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瓯味陶趣
为了让学生深入了

解瓯越文化，增强本土文
化自信，浙江省温州市第
四中学专门开设“瓯味陶
趣”特色课程。 每学期 18
课时，从教授陶艺成型的
基本知识和相关技能，逐
渐深入到陶艺设计，最终
让学生依据个人思维创
作出有个性的陶艺作品，
从而实现对瓯越陶文化
的全方位了解。

创意课程

让大家都高高兴兴一身汗 ！ 4 月 30
日，北京市中关村一小第 11 届体育节在别
样的入场式中拉开帷幕。看，一二年级的学
生身着自己设计的服装和头饰， 跳起欢快
的舞蹈；三四年级的学生齐心协力，集体制
作了一个巨型足球，滚动向前，为体育节献
礼； 五六年级的学生不仅展示了足球、篮
球、排球、悠悠球等各类球技，还有彩带、呼
啦圈等各类体操表演，最后，街舞、机械舞、
拉丁舞也一齐上阵。

雄浑壮丽的音乐响起，在操场中央，只
见舞蹈团的姑娘们激昂豪迈地甩着水旗，
将旗阵演绎得淋漓尽致； 一个古装扮相的
小男孩款款上台，用京剧唱腔吟诵古诗；接
着， 蹴鞠表演开始，8 个男孩摆出蛟龙探
海、丹凤戏珠、大鹏展翅、鱼跃龙门等造型。
这组跨界式表演包含了音乐、体育、美术等

课程内容，融合了古典与现代、京剧与摇滚
等多种元素。

乍一看，这哪里是体育节，简直就是一
场综合素质大展示。而这，正是中关村一小
“体育与健康”课程两年下来结出的硕果。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 ， 校长刘畅认
识到， 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才是教育的根
本。 那么，如何才能增加体育的趣味性 ，
让所有学生都爱上体育 ？ 如何让体育从
竞技走向普及？

于是，学校从排球入手，通过排球课程、
排球社团等形式，从多方面、多层次调动学
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与积极性。

4 月 20 日， 一年一度的排球节如期而
至。 历时两个月的排球节是学生最喜欢的节
日。 从小组比赛开始，不上场的学生可以参
加啦啦队，参与评比计分；擅长表演的学生

可以争做“排球宝贝”，在中场休息时进行表
演；所有师生都可以参与有奖竞猜活动。 进
入半决赛后，学生自己召开校园“新闻发布
会”，小主持人、小记者有模有样地模拟赛前
赛后的发布会现场，录制完就在学校大屏幕
上滚动播出；阳光体育征文比赛贯穿整个过
程，全校师生甚至家长都可以参与，让每个
有特长的人都能在排球节上找到舞台。

“其实，排球节仅仅是个抓手，学校通过
排球节，不仅实现了体育与语数外等基础学
科的融合， 还实现了课外活动与课堂的互
动。 ”中关村一小排球教师李世光说，经过 5
年的探索，排球已经成为学生最喜欢的体育
项目之一，无论是小课间休息还是大课间活
动，在校园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捕捉到排球
的影子。 参与排球运动也使学生学会了欣赏
排球比赛，掌握基本的打球技巧，一个学生

说：“在班上， 不会打排球是件很没面子的
事。 ”如今，学校四年级的排球普及率已经达
到百分之百。

排球节结束，马上又开始足球节。 就这
样一个“节”接一个“节”，学生不知不觉便爱
上并学会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长此以
往，他们就有了各自擅长且乐于坚持的体育
活动。

刘畅介绍说，近两年来，中关村一小从
学生的专项运动技能寻找相应的内容和载
体，围绕球类活动、体操类活动、民族民间传
统体育活动、 新兴体育活动这 4 个方面，开
设了一系列课程， 包括体育与健康可选课
程、 校内课外 1 小时体育活动选修课程、社
团课程以及节日课程等，让每个孩子熟练掌
握至少两项体育技能， 让他们乐于运动，为
今后的健康人生奠基。

公园甲的管理人员想在园中
修路，但不知道该怎么修，于是就
在公园里全部种上草，让人们踩，
然后根据踩出的路径修路。 几乎
同时，公园乙也要修路，但不同于
甲的是， 公园乙的管理人员是直
接请人设计路线。 两公园建好后
纷纷开园。甲公园环境优美，人们
欢声笑语，一片和谐，而乙公园在
开园后不久就发现有许多游客乱
踩草坪。于是，他们很负责任地在
草坪边立上栅栏，但还是有人踩；
他们又写上一些提示语， 依然有
人踩；最后，他们气愤地贴出罚款
警告，并派人暗中监视，逮到有人
踩草坪就罚款。一段时间后，乙公
园变得人烟稀少、门可罗雀，而甲
公园则被评为全国优秀公园。

于是， 许多管理者前去甲公
园参观学习，但他们却反应不一。
一类人说甲公园没什么了不起，
不过是地角好、地块大、游客素质
高；另一类人则非常虔诚，他们认
真地数了数甲公园有多少棵树、
多少条路， 路上有多少个弯，园
长、 副园长、 中层干部各有多少
人，然后回去花巨资如法炮制，但
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园规
划问题，但却适用于许多现实问
题，特别是在同行间相互学习交
流时。

在到北京十一学校学习之
前，我一直在思维的死胡同里挣
扎 ， 但是来学校学习了半月有
余 ，我发现自己似乎弄懂了一些
东西。

从表面上看，十一学校的成
功之处在于：由丰富的课程支撑
起来的选课走班模式。 于是，许
多前来进修学习的同行都开始
认真学习这所学校是怎样选课
走班的，然后发现这条路根本走
不通，因为自己的学校没有像十
一学校那样强大的领导团队和
教师队伍。

刚开始，我也像这些学习者
一样，单纯学习学校是怎样开展
选课走班的。 但随后我改变了自
己的想法。 我看到北京十一学校
一分校———这个由两所将要招
不来学生的学校组成的合并校，
如今却生机勃勃，而其秘诀就在
于贯彻落实十一学校的办学理
念。 所以说，十一学校是完全可
以学习的 ， 但其关键不在于复
制，而在于引燃。 引燃十一学校
“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学习它
敢于担当的精神和敢为天下先
的勇气与魄力。

学校条件差怕什么？ 师资弱
怕什么？ 只要理念在，有多少条
件办多少事就对了 ； 只要理念
在，即使培养出的学生水平有差
异，但培养的品质与精神都是一
样的。

文章开头的故事中， 为什么
会出现那样的情况？ 原因就在于
甲公园是遵从游客意愿为游客提
供服务； 而乙公园虽然也想为游
客服务， 但服务的前提是强迫游
客走其规定的路线。

再好的服务只要有了强迫，
便失去了意义。 人们去公园是为
了放松身心、愉悦心情，然而像乙
公园这样处处都是规矩或警示的
公园， 人们非但不能保持畅快的
心情， 还可能因为不小心踩了草
坪而被罚款。常在这样的公园走，
后果可想而知。

十一学校正像那个按照游客
意愿修路的甲公园， 通过为学生
提供多种多样的课程， 让学生在
自主选择中培养民主思想与自由
精神，让学生成为自己。 在这里，
学生不必遵循固化呆板的模式与
规矩；在这里，学生可以随性自主
地学习与成长。

如果每个学生都能够这样遵
从自己的内心，发挥自己的特长，
会飞的学飞、会跑的学跑、会跳的
学跳、会游的学游……那样，学校
培养出的学生会多么丰富多彩！
学生在上学期间就能审视自己、
了解自己、自主选择课程，走出校
门后，他们同样有勇气、有魄力选
择自己的人生。

愿我们都能成为一颗火种，
把这种以学生为本的办学理念传
递到全国的各个学校中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第三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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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国际课程班何去何从

日前，2015 年上海市高中国际课程班和中外合作办学学校招生方案及计划公布。有人对比去年的方案发现，普通高中国际课程班试
点学校中少了一所公办校，部分民办学校也缩小了招生规模。 这与我国近年来高中“国际班”遍地开花的势头恰好相反。 那么，如何看待
这些高中“国际班”和“国际课程”？ 公办高中国际课程班又该何去何从？

媒体看点

宜动、易乐、益健康
———记北京市中关村一小“体育与健康”课程

□本报记者 马朝宏

有那么两个公园
□刘荫禄

课改叙事

牛津大学、 剑桥大学……又一大波来
自南京外国语学校（以下简称南外）国际班
的“牛娃”闯入了公众视线。至今为止，本届
南外国际班 210 名毕业生已收到来自世界
各国知名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700 多份。 伴
随中考将至，国际班再次成为公众，特别是
家长和学生们关注的焦点。

对国际班存在哪些误解？

一直以来， 许多学生和家长都将国际
班当作高考的退路，抱着“两条腿走路”的
幻想，认为上国际班既可以出国，也可以参
加国内高考，进退自如。 然而，大多数“牛
娃”却表示，“国际课程并不好学”。

那么，对于高中国际课程班，社会上还
存在哪些误解，家长们该如何正确认识？

误区 1：国际课程班门槛低。 来自南外
IB 班的袁心童现已被美国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等 3 所名校录取，她告诉记者，尽管自
己中考考了 696 分，但在填报高中志愿时，
她仍放弃了去南师附中本部的机会，“当时
身边许多人反对我的选择， 但我还是决定
去念 IB 课程。想要出国的念头从我初中时
就开始萌芽”。

据了解，高中国际班的门槛并不低，而
且都要经过英语加试。以南外国际班为例，
去年中考 700 分以上（不含英语加试成绩）
的学霸选择该校国际班的就有六七个。 不
过，国际课程并非只有高分学生才能学，不
同学校提供了不同层次的课程选择。

什么样的学生适合国际课程？ 南外副
校长胡虹洋分析说： 第一， 要有明确的方
向，不仅仅以出国为目的。国际课程给予学
生的是一种国际化的学习方式与文化体
验， 帮助学生提前衔接国外大学学习。 第
二，由于国际课程是全英文教学，学生的英
语水平很重要。 第三， 学生的自主性很重
要。 每年都会有许多学生和家长表现出各
种不适应。 比如，许多学生一进国际班，发
现没有以前教师“给”的练习了，全然不知
该怎么学了。除此之外，还需要一定的家庭
经济实力。

误区 2：国际班学着比较轻松。 “不少
家长以为上国际班比上普高轻松， 把国际
课程当作高考的退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
误区！ ”胡虹洋说。

“实际上，国际班的学习绝不像许多人
想象得那样轻松。 我觉得自己能够申请到
满意的大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3 年
内我一直不曾放松自己的课业学习。”学生
潘悦嘉说， 国际班的成绩单能真实地反映
学生在校的一贯表现。 “在总评中，考试成
绩只占 40%， 而剩下的 60%则要看平时的
学习积极性、上课参与度、作业完成度以及
随堂测验等表现。想要一张漂亮的成绩单，
不仅考试成绩得足够优秀， 平时的学习也
不能疏忽”。

已被剑桥大学等名校录取的学生吕玮
琪，全球统考成绩非常好，平时成绩也是全
A。 “许多人觉得国际班没什么作业，课后
也比较松散，玩一玩就能混个不错的大学。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当同时需要准备多
项考试、写文书、找课题、做实验等一系列
事情时， 自己必须学会巧妙合理地安排时
间，以保证及时完成所有任务。我曾在大考
之前，为了巩固所有知识点，刷完了 10 年
的数学卷子”。

胡虹洋说 ，国际课程并不好学 。以南
外国际部为例 ，3 个国际课程都需要完
整连续地读完 3 年 ， 不能随意中断或请
假 。 学生平时的学习也很重要 ，因此学
生学习的自主性与时间分配的科学性非
常关键 。

误区 3：国际课程五花八门随便选。 IB
课程、A－Level 课程；中美班、中加班、中英
班……琳琅满目的国际课程让不少考生与
家长看花了眼。目前，各大高中开设的国际
班基本上都引进了比较完整规范的国际课
程， 但是每一种课程的侧重点还存在较大
差异。

已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 3 所大学
录取的学生王亦功介绍：“A－Level 课程是
剑桥大学的一项国际高中课程， 几乎是全
英文授课， 对于初来乍到的学生来说具有
一定的挑战性， 但是挑战性带来的收获也

是很大的。你会发现外教的教学更有意思，
他们喜欢发问，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这样
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来自世界各地
的外教在上课的同时， 还能带领学生体会
异域文化。 ”

误区 4：上国际班就是为了出国。 上国
际班就是要出国？并非如此。对于许多申请
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来说， 在国际班的
学习不仅仅是为出国做准备， 他们还发生
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改变。

已经接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等几所
名校录取通知的学生吕培雰介绍说 ：“在
国际班 3 年的学习生活中 ， 书本知识不
再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 ， 我们更多的是
学会如何将知识运用都实践中去 。 每次
物理化学实验，从命题设计到实验研究 ，
再到撰写实验报告 ， 这一系列过程都要
由一个人独立完成 。 ”他认为 ，中西方教
育理念最大的差异就是 ， 国外认为学与
不学、做与不做都在于自己 ，教师不会过
多地干涉学生的选择或安排 ， 而是更倾
向于让学生独立思考 、独立完成 ，从而自
己掌握并运用知识。

国际班要丰富课程选择

在刚刚公布的 2015 年上海市高中
国际课程班和中外合作办学学校招生方
案及计划中 ， 公办试点学校的减少和部
分学校招生规模的缩小 ， 引起了相关人
士的热切关注 。 高中国际班 ，特别是公
办高中国际班 ，该何去何从 ？ 对此 ，各方
观点不一 。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提
出 3 种走向：一是全部取消，由民办学校、
社会培训机构开设国际班；二是部分保留，
但要加以规范；三是取消国际班，推出国际
课程，在全校范围内开设国际班，由学生自
主选修。 第三种做法是把国际课程作为中
学课程体系的一部分， 同时把选择权交给
学生，不再单设国际班，学生根据选课情况
进行走班。

熊丙奇建议， 公办学校应把重点放在

课程体系建设上， 如果一所公办高中能开
设二三十门国际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将
更加有效地引进国外优质资源。

但也有业内人士预测， 公办国际班将
呈现逐渐萎缩的态势。 因为公办高中还是
要回归到提供公共教育服务上， 而国际班
应走市场化运作之路， 满足社会的多元化
需求。

尽管政策在收紧， 但这似乎并没有影
响学生报考国际班的热情。 多名招生教师
反映，国际班报名的火爆程度不输去年。

国际教育市场亟须规范

面对我国高中国际班遍地开花的发展
势头，其在课程管理、规范收费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

针对当前高中国际班存在的问题，“教
育蓝皮书”提出 3 条规范管理的建议。

一是公办高中国际班办学主体需明
确。 公办高中与其他社会机构合作的方式
目前在各地比较普遍， 但在家长心目中，
高中学校才是国际班真正的办学主体。 因
此，一些高中国际班在实际运行中由社会
机构直接向学生家长收取费用的做法明
显欠妥。

二是公办高中国际班课程管理需完
善。 公办高中引进国际课程，既要满足部
分学生出国留学的需求，更要满足高中课
程改革的需求。 不论选择何种课程模式，
都要防范将高中国际班简单地办成“出国
留学预备班”。 要使高中国际班的课程设
置、课时安排、学分互认更加科学合理、规
范有序。

三是公办高中国际班的收费需规范。
从发展走向看， 一部分符合条件的高中可
以在逐步规范的基础上， 向举办中外合作
办学项目的方式转型； 大部分公办高中国
际班随着办学定位的变化， 收费应受到严
格限定， 公办高中国际班将不再额外向学
生收取费用。

（据 《扬子晚报》、《文汇报》、《人民日
报·海外版》整理）

教师正在指导学生动手捏制陶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