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们是追根寻源组，通过近一个月的搜寻，我们
知道了学校劳动实践基地的来历、占地面积、基地苦竹
笋的年产值， 下面我将给大家一一汇报……”“我们是
时光探寻组，我是小组长熊春艳，我们很幸福，因为我
们有了一块 200 多亩的实践基地，我们在基地快乐地劳
动，收获着幸福，请大家看这一组照片……”

讲台上，各个小组的同学争先恐后地发言，汇报总
结近一个月来通过上网、采访、劳动实践等方式搜集到
的材料，教师在一旁不住地颔首肯定，笑而不语。

这些镜头来自四川省叙永县后山中心校， 李长江
老师执教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走进爱心基地—
苦竹林》。

在叙永县，像这样快乐轻松的课堂，可不是后山中
心校的“特产”，无论是城区小学还是乡镇小学随处可
见。 从 2008 年秋起，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以下简称
小综课）在叙永已经走过整整 4 个年头。

“当初推进这门‘豆芽学科’，只是出于严格按照课
程标准的要求把课程开齐，让学生多学点东西。 ”谈到
小综课的改革， 叙永县教育局局长赵燕友抑制不住内
心的喜悦，“现在看来， 小综课已经成为学生成才的摇
篮，教师成功的阵地，师生在实施综合实践课程中收获
了幸福和快乐！ 可以说，小综课已经成为叙永小学教育
的一面旗帜！ ”

小综课走上叙永教育大舞台

叙永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总面积 2977
平方公里，全县总人口 66.9 万人，小学阶段的在校学生
有 64000 人左右。在这样一个人口和学生数都比较多的
穷县开展素质教育，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事情。

2008 年， 作为业务部门的叙永教研室通过调研向
县教育局呈上了一份报告，报告认为：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是国家课程改革之后确定的一门必修课程， 是基于
学生的经验，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和社会生活，注重
对知识技能的综合运用， 体现经验和生活对学生发展
价值的实践性课程， 而叙永本身就是一个乡土资源丰
富的山区县城， 应该在中小学全面实施和推进这门课
程。 县教育局分管基础教育的相关领导看了报告之后，
十分重视， 决定在全县小学阶段对综合课程的实施进
行改革。

2009 年，叙永县确立了《贫困山区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实施策略研究》课题，水尾中心校、兴隆中心校、
黄坭中心校、后山中心校等 7 所学校成为课堂研究学校
和实施学校，通过探究实践，全县广大教师对这门课程
的认识逐渐清晰，课程的实施慢慢地“有章可循”，课题
成为了省级重点教育科研课题。

从 2011 年 10 月至 2012 年 6 月， 地处农村片区的
5 所课题学校相继举行了县级综合实践活动 “常态化”
推广现场会，周边学校的领导、指导教师近 300 人参加
了观摩培训， 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学生超过了 500 人。
小综课的改革经验交流获得了全县教师的认可， 各学
校在推动会的影响下， 把小综课的实施提到了一个重
要的议事日程。

小综课开始走向“常态化”尝试。

开发让师生快乐的课程

水尾中心校五（2）班曾鑫月参加完《竹笋生长》的综
合实践课之后说：“自然让我有了许多新发现， 原来我
们餐桌上鲜嫩可口的竹笋是这样生长的， 不论是在荒
草丛里，还是在狭窄的石缝中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竹
笋那么柔嫩，却又那么坚强，我想做一棵小小的竹笋。 ”

已经有 3 年小综课教龄的刘应玲老师在日记中这
样写道：“随着综合实践课程的深入开展， 我从一个害
怕担任综合实践课的教师变为一个想担任综合实践课
的专职教师，课程内容被开发出来，大家都觉得上好综
合实践课并不难，愿意走进这一门课程。 ”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推进，让叙永县的教育变了：
学生综合素质迅速提高，教师业务能力快速加强，学校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叙永教育局分管教育的副局长喻
新春不无感慨地说。

叙永县小综课以推行素质教育为核心， 以新课程
理念为支撑， 结合贫困山区农村学校的实际情况和小
学生身心的特点，以活动为载体，以课堂为主阵地，树
立“大课堂”观，立足校本，充分挖掘资源开展综合实践

活动的实效性研究。 综合实践课程的内容涵盖了研究
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劳动与技术教育、信息
技术教育等内容，通过实践研究，每所学校的综合实践
课程由无书变为“大书”、“厚书”，各校都有自编的综合
实践课程校本教材。

后山中心校把每周三课时的小综课时间累积起来
使用 ，大自然成为主课堂 ；西外小学把学校周边的各
种市场当成课堂， 组织学生到社区去采访和实践，从
而了解家乡，热爱家乡；水尾中心校，把课堂搬到国家
级风景名胜区———水尾画稿溪，让学生亲近自然；营山
中心校组织学生参加煤矿的劳动实践活动， 了解煤炭
的功能和危害 ，教育学生如何正确用煤烤火 ，以预防
地氟病……

采访中， 很多教师不无兴奋地说：“现在我上的综
合实践活动课比‘主科’更受学生欢迎，虽然研究一个
主题可能需要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但是学生
的兴趣很浓厚，参与度也比较高！ ”

丰富多彩的小综课主题

紧扣小综课综合性、实践性、开发性、自主性、生成
性等诸多特点，教育局把小综课的改革思路定位为：全
面实施，重点突破，形成特色。 到目前为止，7 所课题实
验学校的特色鲜明，大部分学校主题明确，少数条件较
为落后的村完小在小范围内尝试实施。

后山中心校以 “煤乡的孩子爱煤乡”“我是劳动基
地小主人”“云雾高山产好茶”为主题，确定一系列子课
题，让 3 至 6 年级的学生分段实践。 将学校开展的班团
队活动、校园艺术节活动、科技创新活动等纳入综合实
践活动加以开发和实施。

西外小学以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 留守儿童为重
点，分年级确立子课题，除了参加班级规定的课题外，
学生还可以在教师的指导下自由组合选择课题进行综
合实践。 “社区环保小卫士”“小小教堂安全员”“为社区
孤寡老人服务”“城乡环境保护宣传员”“认识家乡的老
街”等综合实践案例广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社区的支
书和主任也积极参与进来，成为学校综合实践课的“校
外辅导员”。

水尾中心校通过探索，提炼出了五大系列：七巧板
系列、竹笋系列、自然系列、社区活动环境系列、学校系
列；21 个小课题：有趣的七巧板、话说竹笋、寻找桫椤树
的足迹、亲近画稿溪、敬老院之行、走进水尾烈士陵园、
我走网吧找网迷……4 年来，综合实践课的实施推进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3 至 6 年级学生 100%的都参与到综
合实践活动中来，60%的学生爱好综合实践活动并有成
功的体验，20%的学生在综合实践中创新思维、 实践能
力得到显著增强，成为校园明星。

实验小学确定了“走进文化名城”“探秘健康之路”
“红领巾飘起来”三个主题。 通过古迹留香、新城展颜、

远离垃圾食品、走进蔬菜园地、学会感恩、探索自然奥
秘、共筑生命护栏、奏响文明礼仪等 8 个方面让学生实
地调查、参观访问、摄影、查阅资料，将综合实践活动推
向常态。

叙师附小针对部分学生乱扔垃圾、随意采摘花木而
屡禁不止的现象，引导学生关注环保开发的“让垃圾快
乐居 ‘家’”“让绿色点缀我们的生活”；321 国道和隆泸
铁路旁的兴隆中心校开发的“家乡的‘青藏铁路’”；地处
高寒山区的营山中心校开发的结合高寒山区生存的“地
氟病的防治”；四川省小学生禁毒预防教育示范点落卜
中心校开发的“禁毒教育”等成功案例很好地诠释了参
与学校对综合实践课的理解。

试点学校的综合实践课经验正向叙永的各学校推
广，各学校的领导和教师转变了过去把综合实践课当“副
科”看的错误思想，这门国家一开始就没有制订课程标准
和教材的“小”课程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学校做成大文章。

小综课成为新课改的“主阵地”

“大竹笋真奇怪，海拔越高越先长，从高到低长出
来，密密麻麻数不清，不发于春茂于秋……”

这是水尾中心校刘应玲老师设计的一节小综课，学
生正通过快板的形式总结半年来对竹笋生长的观察结
果。 课中，还有新闻发布会、演讲、诗朗诵等多种成果展
示形式。

西外小学教师李莎在小综课中很有想象力，她发现
自从接手综合实践课之后，学生上语文课的时候坐不住
了，眼睛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往窗外看，于是她灵感来
了：既然学生喜欢外面的大课堂，那就把语文课搬到社
区去上。 于是，她巧妙地把语文课的内容和小综课的内
容进行整合，让学生通过自己喜欢的形式去学习语文，
一学期下来，语文教材上要求学习的作文、日记，要求
训练的演讲，要求背诵的诗歌、文段等全解决了。

其实，很多教师欣喜地发现，担任小综课之后，教学
理念和教学手段不知不觉地发生了改变，走进课堂，总
想给学生来点“新鲜”的，学生也喜欢形式多样的课堂。
新课改的思想正在自己的课堂中得以体现和实践。

教研室相关负责同志介绍，在综合实践课程没有得
到重视之前，小学课堂改革基本上定位于语文、数学、英
语这三门“主科”，推进小综课改革之后，学生非常喜欢
多角度、多形式的更加开放的课堂模式，这对“主科”课
堂具有无限的启发力和挑战性，如今县上组织的每一次
小学教研活动，综合实践课是最大的看点。

“小综课的实践过程和成果展示为我们提供了更加
鲜活的课堂教学模式，我们要以小综课的建设推进作为
课改的主阵地，积极主动地把课堂中学生喜闻乐见的教
学手段渗透、运用到其他学科，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赵燕友对小综课的无限潜能有更大的期待。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泸州市教育局）

小课程做出大文章
———四川省叙永县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改革纪实

□ 曾永强■田野·行动

□ 本期主持 王占伟

童年消逝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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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摘编】儿童或童年，绝不仅仅是指个
体的一个生理年龄阶段，而是一个已经超越了
生物学之意义论域的文化学范畴。 在根本上，
童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更是一种文化的存
在。 儿童的本能与天性、欲望与需求、情感与志
趣、认知与逻辑、话语与活动等，衍生并构筑起
童年的精神世界与文化世界。 人们常常赞誉儿
童是诗人、是艺术家、是哲学家、是思想家、是
探险家等，这些说法无不都是针对儿童精神与
文化而进行的一种隐喻式表达。

审视今天儿童的生存境况，就不难发现童
年的绿洲在不断地被沙化、被挤占、被压缩。 这
表明儿童独有的诗意、纯真、质朴、自由的世界
受到严重破坏。

童年消逝的生态性危机不只是童年的人
文祛魅，它所反映的是整个人类文化之人文意
义的缺失与空位。 现代教育对于童年的捍卫，
在其根本的意义上，是现代人类文化克服技术
理性和唯科学主义之积弊而复归和重建人文
价值在教育场域中的反映。 此时，童年已不仅
仅是一个教育的命题，更是一个重大而深刻的
人类学和文化学的命题，因为它关乎到人性的
求解和人类的终级命运。

【本刊点评】一切源于童年。 童年的心境可
以延续至成年，可助人愉悦人生，取得成就，渡
过逆境，抵抗风险；也可以使人软弱无能，心理
多病，没有建树。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不过活一
个童年。 然而，教育的功利化使作为生命的儿
童在教育中的位置要么模糊不清，要么可有可
无，本应作为教育培养的儿童生命，经常沦为
外在的手段和工具。 之所以如此，一个重要原
因是对儿童认识和研究的苍白。 正是从这个意
义上说，教师的毕生课程是研究儿童。

■行业·点评

2010 年秋季，我从高三年级到了高一年级。 又一次
站在新起点上，面对新学生、新课程，心中满是对未来
的期待。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听到了“高效课堂”
这个名词。 当时，中国教师报培训基地的刘爱军主任现
场用高效课堂的模式， 给在场的校长们上了一堂小组
建设体验课。 参与的校长们大多已经步入中年，他们平
时或许不苟言笑， 让人敬畏， 但此时在这种授课方式
下，却能做到激情四射，才艺飞扬，展示了让人向往的
灵动课堂。 在会场，我心潮起伏，扪心自问，我们的学
生，多是处在花季的学子，在我们的教育下，有几个能
像在这堂课上的那些校长们那样， 用近乎放肆的方式
释放自己的才华呢？ 我在心里默默反思，我们过去扼杀
了多少学生可贵的创新思维呢？

回校后，我心中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要“偷
偷地”在自己班上试一下。 我邯郸学步地用刘爱军主任
的课堂模式将班上学生进行分组， 让同学们取组名定
组规，展示才艺，呼喊口号。 那堂课，同学们异常兴奋和
投入，他们的组名、组徽还有组规的设计都超出我的意
料。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个人的课改，我用自己的阵地，
用不成熟的模式开始了一种脱离传统的全新教学。

一个学期过去了，这个班的语文期末考试成绩高
出同类班级很多 ，校长发现后问我的教学情况 ，这时
我才向校长 “坦白 ”我一个多学期以来的自作主张的
做法。

授课方式的改变，学生课堂上的热情与智慧，让我

尝到了“偷懒”带给我的快乐。 但是摸着石头过河，总让
我感到底气不足。 我清醒地意识到要适应新课改，必须
要有与现代课改相适应的教学观念。

2011 年 12 月，我被派往山东昌乐二中和杜郎口中
学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培训。 这次外出培训，让我的教学
观念得到了彻底的洗礼。 我强烈地意识到：光整合思想
远远不够，彻底解放思想才是出路。 这次学习真正催生
了我的课改梦想，也为我的课改之路指明了方向。

山东学习归来 ，是 2011 年 12 月底 ，离期末考试
只有半个月时间 ， 但为了尽快将我在山东所学的教
学模式用于课堂实践 ， 我在这个非常时期果断地撤
走了讲台 。 我精心设计导学案 ，用灵动的问题 、灵活
的方式激发学生 。 记得在 《中华民族文化 》的知识梳
理探究课上 ， 学生在黑板上画上中国地图 ， 指点江
山，骄傲地介绍祖国的文明发展 ，我仿佛看到了他们
在未来主宰世界的精英形象 ， 他们编排的反映中西
文化交融与碰撞的小品 ， 寓庄于谐的表演让我惊叹
于他们身上的包容和大气。 一堂课下来，洋溢在学生
脸上的是兴奋，是满足，是成功，是快乐。 此刻的我被
深深地感动了 ，在这种课堂上 ，学生焕发的智慧光芒
哪是我在课堂上靠知识传授能够实现的呢 ？ 看到小
组有序的学习 、热烈的讨论 、精彩的展示 ，分明是他
们张扬的生命活力。 他们脸上的开心表情，让我重新
找回了从教的幸福感！

在我个人的课改之路走得比较顺的时候， 我意识

到一个人的课改是不能走远的。 我必须用自己的课改
热情去感染他人，必须用我的课改体验去引领他人。 我
为学校的老师举办的体验式培训达 14 场之多，在这个
阶段，老师们热情高涨，小组建设、导学案培训、流程打
磨，都做得有模有样。

但接下来的路走得并不顺利，在具体的教学中，有
的学科课堂流程走样了， 有的课堂不能有效地使用导
学案，有的小组管理出现了问题，这个时侯出现的问题
再也不是仅靠当初的激情所能解决的。 在课改推动异
常艰难的时候，我心里非常难受，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茫
然和无助。 当时给校长发了一条短信，表示我不想再干
推动课改的工作了。 我将自己关进办公室， 任泪水横
流。 校长没有回话，而是让我跟着他随着教育局推进工
作组到各个实验校去体验兄弟学校的课改， 当我看到
别的实验学校有模有样的反思会、学校文化建设、课堂
上自信展示及有效评价时，我受到了极大的感染。

就这样，我将更多的精力转向了深入的思考，我不
断地诊断课堂上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写出诊断报告，开
出处方，并且和各年级学生进行师生对话，来解决课改
中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

如今，学校的课改步伐走得更稳健了，学生变得自
信了，导学案充分体现了能力培养，小组建设也日趋成
熟。 我深切地感到：一个人走路，可以走得很快；一群人
走路，才能走得更远。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第二十四中学）

□ 席凌云■课改·故事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的课改

第二届全国新课堂教学成果
展示博览会“双十佳”获奖名单

十佳课改新名师

高 莹 河北省天卉教育集团鹰城一中
朱怀民 上海市金苹果学校
吕海伟 河北省三河市第一中学
秦小艳 河北省迁安市建昌营高级中学
吕 蓉 甘肃省西和县十里中学
陈金平 河北省承德县六道河中学
李春彤 辽宁省抚顺市第二十七中学
耿士军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铁路小学
李秀丽 河北省三河市皇庄小学
齐雅丽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矿工街小学

十佳优质课

杨东霞 河北省三河市冶金中学
李 杏 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
闫建立 河北省三河市第四中学
谢 添 河北省天卉教育集团鹰城一中
庄霄勇 湖北省襄阳市第二十中学
毕建荣 河北省三河市冶金中学
杨春燕 北京市昌平区长陵学校
于 莹 黑龙江省大庆市奥林学校
于 雪 湖南省新乡市凤泉区尚介小学
李文珠 山东省泰安市南关中学

苦竹林课堂上的叙永县小学师生。

第二届全国新课堂教学成果
展示博览会收官

新课堂“赛”出新成果
□ 孙和保

“教育的主阵地在课堂 ， 而课堂教学 ，
更应该关注学生的生命状态 ， 关注学生的
情趣 、能力的成长 ，关注学生的永续发展和
担当精神 。 ”11 月 24 日 ，为期两天的第二届
全国新课堂教学成果展示博览会暨 《“成长
为本———问题导引 ”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课
题阶段成果交流会在河北省三河市圆满收
官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 、编辑部主任李
炳亭观看了新课堂的展示之后 ， 对与会的
校长教师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

此次活动 ，在来自河北 、河南 、辽宁 、湖
北 、北京 、上海等十多个省市近百名教师 ，
分别在三河市 4 所学校进行了新课堂教学
展示 。 展示课的评委 ，除了固定的专家团 ，
还邀请各参会单位的领队和区县教育局教
研室教研员参与 ， 所有评委根据会前专门
为本次新课堂背景下的 “赛课 ”活动制作的
评课表评分 ，且采取 “走班 ”评课的方式 。 最
终 ， 组委会根据评委团打分和教师说课的
表现 ，综合考评 ，评出 “十佳课改新名师 ”和
“十佳优质课 ”。

为了发现和培养更多新教师， 推进学校
的课题研究，本次活动特别增加说课环节，从
赛课学校的会议室，到入住宾馆的房间，专家
们分别针对每一位参赛教师的课堂教学展
示，进行追问和探讨，以期发现更多有思想的
新教师，激发更多课改人的新思考。

据了解，本次活动与第一届展示博览会相
比，参与人数更多，涉及区域更广，新课堂呈现
的质量更高。 同时，新评选出来的“双十佳”教
师，将有机会走进更多区域，以“专家”的身份，
上示范课，指导学校课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