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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开发急需思维升级
———全国校本课程学术研讨会综述

29

近几年 ，我们的教育接连唱
响了“基础工程、人才工程 、质量
工程 ”的教育三部曲 ，使全区中
小学办学条件极大改善 ，教育改
革全面推进 ，教育教学质量迅速
提升。

第一部曲： 基础工程———资
源整合，实现了城乡一体化。 “调
整学校布局， 实现规模办学”，让
农村孩子也享受到与城市孩子一
样的优质教育。

第二部曲： 人才工程———引
进人才，组建高端专家队伍。 “引
进人才” 已被大家解读为破译安
阳市殷都区教育改革成功推进的
密码。

第三部曲： 质量工程———科
研引领，全面提升育人质量。 融主
体教育思想与多元智能理论为一
体的主体多元教育思想， 是殷都
教育发展第三部曲的主旋律。

特别是第三部曲， 主体多元
教育改革持续深入，亮点频现：

2009 年 6 月，区委、区政府决
定将 “少年儿童主体多元发展实
验研究” 在全区教育系统全面铺
开，成立了殷都区教科培中心、姚
文俊校长工作室、 金耀林名师工
作室和“主体多元教育实验”领导
小组。

2009 年 10 月，成立了主体多
元教育实验讲师团和报告团 、举
办了主体多元教育实验专题论
坛， 开辟了主体多元教育实验网
络专版， 构建了由实验学校和专
家为主体的“推广分包网络”，传、
帮、带、扶，辐射全区每个学校。

2009 年 12 月 ， 殷都区提出
“打造主体多元高效课堂 ” 的目
标 。 打造殷都特色 “主体多元高
效课堂 ”是全面铺开主体多元教
育实验的突破口。 2010 年，我区
与中国教师报正式合作 ，进入了
全面推进 “主体多元教育 ，打造
高效课堂”的培训和实施阶段。

时值巩固深化阶段之际 ，我
们推出了殷都区主体多元教育改
革丛书。 丛书共 10 本，总述殷都
区主体多元教育实验的 1 本———
《主体多元在殷都》， 记述高效课
堂模式的 1 本———《模式就是生
产力》，记述中小学语文、数学、英
语导学案集萃点评的 5 本， 记述
学生评价改革的 1 本———《分数
大变脸》，记述主体多元教育实验
改革历程和成果的 2 本———《做
智慧的教师》、《为了学生的学》。

该丛书的编写， 旨在为全国
的教育同仁探索区域课改， 提供
一个实验样本， 并起到抛砖引玉
的作用。

殷都教改三部曲

前不久，由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首届“真爱梦想杯”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
颁奖典礼暨学术研讨会， 在上海成功举行。
来自全国“梦想中心”的校长教师代表、获奖
单位代表、基金会捐赠方代表、部分教育局
领导、 大赛专家评委 200 余人相聚一堂，共
同探讨了校本课程开发的道与术。

本届校本课程设计大赛共收到 1752 件
作品。专家评审委员会共评出特等奖 10 名、
一等奖 20 名、二等奖 30 名、优秀奖 80 名、
组织奖 10 名。（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名单
详见本版）

“剩者为王”带来的挑战

跨界是本次会议的最大亮点。颁奖典礼
之后，参与“课程·教育·人”高峰论坛讨论的
嘉宾，既有企业家，又有教育专家，还有基层
校长。

教育应该为企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对
此，苏宁电器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孙为民提出
一个关键词———“剩者为王”，即最优秀的人
不一定能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能成为企业
中坚力量的往往是那些有意愿、 有定力、有
毅力的人。

“什么因素能让人最终剩下来？ 就是一
个人的定力、精神，所以，学校教育最核心的
东西还是价值观。 ”孙为民以世界著名的圣
家族大教堂为例进行了说明：该教堂始建于
1882 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建了 130 年了，但
要完工还需要 40 年。 “在漫长的建设过程
中，建设者为什么不绝望？ 这就是价值观的
问题”。

企业发展离不开团队和创新，而团队和
创新是与价值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最好
的团队是军队， 把一帮怕死的人组合在一
起，大家就不怕死了，这就是团队。 ”孙为民
说，“企业的竞争是残酷的， 对企业而言，创
新很重要。 企业有不创新死的，也有创新死
的。 所以企业创新要追求有效创新。 ”

作为跨国公司怡安翰威特大中华区总
裁，刘渊对全球人力资源有着深入的研究。

他对中外年轻就业者所做的调查表明，
中国大学生中，想成为管理者、领导者的比
例远远高出国外， 希望在工作中有自主、独
立空间的极高。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愿意
独立面对压力和智力挑战的却远远低于国
外。 “这个被中国教育忽略的重要问题”，让
与会者陷入了深思。

站在企业用人的角度，刘渊分析了年轻
就业者的一个致命短板：企业要求员工关注
客户，但现在的学生在这方面很欠缺。 很多
学生自己很能说， 但不能也不会听别人说，
不怎么关注别人的立场。 “这样的人就不适
合去谈判，因为谈判是需要相互妥协的”。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潘江
雪在大会的主题报告中，从另外一个角度对
以上问题进行了呼应：刚刚出来的一份中国
财富调查报告表明，中国亿元资产以上的民
营企业家中， 有 27%的人已经办了移民，有
47%的人正在办移民。 这些民营企业家办理
移民有三大原因，而排在第一位的是为了让
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中国把 GDP 的 4%
投入教育的结果是，74%的精英阶层要离开
我们，要离开这个国家，去选择一个更好的
教育”。

在报告的结尾，潘江雪播放了汪峰的歌
曲《存在》：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谁明白
生命已变为何物……谁明白尊严已沦为何
物……我该如何存在？

“别人走了，我们不能走。这是我们的国
家，我们生存在这里，我们必须彼此联结。我
不走，因为这是我的家；你们不走，因为这是
我们共同的家。 把彼此的梦想相连，我们就
能触动改变， 而这就是我们彼此存在的证
据。 ”潘江雪的真情演讲和担当精神深深感
染了现场的每一个人。

能否开发提出问题的课程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
崔允漷教授，回应了“教育应该为企业输送
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18 岁之前到底给学
生什么？企业对人才的要求只是教育的其中
一个方面而已。 教育是复杂的，因为牵涉到
多方的利益。 中国 18 岁以下的学生大概有
2.5 亿，但吃教育饭的人却远远超出 2.5 亿。

“学校有更好的课程，学生才能有更多
的幸福。”在崔允漷看来，学生对幸福的追求
其实很简单、很具体，比如不要半夜起床，上
午 8 点钟才到学校，等等。 学生不幸福的主
要原因是经验性的教育太多，课程就意味着
教材、考试、做不完的作业，学生要学的课程
太多，成人喜欢的课程太多，学生自己喜欢
的课程太少。 “人要幸福， 必须要生得有意
义、活得精彩，不能只有‘生’、没有‘活’的教
育。 ”

谈及创新能力培养时， 崔允漷提出，可
不可以开发一门提出问题的课程，“从一定
程度上讲，提出问题的能力比解决问题的能
力更重要， 提出问题的能力是老板的能力，
解决问题的能力可能是打工仔的能力”。

大会发言时， 中国教师报总编助理、编
辑部主任李炳亭明确提出， 教育的问题很
多，但教育人更需要从自身做起。 教育人要
善待孩子， 不能以爱孩子的名义剥夺孩子。

这和体制没有什么关系。
李炳亭说：“如果学生身体合格率很低，

这简直就是一场不可饶恕的罪孽。孩子是国
家的希望， 如果教育人对孩子不负责任的
话，即使国家 GDP 第一有什么用呢？ 所以，
我们教育人必须守住中国教育的最后一道
防线。 有教育良知的人必须团结起来，让课
改成势，我们的教育才有希望。 ”

他呼吁教育者要做到三个尽可能：尽可
能对孩子好一点。 教育就是认识儿童，从儿
童出发。尽可能少讲一点。教师少讲一点，就
意味着让学生多经历一点。这个世界上唯一
不能替代的就是经历。 尽可能学会利用学
生。 “利用”可以是个褒义词。 学生就是学习
资源。

不要以为懂教育就懂课程

“不要以为懂教育就懂课程，课程是教
育专业化、科学化的产物。 教育的历史基本
上是与人类历史同步的，而课程只有 100 年
的历史。 课程是科学，课程的问题需要专业
共同体来解决。 ”崔允漷的提醒在大赛作品
分析环节得到了验证。

虽然本次大赛明确说不受理以国家课
程的学科课程命名的校本课程，比如“语文
校本课程”“英语校本课程” 之类的作品，但
仍然收到了不少这样的作品。这样的校本课
程以及学科竞赛类的、违背政策补习国家课
程的校本课程，基本没有进入评审环节。

对此，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胡惠闵教授给出了理由：从理想与现实的角
度可以把课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想的课
程，一类是正式课程，前者是对人才培养规
格的定位，后者可理解为课堂上正在教的学
科课程， 一般被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
现实中，正式课程的实施往往与理想课程的
定位有比较大的距离。 为了缩短这个距离，
就需要开发、 实施校本课程来辅助正式课
程，以接近理想课程。因此，校本课程主要是
社会性课程，而不是学科课程。所以，本次校
本课程设计大赛，凡是和正式课程相差不大
的，基本上不纳入评奖范围。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吴刚
平教授代表评审委员会对作品进行了点评。

吴刚平强调，校本课程开发必须基于政
策。 有校长在大会自由发言时谈到，他们减
少了思品课程的课时来上梦想课程。 对此，
吴刚平说：“这样的表述是很不准确的，你本
意是梦想课程可以成为思品课程的课程资
源。所以，你不存在改动国家课程的问题，你
是在更好、更有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 ”

课程目标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类：一是
目标太大，空话多；二是目标和教学内容、教
学方式脱节；三是表述不规范，主要在表述
教师做什么，几乎没有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学
生做什么。

对此，吴刚平指出，课程目标有三个关
键词：第一学什么，第二学到什么程度，第三
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开展学习。课程目
标的主体是学生。课程内容必须与课程目标
相匹配，教学方式应该更加多样、活泼。

对于基层校长、教师普遍关心的校本课
程如何落实“三维目标”的问题，吴刚平特别
强调，“三维目标”不是“三类目标”，不是在
具体的一次活动上体现出来的。 过程与方
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实现，主要是
通过目标的第三个要素———条件与方式来
实现的。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就是落实过程
与方法的过程，学生合作、参与、体验的过程
就是落实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过程。

校本课程不能在“讲授”上演绎

既然校本课程的定位是社会性课程，那
么校本课程的实施方案不应该是教案，而应
该是一种行动方案、活动设计。

在胡惠闵看来，校本课程与学科课程的
最大区别是：校本课程一开始就应该是学习
活动，而不是教学活动，而学科课程主要是
教学活动。 作为一种学习活动，校本课程千
万不能在“讲授”这条线上演绎，而要在“自
主” 这条线上演绎， 一定要突出自主探究。
“教师要做的不是背着、抱着学生走，而是看
着学生走，又不能让学生走错，所以教师必
须在学生走到十字路口时，准备好足够的课
程资源”。

胡惠闵认为，现在知识学习最主要的问
题在于，用不恰当的方式在开展学习。 所以
需要特别关心在什么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开
展学习。“是老师直接告诉学生答案，还是提
供材料让学生读并总结出答案，或是让学生
通过做实验来思考、总结出答案，这就是实
现课程目标的条件与方式”。

“我们习惯于用简单的方式学习困难的
知识，而西方习惯于用困难的方式学习简单
的知识。”在胡惠闵看来，校本课程的实施如
果是用最简单的方式学习最难的内容，那就
失去了意义。 所以，校本课程应该用困难的
方式来学习简单的内容，也就是要真正转变
学习方式。 正因为如此，校本课程的价值和
生命力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学习
的条件与方式。所以，校本课程的好坏，不在
于编写了多少本教材。校本课程一开始就应
该是学习活动，而不是教学活动，课程主体
应该是学生。 活动方案中，教师应该退出主
舞台。

本次校本课程设计大赛的参选作品中，
有相当一部分的评价设计是以纸笔测验为
主的。“这是应该注意的，因为很容易回到学
科课程上。校本课程的评价应该淡化纸笔测
验，代之以表现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 表现
性评价主要以作品展示的方式来评价，过程
性评价注重学生参与活动的体验。 ”胡惠闵
说，“校本课程是对国家课程的补充、 调节、
拓展。如果把校本课程当成不考试的国家课
程，那一定是失败的。 ”

身体学习是最好的学习

校本课程怎么开发？ 教师如何专业成
长？ 在点评校本课程案例时，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刘良华教授提出了三个
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劳动”。 刘良华认为，校
本课程开发要考虑如何让孩子劳动。 一种手
工劳动就是对孩子身体和智慧的一种拯救。
“中国有个词叫心灵手巧，我更愿意把这个词
变成手巧心灵。 人一旦经历手工，就会变得聪
明。 所以，我推荐个词叫‘上手学’，所有的学
习都应该让孩子有身体感，有实际操作”。

第二个关键词是“身体学习”。在刘良华
看来，无论开什么样的校本课程，无论学什
么知识，如果能让孩子用身体学习，那就是
最好的学习。 “所有知识学习的秘密都隐藏
在技能学习之中，所有技能学习的秘密在于
授人以渔不如由人以渔。 ”由人以渔就是让
人自己去钓鱼。 钓鱼的方法是不可教的，最

好是由钓鱼者亲自体验。渔王的儿子往往不
会钓鱼。

他认为，不仅是技能的学习，数学的学
习也需要用身体学习： 比如编数学口诀、搞
数学操作、做数学实验等。

对于有些校长“校本课程是先学后做还
是先做后学”的问题，刘良华说：“我对建构主
义深信不疑， 几乎所有的知识都需要建构，
所有的知识都需要探究。 有人说，‘中国的首
都是北京’这要不要探究？ 把这个知识记下
来，和去北京做一次旅游，这两种方式得到
的知识完全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总是不遗
余力地鼓励校长和教师推动学生自学。 ”

由此，他进一步提出：“教师专业成长的
重点不在于教师，而在于学生，也就是说，教
师专业成长的重点是让教师推动学生成长。
研究儿童，研究儿童学习，就是教师最好的
专业成长。 ”

第三个关键词是与身体学习相关的“直
觉教育”。 刘良华认为，成人要敬畏、欣赏儿
童的学习。 当成人不知道学习有什么秘密
时，就去看看儿童是怎么学习的。“儿童是成
人之父”，“儿童为什么是成人之父？ 因为儿
童纯粹，儿童天真无邪”。

“最好的学习，不是老师教，而是儿童间
相互学，是伙伴之间相互观看、体验。教师的
责任就是把儿童召集起来。 ”刘良华说，“孩
子需要重返乡土，如果我办一所学校，我一
定要让孩子有时间光脚走路， 接触泥土，让
孩子亲近土地。我一定不会让学校的操场变
成塑胶跑道，而要让操场上长出小草。 ”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郭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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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名称 作者 单位
《陶艺》 张新江、王燕等 山东省青岛第二中学
《青少年理财》 周旭华 上海市第四中学
《校园微电影》 黄宏、戴君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红十字精神》 蒋玉宇、俞晓瑾等 浙江省吴兴高级中学
《创意航天》 叶笛 上海市松江区三新学校
《海南骑楼》 韩民姝 海南省海口第二中学
《皮影》 朱玮芳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新竹第二小学
《沛县封侯虎》 张振华、朱桂金 江苏省徐州市沛县体育中学
《纸绳巧编织》 张艳霞、郝晓霞等 山东省博兴县湖滨镇见桥小学、佳海工艺品厂
《艺术博览》 刘群英、方放等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作品名称 作者 单位
《黎族饮食文化》 吉献忠 海南省琼州学院附属中学
《自我管理》 王梁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
《人生幸福课》 叶挺 浙江省义乌市义亭中学
《工艺烙画》 林伟 山东省实验中学
《陕西民俗采风》 石月明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剪纸艺术》 梁希英 山东省惠民县桑落墅镇中学
《我为图狂》 张光伟 北京市顺义区牛栏山一中实验学校
《生活中的化学》 周建栋、闫惠兰 甘肃省张掖市青西中学、甘州区西关小学
《走进酬勤园》 刘霞 江苏省常州市勤业中学
《玩转 Google Earth》 杨修志、庄丙武等 山东省淄博市高新区实验中学
《铁丝加工》 姜娅敏、姚杰等 上海市杨浦区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小小造船师》 周中梁 上海市杨浦区控江二村小学
《神奇的魔术气球》 袁改云、山立等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三小学
《玩转汉字》 林虹、郭晓露等 江苏省南京市珠江路小学
《少儿重彩画》 陈娟娟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师范附属小学
《小白帆生活》 夏彩虹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山路小学
《墨刻仓城》 顾丽丹 上海市松江区仓桥学校
《川菜飘香》 任英姿、汪炯等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娇子小学
《“药王镇”的财富》 刘洋 辽宁省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快乐游戏大本营》 刘翠鸿、陈浩等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教育科研培训中心

作品名称 作者 单位
《古老的新密》 刘慧琴、王鹏程 河南省新密市第二高级中学
《楹联》 秦凤 上海市松江第一中学
《中华文化对子歌》 姜桂芳 浙江省余杭高级中学
《互动媒体技术》 谢作如 浙江省温州中学
《微电影欣赏与创作》 杨杰 河南省郑州市第二中学
《陶印》 高波、韩志祥等 江苏省常州市第三中学
《第一桶金》 刘仲夏 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
《土家歌谣》 杨全惠、胡苏等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第一高级中学
《环保卫士》 邹逸 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阳光心灵》 周冬华 山东省济南市第二十七中学
《校园小小主持人》 孙延杰 山东省济南市西藏中学
《花样跳绳》 姚强 江苏省南京市东山外国语学校
《青春的轨迹》 叶玮琳、张伟娣 上海市第四中学
《校园“涂鸦”》 黄彩娟 江苏省常州市勤业中学
《剪纸艺术》 陶向荣 山东省莱芜市实验中学
《校园农场》 陈慧诚 浙江省温州市实验中学
《动漫速写》 吴萍红 上海市闸北区第八中学
《走上演讲台》 周玉凤、董瑞琴等 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巉口中学
《纸艺飞花》 邵志萍、金琛艳等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二小学
《灯具世界》 杨菲等教师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邹区中心小学
《剪贴梦工厂》 周强、王于兰等 上海市闸北区永和小学
《陶艺》 王伟超 河南省新密市来集镇李堂小学
《航空梦》 刘红英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小学
《快乐小主持》 周华丹 山东省文登市环山路小学
《运动达人成长之路》 金晓伟 上海市长宁区绿苑小学
《科学活动伴我行》 车国浩 江苏省溧阳市东升小学
《滨州民间剪纸》 毕竟慧、李艳文等 山东省滨州经济开发区定吕小学
《趣味墨画与书法》 程峰 上海市静安区中国福利会少年宫
《军体游戏》 陈芳、陈艳李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第二小学
《快乐围棋》 谢桂琴、周宇湘 新疆乌鲁木齐市第二十七小学

首届“真爱梦想杯”全国校本课程设计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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