历史

遗存、文明景区等有代表性的照片，

封底附有一两百字的文字说明，让学

生在用作业本的同时了解房山，了解

自己的家乡。

2016 年 ，随 着《关 于 推 进 中 小

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的颁布，郭

冬红敏锐地意识到：“研学旅行”不

就是要让学生走进教育现场开启

综合性学习吗？这与房山区正在

实 施 的 乡 土 课 程 可 以“ 无 缝 对

接”。于是，在“独立授课+学科融

合+特色作业本”基础上，“场馆学

习”也被纳入了“返乡·远行”乡土

课程。

房山有这样的底气。依托周口

店猿人遗址、西周燕都文化遗址、云

居寺、贾岛祠、霞云岭红歌发源地、汉

白玉石雕艺术园等区域的自然和文

化遗产资源，房山区先后开发了25个

研学主题。

李敏曾经带领初一学生走进房

山世界地质博物馆。在游学任务单

里，她设计了如下任务：通过观察房

山世界地质博物馆，了解并简要记录

房山地质史上海陆变迁的过程；拍摄

自己感兴趣的山体部位并绘制相应

的等高线地形图示意图；认识一种或

几种岩石；体验地震和火灾逃生；

等等。

“这些都是初一学生能完成的任

务，学生积极性比较高，从对房山一

无所知到小有收获，他们的成就感油

然而生，对身边地理事物的认识也加

深了，为接下来的地理学习起到了很

好的铺垫作用。”李敏说。

房山区坨里中学地理教师赵兴

媛还记得她带学生走进石花洞的情

景，学生在现场提出各种各样的问

题，尽管“许多问题自己也回答不出

来”，但她还是很欣慰“学生真正开始

思考”。

这样身临其境的学习，不仅让教

师感觉受用，也让学生“开了眼”。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周口店猿

人遗址，当我到达山顶洞人的住所

时，我很好奇这么大的山洞是怎样形

成的，2 万多年以来是如何保存得如

此完整的。”周口店中学初二学生张

晨锋说出了他的疑惑。

“刚讲完历史知识中的西周时

期，就与老师一起去了西周燕都文化

遗址，看着眼前的文物和图片，站在

这片土地上，仿佛回到了古代，历史

知识也活起来了。”房山区良乡中学

高二学生王夏禹说。

“我还记得曾经在霞云岭唱响红

歌，心情振奋。在此之前，我并不知

道我生长的房山竟然是《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脍炙人口的歌曲

的歌词发源地，这片土地有着比我想

象更深邃的民族情怀，有着太多我不

知道的故事和精神。”刚刚考入首都

师范大学的房山学生邢泽龙如此

感慨。

在行走中感悟，在行走中学习。

多年来，学生的每一次外出研学都严

格按照课程实施的方式进行，避免

“走过场”，25 个场馆主题学习都以

“行前课、行中课、行后课”的方式进

行。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词曲创作地纪念馆为例：课前，教师

组织学生以歌唱、讲解、讨论等形式

激发他们对纪念馆的兴趣；课中在纪

念馆中 9 个不同的场馆设置不同主

题，每一个主题都依据不同意图设计

相应的学习方式并展开深度学习；课

后，还要通过评价量表来检验学生场

馆 学 习 效 果 ，帮 助 学 生 完 成 自 我

反思。

“场馆学习要解决的问题是让学

生到达情境现场，在深度参与和体验

中 开 展 寻 根 之 旅 ，感 受 家 乡 就 是

‘根’，本土文化就是‘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就是‘根’，红色文化就是

‘根’。”郭冬红说。

2019 年 ，课 程 迎 来 了 再 次 升

级。借助北京市规划课题“区域乡

土课程的开发与实施”，针对过去乡

土课程的不成体系、不够深入，郭冬

红带领团队围绕历史文化、自然生

态、风土人情、活力新区等主题内

容，构建了由“认知乡土”“行走乡

土”“超越乡土”三大板块组成的“返

乡·远行”乡土课程体系。团队还以

课程标准为基础，重点开发了政治、

历史和地理三个学科的乡土资源读

本，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重要的乡

土资源支持。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时俱进的

课程实施进程中，房山区以发展为

主题进行项目设计与实施研究，开

发了探秘“源”文化、回望房山“四

史”、探究房山生态环境、走进京西

红色基地、设计旅游线路、见证房山

教育变迁等10个PBL项目。

“这类课程重在引导学生在认同

乡土文化的基础上，能够超越乡土、

放眼世界。”周长凤说，“我们还将持

续开发情境性支架、知识性支架、资

源性支架、评价性支架，为学生的自

主探究学习提供支持。”

看见师生的拔节成长

15年“返乡·远行”乡土课程的浸

润，究竟给学生带来了什么？

尽管任何一项课程改革的效果

都 很 难 立 竿 见 影 ，但 从 2021 年 对

1500 名房山学生的一项统计数据中

或多或少也能“窥斑见豹”：大多数学

生都能说出 3-5 个家乡历史遗迹和

2-3个家乡特产，能讲述自己家乡的

故事，愿意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一

半以上的孩子毕业后愿意回到家乡

工作。

可以想见，无数的房山学生，已

经开始深度思考自己与脚下这片土

地的血脉关联。

“当我们研究家乡时，家乡好像

也在凝视我们；当我们遇见家乡时，

我们也遇见了自己。”在一本属于房

山区中学师生的乡土文学类杂志上，

有名学生这样写道。

尽管家国情怀的厚植可能并非

“返乡·远行”乡土课程一己之功，但

这门课程的确在学生心中留下了难

以磨灭的印记。

一名从房山毕业的大学生在演

讲时分享了这样一个案例：“今天上

了一堂建筑课，当老师将一张石函拓

片的图放出来时，我竟然有种无法言

说的亲切感。后来忽然想到，这是在

‘知房山爱房山’特色系列作业本上

看过的，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看

了 12 年的拓片早已不知不觉潜入大

脑了。”

因为爱家乡，有了对家乡的强烈

认同感，所以有了更深的使命感。房

山区坨里中学教师刘红艳讲述了学

生的成长经历：在课程实践中，刘红

艳带领学生探究房山区青龙湖万亩

森林公园开发项目，学生自己联系青

龙湖镇政府相关部门，亲自采访了镇

长关于公园建设的规划情况，还从当

地农办获得青龙湖森林公园实施

方案。

“通过万亩森林规划和对森林生

态效益的探究，学生提高了主动发现

问题并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

搜集、分析、利用信息的能力，学会了

分享与合作，增长了对社会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刘红艳认为这是意料之

外的所获。

在周长凤看来，教师同样在课程

实施过程中拔节成长。经过多年的

乡土教育实践，房山区教师对育人有

了更深刻的思考，他们树立起“为了

家乡事”的职业观以及“为了家乡人”

的学生发展观。当然，教师的跨学科

教学意识不断增强，课程开发与实施

能力也不断提升。

“与乡土文化融会贯通，这是中

小学课程与教学值得倡导的改革方

向之一，也是尊重教育规律、回归教

育本源的重要举措。唯有扎根本土、

融通生活，才有底气和定力去仰望课

程改革的星空。”郭冬红相信，随着这

门课程的持续开展，他们一定会将更

深的“乡愁”根植在每一个房山学生

的心中，无论他们走向何方，都不会

忘记“回家”。

北京市房山区一直不遗余力地将乡土文化融入教育，历时15年、经过4个不同阶段的迭代发展，他们开发的“返乡·远行”乡土课程如今已成为极

具本土特色的课程。无论孩子的未来是留守乡土还是远走他乡，他们都能在这门课程的浸润中拥有“故乡情”和“中国心”。

主题一：“双减”下的课后服务

“双减”政策出台后，学校应该怎

样开展课后服务，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做法、经验，欢迎来稿交流。

主题二：新美育“新”在何处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

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出台后，学校如何

落实新美育的要求，推动传统艺术教

育向新美育转型？

主题三：乡村美育如何开展

与城市学校相比，乡村学校存在

教学经费不足、师资数量有限、专业化

程度不高等情况，如何把所在地区独

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和民间手

工技艺等资源融入美育课程？欢迎来

稿分享您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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