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中课改很重要
的一点是让高中从精

英教育转向国民教育， 高中的主要目标应
该是培养公民，课改要面向每一个学生，为
学生的终身发展、终身成功打下基础。

———国家课标修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 朱慕菊

让高中课程真正体现为学生服务的思
想。学生 18 岁毕业，出路多且变数很大，学

校能为学生做些什么？ 18 岁毕业，即进入
成人行列， 学校能为学生 “成为什么样的
人” 做什么样的准备？ 课程不是因为考试
而存在，而是应为学生发展而存在，为学生
的发展服务。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崔允漷

课改要顺应学制变化，抓住“选择、整
合”这两个核心素养，这就要求学校给学生
提供在学习目标和学习程度上的分层选

择，在兴趣特长维度上的个性选择，以及在
学科整合维度的综合选择。同时，还需要在
课程整合上寻找突破口， 抓住学校的核心
素养，重新梳理课程架构。

———浙江省督学 施光明

“课程目标和内容”是属于纸上的，“教
学观念和学习方式”是学生和教师的行为，
“评价目的和方法” 是教育主管部门的行
为。 这几项改革的程序是什么呢？ 简单地

看，是先有了目标，有了内容，才有教师的
教学和学生的学习， 最后是教育主管部门
的评价。 但实际上， 最关键的是主管部门
的评价。 今天的课程改革实际上忽略了最
关键的东西———评价的方式。

———语文教学研究者 苗蔚林

拓展类课程的群落版块要有特色，教
师开发课程是自下而上， 而规划是自上而
下， 这就要求学校在规划课程时必须明确

核心，否则课程改革就会游离实际。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朱永祥

课程改革的初衷在于培养学生创新意
识、提升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实现了
综合实践课程的常态化， 课程改革才会方
向坚定。
———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教研员 张建新

（陆晓静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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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nglish Shines， Dreams Fly”（闪
耀英语，放飞梦想）为主题的国际文化节，
包括元旦节、复活节、母亲节、万圣节、感恩
节、圣诞节等 6 个国际流行的文化节日。文
化节中举行的英语节目表演、 手工制作和
社会实践类活动， 提升了学生的英语能力
和综合素质。

活动开展分为三个环节：
誗查阅资料 ，文化储备 。 教师利用

图书和互联网查找相关文字 、图片 、音
乐资料 。 根据查找的资料 ，以文字 、幻
灯片 、 视频等形式向学生介绍各个节
日的风俗和内涵 ， 使学生对节日有较
为深刻的理解 ， 为下一步活动的实施
做好铺垫 。

誗制作储备，教师指导。在教师的指导
下，开展一系列庆祝活动，活动形式多种多
样。 比如，手工制作、英语短剧等。

誗成果展示，评价反馈。在活动的过程
中，教师要对学生开展的活动给予评价、奖
励，并及时对活动进行总结。

元旦节

誗活动目的：营造浓厚的新年气氛，激
发学生对未来的憧憬， 展示学生的文化素
质；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激励学生团
结、奋进、求实、创新。

誗活 动 主 题 ：New Year， New Life
（新的一年，新的希望）

誗活动时间：每年元月份
誗活动对象：四年级学生
誗活动内容及形式：
活动一 ： 制作新年愿望清单 （New

Year's Resolutions）。 在英语教师的指导
下，学生们列出自己的新年愿望，也可以制
作成手抄报、幻灯片等。

活动二：组织幸运套环活动。每个学生
拿几个套环，套中编号上的瓶子，打开相应
序号的词卡或句子卡，读对者得分。

活动三：开展猜字谜游戏。在教室准备
各种颜色的气球，在气球上贴上英语字谜，
让学生们随机选择并猜出单词， 以小组为
单位展开比赛。

活动四：学习庆祝新年的歌曲。

复活节

誗活动目的： 让学生了解复活节的由
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加强英语的
实际应用能力，锻炼英语口语；让学生学会
乐观和包容。

誗活动主题：My Easter，My Hope（我
的复活节，我的希望）

誗活动时间：每年三或四月份
誗活动对象：二年级学生
誗活动内容及形式：
活动一：制作复活节彩蛋。 准备彩色颜

料和画笔，让学生发挥自己的想象，在空蛋壳
上画出各种图画，选出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活动二：组织滚彩蛋比赛。以小组为单
位，保持彩蛋没有破裂的小组胜出，给予相
应的奖励。

活动三：制作兔子头套。
活动四：跳兔子舞。

母亲节

誗活动目的：让学生学会尊敬和关心
长辈，懂得知恩、感恩、报恩；培养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动手实践能力 、综合运用
能力。

誗活动主题：Best wishes to our mum！
（最好的祝福给妈妈）

誗活动时间：每年五月份
誗活动对象：五年级学生
誗活动内容及形式：
活动一：制作心意贺卡。 学生在贺卡

上用英语写上对妈妈的祝福，母亲节来临
前夕，统一在各班教室外的展板上展出。

活动二：制作康乃馨。结合美术课制作
成品送给自己的妈妈。

活动三：我为妈妈画幅画，并辅以英语
介绍。绘画作品在教室外展板上展出，同时
在英语课上进行两分钟演讲。

活动四：用幻灯片讲述妈妈的一天。 与
计算机学科整合，结合信息技术教学展开。

万圣节

誗活动目的： 让学生感悟西方文化特
色，了解万圣节的来历；让学生在活动中交
流思想和友谊；引导学生正确看待“鬼”文
化，学会积极乐观。

誗活动主题：Trick or treat？ （不招待
就使坏）

誗活动对象：六年级学生
誗活动时间：每年十月份
誗活动内容和形式：
活动一：道具制作。各班学生动手制作

面具、南瓜灯等道具，在教室内展示，营造
节日气氛。

活动二：学校巡游活动。 大课间时，在
经典歌曲《Trick or Treat》声中，学生扮上

各种各样的神鬼形象，走出班级，在走廊上
进行巡游活动。 教师将准备好的糖果分发
给他们。

感恩节

誗活动目的：了解感恩节的由来，教育学
生要知恩图报，实现感恩教育的知行合一。

誗活动主题：Thank everyone around us
（谢谢身边每一个人）

誗活动时间：每年十一月份
誗活动对象：三年级学生
誗活动内容及形式：
活动一：爸爸妈妈忙什么？ 与学生互

动，请学生说说爸爸妈妈在忙什么。
活动二：让我为您做些什么？让学生想

想自己能够帮助爸爸妈妈做的事情， 然后
请学生讲讲自己将为爸爸妈妈做一件什么
事情。

活动三：我想大声告诉你。请学生准备
一句想对爸爸妈妈说的话，表达爱和感谢。

活动四：“爱心花，传祝愿”，请学生把
自己的祝愿写在纸上，然后剪成各种形状，
贴在许愿墙上，拍照留念，做爱心花并送给
最想感谢的人。

圣诞节

誗活动目的：了解圣诞节背后的历史
文化；营造欢乐圣诞的节日气氛 ，提高学
生用英语表达祝福的能力和动手能力。

誗活动主题 ：Merry Christmas （欢度
圣诞）

誗活动时间：每年十二月份
誗活动对象：一年级学生
誗活动内容及形式：
活动一：创设圣诞节日氛围。英语教师

教授一些有关圣诞的祝福语、简单词汇、歌
曲等，在校园营造浓厚的圣诞氛围。

活动二：制作圣诞帽，学唱圣诞歌。
活动三：制作圣诞节贺卡。
活动四：英语短剧汇报展演。
活动四：互赠圣诞礼物。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洛阳分校）

我是从体育教师转型而来的语文教
师，同时兼班主任。 当班主任之后，我不断
思考，怎么让班里的学生爱上学习。经过一
段时间的观察了解， 我发现每个学生都有
自己的长处和独特的个性， 如何让他们每
个人在这间小小的教室里得到更好的成
长，我想到了“完美教室”的理念。

首先 ，我理解的 “完美教室 ”应该是
有色彩 、有笑声 、有故 事 的 教 室 ，打 造
“完美教室 ”的第一步应该是布置教室 。
其中 ，除黑板墙以外的三面墙成为布置
教室的重点 。 第一面墙设计成学生作品
的展览区 ，展示学生素描 、绘画 、剪纸 、
硬笔书法 、手工等作品 ；第二面墙作为
学生在校成长的照片墙 ，记录班级的每
一次活动和学生成长中的点滴 。 第三面

墙张贴班训 、班风 、学风 、班级口号 ，提
升整个教室的精气神 。 外在环境的改变
很容易 ， 最重要的是深入学生心灵 ，推
动学生内在成长 ，而只有让学生们参与
到 “完美教室 ”的建设中 ，才能更好地触
动他们的内心 。

在“完美教室”建设上，有着不同性格
特征的学生 ， 自然有着不同的视角和想
法。 尊重学生独特的想法，让他们参与其
中，这些想法就会成为建设“完美教室”的
重要力量。 我想了很久，决定采用手工制
作方式， 帮助学生将各种想法呈现出来。
中秋节时，我让学生制作一张精美的贺卡
送给父母。学生们的创意丰富多彩，剪裁、
绘画各种技法的运用让人赞叹。这次尝试
之后，我开始将手工制作引进“完美教室”

建设。学生之间相互讨论、借鉴，教师与学
生之间不断就遇到的问题进行沟通，整个
班级凝聚起来。 学生曾经告诉我，他们发
现与教师也是可以做朋友的！那些不听话
的学生、沉默寡言的学生们 ，在手工制作
中都没有被忽视。 这样的互动，也让我有
了更全面了解学生的机会。

朱永新说过，“每个孩子都是上天派来
的使者，作为教师，关键是要给孩子自由，
给他空间，给他时间，他就能为你创造无数
辉煌。作为教师，就要善于发现学生的特别
之处，一旦孩子发现了自己，找到了自我，
他就会爆发出我们难以想象的能量。”我也
坚信，每一个学生都会非常优秀，作为教师
需要去发现和欣赏他们的潜能和个性，引
导他们找到真正的自我。 而“完美教室”的

建设过程，印证了这些想法。我发现班级里
的学生各有各的特长，书法、手工、绘画，每
个学生都能在一张纸上， 用自己的方式表
达创意。

要创造 “完美教室”， 除了外在的布
置 ，更重要的是学生 ，他们才是 “完美教
室”的核心。为了提高学生的修养，美心修
德，我又开始寻找提升的方式。一天，我得
知班里有学生家长是开茶庄的，这让我顿
时有了灵感，以茶文化承载 “完美教室 ”，
将传统的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以茶为媒
的生活礼仪、以茶修身的生活方式传递给
学生。

经过与家长沟通， 茶文化班本课程在
每周三正式开课了。课上，通过沏茶、赏茶、
闻茶、饮茶，学生们了解了茶文化知识，领

略茶道的和谐美感。在茶的清香中静心、凝
神、陶冶情操、去除杂念，而这样一种心灵
的体验正是我想通过茶文化传递给学生
的。 “完美教室”中最完美的部分就在于学
生本身变得完美。

通过一学期的共同努力，“完美教室”
终于有了雏形。回顾“完美教室”的建设过
程，学生们的独特想法、参与热情，让教室
的外观变得多彩； 而茶文化课程的引入，
使学生内心得到进一步丰富。如果每个学
生都是天使，那么在“完美教室”里 ，他们
就是学习更加愉悦 、 内心更加美好的天
使，而这样一群天使必将让教室绽放出独
一无二的魅力 。 但完美只能出现在概念
里，“完美教室”的建设也一直会在路上。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林泉小学）

打造有故事的教室
课改叙事 □梁 倩

小而美的文化节

课程图纸
十大小学校本课程候选案例·国际文化节 从年初到年末，每月一个主题活动，元旦游艺会、多彩迎新春、风筝节……构成了北京市第二实验

小学洛阳分校的“校园微课程”。该课程将课程规划延伸至课外，将书本延伸到生活，为学生们打造了
一个更广阔的实践平台。本期，我们为您呈现国际文化节的微课程。

学生在进行手工制作

□张胜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