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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选说明】
1. 学校具有不少于 3 年的
课堂教学改革经验。
2. 在高效课堂建设中研究
出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3. 创新成果在教学实践中
取得良好的效果。

【推选规则】
1. 申报形式：学校自荐、编辑发现、专家推荐。
2. 资料核实 ：经评审活动办公室审核 ，申报材料合格的学
校进入候选名单， 并在 《现代课堂周刊》“高效课堂创新成
果”选题中展示。
3. 评审流程 ：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 ，根据学校申报的材
料、创新成果的价值、创新成果的科学性等进行综合评比。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征集候选学校 （10 月~12 月 ），同步进
行候选学校创新成果展示。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 （2013 年 1 月）
第三阶段 ：获奖学校创新成果发布 ，举行颁奖典
礼。 （201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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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高效课堂100问

19. 如何提升小组建设的活力？
答：小组其实是一个团队，小组

建设就是在建设一个团队， 对于学
生来说， 是在建设学习与生活的两
大团队。 团队中如果没有活力作为
支撑，小组效益就会降低，组员的兴
趣也会下降。 所以，如何提高小组活
力，就成为小组建设的关键。

从高效课堂的角度来看 ，展示
是激发小组活力的有效方式 ，在这
方面多思考 、多创新 ，会让小组向
更加积极化和有效化的方向发展 。
教师应该给小组团队设计各种小
组活动 ，提供更多的展示舞台 。 同
时 ，小组活动的设计 ，也应该体现
出层次化。

班级小组活动。 班主任在班级
管理中， 应该有目的地为学生搭建
小组活动平台，让更多的小组亮相，
并大量进行评比活动。 最有效的方
式是从学生的兴趣活动出发。 例如，
教师可以设计最会演讲小组、 才艺
展示明星组、 课外读书兴趣组等活
动， 目的是让每个小组在大量的班
级活动中，时时参与、时时活动 、时
时展示、时时评比。 这样，小组就会
不断保持活力， 学生也会拥有更多
的成就感与幸福感。

年级部小组活动。 以年级部为单
位的活动， 既可以推动班级小组活
动， 也可以帮助提高小组活动的质
量。 年级部的层次和范围高于班级，
所以，针对各年级部开展的活动，可
以更有效地提升小组活力， 激发学
生参与的积极性。 设计年级部活动，
目的是让小组活动再生长。 在年级
部主任的带领下， 教师可以针对班
级的小组活动搭建展示平台。 例如，
每过一周或者两周，就设计一次“最
能活动班级”； 吸取班级小组活动的
优秀方案， 举行年级部的同步活动。
这些活动既可以保持班级与年级的
一致性，又可以让活动升级，最终点
燃学生的热情与活力，让学生得到更
多的收获。

学校大课间活动舞台。 从校园
内部来说，学校是最大的单位。 学校
围绕班级、年级部的活动，举行校级
活动，是小组活动的又一次生长。 例
如，教师可以以小组为单位，设计出
学校各年级部都参与的大课间展示
活动， 并分层次地评选出哪个年级
部展示最优、哪个班级展示最优、哪
个小组展示最优。 这种方法，既符合
国家提出的 “学生大课间” 活动要
求， 也可以把活动的权力充分还给
学生，激起学生的参与欲望，让大课
间活动真正成为以学生为本的生命
活动， 让学生在其中充分享受生命
的愉悦。

有了活动的意识和活动的层
次， 小组活动的质量自然会得到提
升，学生的参与度、积极性也会得到
相应的提高。

“生命在于运动 ”，小组的活力
在于活动。 提升小组活力的最好办
法，就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分层次
地设计各种丰富、有趣、新鲜的小组
活动。

（江苏省昆山花桥前景学校校
长 柏见军）

■教改十年成果展·高效课堂创新成果（十一）

南望山小学：

绿色教育
□ 张同祥

在“自然、和润、童心”的文化理念指引下，南望山小学
努力创设一个 “时时受教育 、处处受感染 、事事受熏陶 ”的
绿色校园环境 ， 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拓展知
识，增长智慧，以绿色环境润泽学生心灵，陶冶学生情操。

校园中的绿色
1. 楼名文化
南望山小学的楼名蕴藏着许多绿色文化。 比如“生态楼”

蕴藏生命至上的内涵；“志趣楼”蕴藏立志好学的内涵；“体悟
楼”蕴藏感悟生命的内涵。 这些楼名共同体现出了南望山小
学共生、共融、共进的绿色校园文化。

2. 楼层文化
学校每个楼层都有主题鲜明的楼层文化，分别是：绿之

源———世界各地原始的绿色景观；绿之韵———城市绿化等人
工绿色景观；绿之歌———古今中外的名诗佳句；绿之赞———
人类生态治理成果。 此外，每个楼层还设有“绿色读吧”。 “读
吧”中的 1000 余册图书，能帮助学生随时品味经典，分享知
识，滋养心灵。

3. 走廊文化
学校的走廊上摆设着常青树， 窗台上陈放着绿叶吊兰，

墙壁上设置了由学生创办的“笑脸墙”等专栏，让校园中充满
生命的畅想，也让文化中拥有学生的身影。

课堂上的绿色
1. 点亮班级文化
每个班级都有师生共同设计的班牌、绿色公约、成长目

标、全家福、每周乐学善学榜、月星少年榜等。 教室前后的文
化墙上，有小组成长阶梯、小组文化展示区、学生作品展示
区、班级特色展示区及涂鸦区等板块。 每个学生都能在教室
内外寻觅到进步与成长的足迹。

2. 教室个性化命名
学校依据绿色办学理念，用花草树木给每个教室进行个

性化命名。 花草树木的名字虽平凡，但班级可以充分挖掘其
不平凡的内涵，通过阅读、活动不断升华这些平淡的名字，让
花草树木代表的品质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成为学生共同前
进的方向。

创新点一：绿色校园

1. 绿色课堂的四大原则
生命。 教学始终围绕学生自由、生动成长的宗旨，不断努

力解放学生，时刻关注生命成长，回归教育本真。
生态。 远离封闭的室内教学，提倡自主学习，崇尚研究性

学习和探索性学习。 教师的角色为设计者和促进者，学生由
被动的教学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具有创造性的学习者。

生本。 以学生为中心，从学生的认知与需求出发，让学生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生活。 把学生的生活经验课堂化，并延展课堂时空，实现
在小课堂中放眼大社会， 让学生感受到课堂所学源于生活，
享受课堂的趣与美。

2. 开设多元化的绿色课程
学校除开设国家课程外，还依据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开

设了环境教育校本课程，先后编写了《气象百科》、《保护环境
从我做起》等教材，开展“绿色阅读”。

学校关注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着眼于学生个体潜能的
发挥，每学期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可供选择的“2+1”组合式课
程菜单，每周二下午实行走班制，提供了近 15 门课程，供学
生自主选择。

3. 变革学习方式
作为武汉市洪山区区域课改样本校，学习方式变革作为

教学变革的四个支点之一，经过不断的探索，学校形成了“学
教互助、生态生本”的课堂教学模式，提炼出“定向自学、同伴
互学、小组展学、应用悟学”四步学习流程。

定向自学。 教师激发学生兴趣，为学生设定目标，学生展开
自学。 教师关注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做好第一次学情调查。

同伴互学。 学生之间质疑互助，小组释疑，教师高度关注
各小组内互学、群学的状态，及时评价，适时跟进参与，点拨
指导，做好第二次学情调查。

小组展学。 学生合作交流展示，其他学生可提问、可补
充、可修正。 教师在疑难处点拨、在关键处挖掘、在延伸处拓
展，并在学习方法、参与态度、展示深度等多方面对学生做出
激励性评价。

应用悟学。 教师通过拓展性训练，检测反馈、自测自评、
自评互评，指导学生开展“诊断性学习”和“反思性学习”，让
学生把知识本位转化为能力本位。

4. 创建“绿色环境儿童科学院”
学校引领学生自主成立“绿色环境儿童科学院”，下设气

象 365 观测站、地球小拍客、动物保护团等。 “科学院”招募小
小气象观测员，坚持 365 天的气候观测，定期组织环境考察、
环保知识讲座、环保文艺宣传、“问诊地球”主题班会等活动，
并将活动成果用手抄报的形式在班级走廊墙上展示，供所有
学生学习交流。

5. 设立绿色节日
仪式、庆典、传统节日都是学校的绿色节日。 绿色节日使

校园生活丰富多彩而充满神奇。 如校园艺术节、科技生态节、
读书节这些节日，学校结合学校实际情况，举行文艺汇演、演
讲比赛、智力抢答、特长展示等活动，让学生的童心、童趣、童
真得到释放。 在绿色节日期间，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与一些
力所能及的环保公益活动，如节水、节电、节约粮食，引导学
生回归自然，体悟生命的意义。

6. 开辟绿色阅读路径
绿色阅读是课内向课外延伸的一项奠基工程。 学校主张

崇尚自然，探究阅读的真；追求卓越，体验阅读的美；深刻悟
学，享受阅读的趣。 为此，学校建构了以阅读积累为阶梯的四
条行动路径。

营造读书氛围。 学校校园里布置的“诗词走廊”、开放的
“翰墨飘香”专用教室、宣传栏中的国学文化熏陶、楼梯角的
读书柜等，无不给师生营造了良好的读书氛围，再加上自编
的“绿之韵文化健身操”，更是集锻炼、情趣、学习、思考为一
体，催发学生阅读的自觉性。

培养读书习惯。 学校自主开发了《绿色阅读积累册》，包含
的内容有“读书小明星”评比条件、“绿色宝贝”读书书目、“绿色
宝贝”阅读心得报告、“绿色宝贝”诗词积累单。 《绿色阅读积累
册》将帮助学生爱上阅读，培养出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搭建读书平台。 学校将每学期的 5 月和 10 月设为校园读
书月，开展各项读书活动，设定团体奖和个人奖，激发学生课
外阅读的信心与热情。 此外，还举办“读书星光大道”活动，全
校学生一起参与海选，最终评出活动优胜者。

反馈读书成效。 每个月，师生共同推荐出阅读质量高、阅
读数量多和在《绿色阅读积累册》上记录认真的阅读明星。 学
校通过全面考察，在每个年级评选出一名“读书王”。

创新点二：绿色课堂

绿色教育的理念是回归生态，寻找学生的童趣、天真与
好奇。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望山小学通过校园文化、课堂
文化、评价文化的构建，经过“环保———环境———绿色———
生态”的发展过程，努力将“绿色”与“生态”还给学生，让学
生在享受一片“绿色”的同时，感受到生态的重要，体悟到生
命的意义。

评价是理念，是责任，更是服务。学校的绿色评价
理念是：在评价中自信生长主体意识，自主生成主体
能力，多元升华主体人格。 每日、每周、每月、每学期，
都有不同形式的绿色评价，评价的方式是：自评、学生
评、教师评。

1. 绿色品行评价
绿色品行评价是以学生的品行为基础，在和谐、自

然、人文气息的生活和生态环境中，对学生进行评价。
评价凸显“三自”、“三心”、“四向”培养目标。 “三自”：自
信、自尊、自主；“三心”：珍爱自己的心、尊敬他人的心、
热爱自然的心；“四向”：向善、向真、向上、向美。

学校在培养目标指引下，分不同项目，设置过关
条件。根据低、中、高 3 个年段学生的认知规律和身心
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评价标准，实施多元化、多角度
的过程性、激励性评价。 当学生将其中一项的几关都
闯过后，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卡”，从而享受成功的喜
悦。 “卡”包括文明卡、好学卡、健康卡、环保卡、活力
卡、孝心卡、诚信卡。 “闯关夺卡”的活动会满足学生的
心理需求，成为持续激发学生活力的动力源泉。

绿色品行评价的目的是， 让文明浸润学生的言
行，让环境净化学生的心灵，让实践锤炼学生的品行，
让习惯成就学生的未来。

2. 绿色学业评价
绿色学业评价是围绕学生在绿色课堂 、绿色交

往 、绿色阅读 、绿色创意等方面获取的成绩进行的
评价。

学校每周评出班级乐学善学周星，获奖学生可得
1 颗星；每月获 3 颗星以上的学生，荣登校月星榜，并
换得红星 1 颗； 在一学期中得到两颗红星的学生，可
换得 1 颗金星，荣登学校星光笑脸墙，授予乐学善学
金星少年称号，并可以实现 1 个心愿。 可选择的心愿
包括免费参观中国地质大学博物馆、免费参观江豚鱼
基地、当一天大队长、与全班师生一起过生日等。

绿色学业评价有效地调动了学生不断追求进步
和保持优秀的内驱力，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向上的健康
人格。

学校要培养品学兼优的学生，所以学生的品行和
学业评价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既在品行评价中获得
绿色少年称号，又在学业评价中获得金星少年称号的
学生，学校会授予他们“南小形象大使”的称号，并奖
励担任名誉校长，管理学校一天。

学校坚持绿色教育，关注学生的生命过程，保护
和维持学生的童趣、天真和好奇心，认同学生的存在
价值和存在意义，为学生的梦想而努力实践。 学校的
教师会放下身段， 以一个学生的视角来观察学校、改
善管理、构建课堂。

学校的绿色教育经历了 “环保———环境———绿
色———生态”4 个发展过程，努力建造一所“播撒绿色
种子，奠基和谐发展”的原生态校园，建造一所“快乐
幸福的享受教育生活”的绿色学校。

（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南望山小学校长）

创新点三：绿色评价

小组长带领小组学习，同时给组员讲解重点问题。 图片提供/张同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