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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学力”助力学生成才
四川省成都市高新新科学校

在以学力建设为核心的课程改革
理念引领下，以学力课程建设课
题为抓手，掀起了课程改革的热
潮 。 学校以夯实学生基础性学
力、发展学生拓展性学力为目标，
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生涯课
程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构建富有
新科特色的学力教育课程体系。

为达到课程改革的目标，学
校充分发挥教师和学生的双重主
观能动性 ，在班级管理 、品德教
育、 课程设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
列措施。 积分制班级管理理念、
以习惯促德育 、“大 ” 学科教育
观、生涯教育等等，都是学力课改
中涌现出的优秀成果。

入学课程“软着陆”
为消除一年级新生恐惧入学

的心理，帮助孩子们安全度过“心
理过渡期”，实现“软着陆”，山东
省临沂市第三实验小学开发了以
入学前的一封信、开笔礼、校本教
材《我是小学生》为主要内容的入
学课程。

一封信，指导家长与学生提
前做好入学准备 ；开笔礼 ，通过
正衣冠 ，拜孔子 ，拜父母 、老师 ，
观看 “我·我们—梦想·未来”肖
像墙 ，书写 “人 ”字 、书写梦想卡
等一系列活动，给学生一个幸福
的开端；《我是小学生》更是从切
合孩子年龄特征的诗歌、 童谣、
故事以及动画影片入手，润泽学
生的心灵。

由“小镇”拓展到社会
“蓬莱小镇”是上海市黄浦区

蓬莱路第二小学的校本拓展课
程，该课程将微型社会搬进校园，
让学生在模拟和体验中无痕学
习。今年暑假，学校将“蓬莱小镇”
课程真正拓展到社会，使学生在
假期生活里，习得必备技能，培养
对生活和劳动的热爱之情。

“蓬莱小镇 ”的假期课程分
“每日鲜菜场”“红色消防局”“小
算盘银行”“五官科医院”“服装设
计室”“小镇气象台” 等 12 个版
块 ，涵盖衣 、食 、住 、行的各个方
面。 学生从中可以学到家务、安
全、理财、园艺、自然的相关知识，
使假期生活变得充实而有趣。

全脑开发填补课程空白
河北省邢台市第二十三中

学积极开展基于脑科学的校本
课程研究和设计，提出课程创新
的两条基本路径 ：“国家课程脑
科学校本化”和创建填补国家课
程能力缺失的“超常课程”。

“国家课程脑科学校本化”方
面，制定了语、数、外、音、体、美各
科的 《结构性校本课程创新指
南》，提出以“脑功能四个系统论”
和“五种心理相互作用及统一性”
为指导的课堂教学设计原则和评
价标准等。 “超常课程”除《入校
教育课程》外，根据“全时空学习
理念”，创建基于脑的《假期生活
学习课程》，引导学生面向自然、
社会，广开眼界、动手动脑探索，
并配套设计了《返校汇报展示交
流课程》。

（卢垚辑）

IMMEX：看见自己的思维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通过学生的答题情况检验学习成果，然而这种结果性评价并不能看

出学生是否真正掌握了解题的思路和方法。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中学引进并创新的

IMMEX课程，运用现代教育技术使学生的思维活动可视化，教学变得更有效率。

“一个运动员正在训练跳水，请计算出
运动员从起跳到入水的时间……”这道看起
来很普通的物理题，却让上海外国语大学附
属大境中学的学生兴致盎然，他们坐在电脑
前，时而点击一下鼠标，时而凝思苦想。

这道题目的“魔力”在哪里？ 原来，这
是一道 IMMEX（多媒体互动益智测试平
台）下的思维训练题。 学生解题的过程远
没有想象得那么简单 ， 他们需要综合处
理运动员的身高 、 体重 、 力量等多个数
据，进行逻辑推理与物理计算 ，最终得出
答案。 运用电脑，学生可以查阅大量的资
料 ，包括跳水运动介绍 、跳水图像 、需要
用到的数据、干扰信息，以及包含各种相
关公式的“图书馆”。 这道题目完成后，还
有许多变式练习。

学生的学习目的不仅是算出答案或是
掌握一类题目的解法，而是通过解题，观测
并调整自己的思维逻辑，锻炼提取、分析、
排除信息的能力；这节课也并非纯正的物
理课，而是一节包含了实践、思维等各种因
素的综合性课程。

贵在暴露教学不足

谈到 IMMEX 课程， 大境中学校长姚
晓红介绍，这是在美国教育界受到广泛关
注与好评的一种思维评估方式，依托大数
据进行客观、真实、精确的评价。 她在美国
“影子校长”培训时接触到这种新型教育技
术，并将其引入国内。 “对于思维而言，思
维效率和策略选取是非常重要的两个指
标，传统的评估方法难以定量反映，但这正
是 IMMEX 评估方式的强项”。

在 IMMEX 课程平台下， 学生的每一
步操作都会被电脑记录下来，然后通过特
定的公式进行分析，将学生的解题步骤与
操作策略转化为可视的函数图像，并归类
为谨慎、混乱、跳跃等思维方式。

以本文开头的物理题为例。 有的学生
思维非常清晰，见到题目后，很快在大脑中
形成解题思路，然后寻找需要的信息，几乎
不会点击多余的信息，这种思维反映在电
脑上是极简明的线条及较高的评分判断；
有的学生解题思路没有问题 ， 但速度较
慢，点击了许多无关信息，这种思维方式
属于谨慎型，反映在电脑上是波段起伏较
大的曲线；有的学生多次点击“图书馆 ”，
这表明基础知识掌握得不牢固；还有的学
生漫无目的地点击所有能够点击的内容，
这就属于思维混乱型，反映在电脑上是杂
乱、重复、堆叠的曲线。教师会随时观测到
学生的学习状态，并据此调整自己的教学
策略。

“题目本身难度不大，许多学生都给出
了‘正确’答案，但是通过 IMMEX 评估，我
们发现，学生之间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 ”
物理教师魏慧军告诉记者，“有些成绩优秀

的学生， 在 IMMEX 课程中却表现出异常
混乱的思维方式， 这说明他们成绩的取得
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教师对这类情
况要重视。 ”

IMMEX 课程暴露出以往基于经验判
断的课堂教学的不足， 学校在不断探索中
逐渐形成了以 “发现—优化—干预—稳
定—深化”为特征的教学模式，还尝试安排
不同思维模式的学生坐在一起， 让他们互
相交流、帮助，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

“IMMEX 课程强调效率，重视综合应
用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真正能起到
举一反三的作用 ，与枯燥繁琐的 ‘题海战
术’大相径庭。 许多学生很喜欢这门课程，
认为自己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锻炼， 思维
更加活跃、更加清晰了。 ”魏慧军说。

题目师生自己编

姚晓红介绍， 下决心引入 IMMEX 课
程时，的确有一些担忧。 “一方面，IMMEX
课程看似与学科学习关联不大， 会被认为
‘对提高成绩没什么作用’， 甚至 ‘浪费时
间’；另一方面，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生
活学习背景、习惯都不相同，IMMEX 这剂
‘洋药方’可能会水土不服。 ”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姚晓红还是决定推
行 IMMEX 课程，“教育不能短视，也不能急
功近利，思维的培养训练可以让学生受益终
身”。 当然，问题也要解决，姚晓红的解决策
略之一就是让“洋药方”本土化。

“美国本土的 IMMEX 课程更偏重于
综合测试训练，我们对此进行了一些调整，
以各学科为背景， 深入对学习过程的数据
采集和分析， 强化对问题解决的思维能力
培养。 ”姚晓红介绍，“另一个调整是，我们
会鼓励教师自编 IMMEX 题目， 将个性化

教学与学科知识融入其中。”大境中学多次
组织各学科教师参加 IMMEX 培训活动，
帮助他们熟悉操作方法与课程理念， 从而
更好地将 IMMEX 课程与课堂教学结合起
来。目前，学校除语文、英语等少数学科外，
许多学科都有相对应的 IMMEX 融合课
程。 姚晓红也强调，未来一定会让 IMMEX
课程覆盖全部学科。

化学教师冯晴认为 ，IMMEX 课程让
化学课更高效了。“现在我的教学方法也有
所调整，尽量减少纯粹记忆的内容，而是让
学生利用已有知识，进行逻辑推理训练，体
现化学学科思维。”冯晴介绍了一道有趣的
化学题目《劫后余生》———

该题目设置了一个惊险的情境，“你被
困在一个废弃的化学工厂内， 没有任何食
物和饮用水， 搜救队告诉你 4 天后才能到
达。 你四下搜寻，找到了大量的水，但水罐
上却写着‘此水被砷污染’。 你只好再度寻
找，幸好又找到一罐酒精和一个蒸馏仪器。
那么，你能不能顺利逃脱呢？ ”题目还搭配
了许多相关信息，有完全无用的干扰信息，
也有学生应该掌握的半干扰信息。

“这个题目简直太酷了！我就像电影大
片里的孤胆英雄一样，自己拯救自己！ ”一
个费劲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确定了“自救”策
略的学生告诉记者，“有太多需要掌握的知
识，像单键能、双键能，还有一些化学反应
方程式。我掌握得不太熟练，所以你看我的
‘思维图’显得特别混乱。我们班的几个‘学
霸’可是直接跳过那些公式，而且思路清晰
明快，‘思维图’当然好看得多。 ”

其他学科也有许多“本土化”的经典题
目。 比如，地理学科的《楼房高度设计》，是
“地 球 公 转 ” 这 部 分 内 容 的 复 习 教 学
IMMEX 问题集， 教师让学生作为一个设
计师为一个楼盘进行设计建造， 以保证楼

房每层都能有阳光照射；生物学科的《遗传
咨询》， 则是让学生模拟遗传咨询医生，通
过夫妻双方及双方亲属的基因概率， 判断
新生儿患遗传病的概率。 这些题目都是各
学科教师在 IMMEX 课程理念的基础上，
自己设计开发的，获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学校会定期开展 IMMEX 问题研发
与交流活动， 让开发者与其他教师交流经
验。 ” 姚晓红说，“课程设置要符合学校的
实际情况，只有不断‘本土化’，不断深入地
研究探索，才能让 IMMEX 课程更加‘接地
气’。 ”

评价引向校外

在姚晓红看来，课程不仅要“落地”课
堂， 还要有及时准确的反馈评价与之相结
合。 “传统课堂的评价关注结果，而新课改
理念下的评价更关注过程”。

除了指向教学策略与学习方法的课
堂评价，姚晓红认为课外评价同样重要 。
“思维训练是一件长期的事情 ，仅仅依靠
课堂远远不够 ， 教师一定要通过对学生
思维方式的分析 ， 进行有针对性的反馈
与评价 ，为学生 ‘量身定制 ’思维训练方
法”。 比如，有些学生的“思维图 ”长期处
于 “混乱 ”状态 ，教师会让他们在课下进
行逻辑训练与推理训练 ， 这些都是课程
的一部分。

“学校不仅会关注学生的思维习惯 ，
还会对学生进行学习潜力 、学习态度 、学
习风格等方面的测评 ， 通过具体分析或
聚类分析，寻找实践干预的理论支撑 。 ”
姚 晓 红 介 绍 ， 这 些 测 评 都 可 以 通 过
IMMEX 系统下的“思维回路图”以及“策
略表现图”来实现。

完整的评价与反馈体系打通了课上与
课下、线上与线下的壁垒，让课程与课堂的
外延扩大，连接学生的学习与生活。

为了使 IMMEX 课程的功效最大化，
大境中学还引入心理辅导课程， 帮助学生
解决一些“看不见”的问题。

与心理课配套的 IMMEX 课程打破了
学科限制，会设计多样化的学习任务，强调
开放式问题、实践性问题的解决过程，更加
关注学生的情感与态度。“有的学生习惯独
立解决问题，有的学生则依赖心理较强，还
有的学生比较擅长处理知识性问题， 却对
有社会背景的问题感到非常棘手。 这些都
是可以进行心理辅导的， 我还会让学生自
己分析自己的思维习惯， 并写出分析报告
与改进策略。 ”心理教师韩国华说。

“课堂不仅是学知识的地方，更是培养
人的地方，要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让他们
全面发展、终身受益。 ”姚晓红说，“学校一
定会继续深入研究 IMMEX 课程的各个层
面，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看不见’的思
维入手，促成学生‘看得见’的进步。 ”

□本报记者 金 锐 郭 瑞

“家乡课程” 是指充分利用当地的自
然、人文资源，以家乡文化为核心，以培育
学生综合素质为目的的课程。 “家乡课程”
的开发和实施，是深化课改、深入推进素质
教育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丰富学生的人生
经历，拓展知识面，培养社会实践技能，在
保护与传承乡土文化中增强学生爱家乡、
爱祖国的情感。

就地取材，开发资源

手握细沙，时而大胆挥洒，时而小心点
画。 手指是画笔，玻板是画纸，通过画箱内
灯光的投影， 一幅幅绚丽多彩的沙画栩栩
如生，把人带入了梦幻般的境界。这是四川
宜宾翠屏区南广镇中心校的孩子们在沙画
室活动的情景。

王媛是南广镇中心校三年级学生，以
前在电视上看到别人创作沙画非常羡慕，
很想亲自过把瘾。今年寒假，盐坪沙画室面
向全体学生开放，她终于如愿以偿。

就地取材开发家乡资源，是研发“家乡
课程”的基本路径。 翠屏区境内有岷江、金
沙江和长江，卵石和河沙资源丰富。临近江

边的宜宾市六中、 李庄中心校、 宗场中心
校、 方水中心校开设有卵石画课程。 牟坪
中心校、 李端中心校则充分利用当地丰富
的竹木资源，开设叶子画、竹刮画等课程。
此外，泥塑课程在乡镇学校普遍开设。

宗场中心校则独辟蹊径，用“土材料”
弄出“洋玩意”。该校将废旧的钢管、缸盆制
作成“乐器”，将竹筒也制作成各种乐器，并
推出“打击乐”，学生们能用自制的“乐器”
演奏出优美的乐曲。 学校还将铁环、沙包、
皮筋等玩具引入学校并课程化， 受到孩子
们的追捧。

深度加工，整合文化

将当地的历史文化、 民俗文化进行深
度加工，与校园文化整合，是构建“家乡课
程”的基本方法。

挖掘独有的历史文化，提炼核心理念，
并由此研发“家乡课程”。 宜宾二中是革命
烈士赵一曼的母校，学校由此提炼出“慢慢
求索，永逐真知”的“一曼精神”。 围绕这一
核心理念， 将民族精神教育与学生熟悉的
学习、生活环境紧密结合，开设“我的校友

赵一曼”系列课程，让学生了解赵一曼的英
雄事迹和革命精神， 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
情怀。

李庄中学是抗战期间同济大学的校址
所在地，学校建立“同济缘”展厅，开设“同
济在李庄”课程，让学生了解抗战期间李庄
人民用博大的胸襟欢迎同济大学， 以及近
年来同济大学反哺李庄的故事， 培养学生
积极向上、学会感恩、热爱家乡的情感。

“川剧”“舞草龙”“打莲枪”“四川清音”
“金钱板”“面塑” 等技艺曾经流行川南，近
年来均被列入国家级或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中山街小学、李庄中心校、建国实
验小学、长江路小学、旧州小学结合学生年
龄特点，分别将它们加以改造，形成“家乡
课程”。

拓展空间，亲近家乡

依托校园内外自然环境， 积极有效地
拓展空间，让学生亲近家乡，是研发“家乡
课程”的又一路径。

每到收获季节， 女学街小学的孩子们
便兴高采烈地在教学楼顶的 “榕杏生态农

场”采摘瓜果蔬菜。 “我们班的‘责任地’里
青椒可真多啊！”学生吴雨轩欣喜地看着劳
动果实，高兴得合不拢嘴。

女学街小学充分利用校舍楼道、 屋顶
及校园空地开辟教育基地，拓展新空间。学
校将簸箕、犁头、风车等川南农具陈列在楼
道墙面， 同时将教学楼顶开辟成 “开心农
场”，推出“认识农具，了解农耕”、“认养动
植物”等课程。人民路小学、凉姜中心校、宗
场中学则将校园空地辟成 “开心农场”，除
“认养”外，每年的“收获节”受到学生期盼。

部分学校则直接将校外的自然环境作
为“家乡课程”的重要载体。 中山街小学常
年开展“小脚丫走家乡”活动，组织学生到
宜宾的合江门、翠屏山、流杯池等景点开展
社会实践活动。依托“AAAA 级风景区—李
庄古镇”，李庄中心校开设“小导游”课程，
让学生充分了解家乡， 同时培养学生的语
言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

据调查，目前全区近 50 所中小学研发
了“家乡课程”并有效实施，受到学生普遍
欢迎， 成为翠屏区推进特色学校建设的一
道道亮丽风景。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教育局）

用课程拥抱家乡
课改笔记 □陈 楠

教师学生共同分析 IMMEX 评价报告

新视线
十大高中校本课程候选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