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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青春

按照《义务教育小学科

学课程标准》规定，从 2017

年秋季学期开始，科学课由

原来的三年级调整为一年

级，并且纳入必修课程体

系。这一举动体现了教育

部对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

养的关注和决心。

当今世界，科技发展日

新月异，科学普及与科技创

新相互助力，提升整个社会

的科学素养，是新时期我国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的 客 观 要

求。如何回应科学课程标

准的新变化？学校和教师

需要在教学理念和教学实

践上作出转变和创新尝试。

首先，科学课要上得有

趣，以激发学生对科学知识

的好奇心为最大目标。“主

动学习”理论告诉我们，只

要孩子们对课程有了兴趣，

他们的学习态度就会变得

主动、自觉、认真。因此教

师需要遵循儿童成长基本

规律，在理解孩子们认知水

平的基础上，采用跟学生相

匹配、学生喜欢的游戏、活动等去进行科学

教学。科学课不仅仅是教给学生科学知识，

更重要的是在探究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科学

技能及科学思维。要善于挖掘教学资源，创

新内容与形式，激发学生对科学课的兴趣。

其次，科学课不能停留在“嘴上讲现象”

“黑板上做实验”，科学教育不是要求每个孩

子都成为“科学家”，而是期待孩子用科学的

态度与方法看待现实、分析世界，令生活更

智慧，将来有机会致力科学研究。因此，科

学课应坚持让孩子动手、动脑，在操作中学

习，在联想中启智。科学知识不能靠死记硬

背所得，应是在科学实验、发明创造、广泛阅

读、科普视频观看、小论文撰写中自然而然

印记在学生心中。新课标中提倡要用探究

的方式或以探究为主的方式来学习，这意味

着要转变传统的“讲、记、背、练”的学习方

式，让学生们在动手实践、探究学习中认识

自然，培养科学素养，了解科学研究的基本

方式和方法。

第三，科学课不能停留在教师讲、学生

听的状态，要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前提

开展教学活动。学生在遇到不懂的问题时，

要引导通过发问和讨论解决疑惑；学生想关

心周围的世界，思考人类所做的决定对周围

生物的影响时，要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观

察、探索去发现。科学归根结底是一门实践

的学科，实践精神不是简单的动手操作，更

是让孩子享受创造的乐趣，进而用科学的方

法探索更多可能性，鼓励孩子们在实践中将

想法变为现实。孩子对世界有着天然的好

奇心，科学教师要做的是引导他们提问，并

教给他们科学的探究方法。

□本报记者 张乐琼

未来学校，顾名思义，是面向未来

的学校和其提供的教育。在社会对优

质教育资源、个性化教育需求与日俱

增的今天，未来学校到底会以怎样的

形态生长？是撬动现有的育人模式，

为每个学生提供差异化的学习空间？

是打造“无围墙学校”，多元办学，构建

起一个个有社会交互的学习环境？现

代化学校治理又将会出现什么样的新

格局？记者从近日举行的“中国名师

名校长论坛”上获悉，在大力推进教育

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一场关于“未来

学校”现代化建设的构想与探索正在

各地展开。

课程变革，向差异化发力
前不久，新意迭出的23份苏轼研

究报告，让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六年级

4班的学生成了集体网红。原来，当

大多数小学生还在孜孜不倦于基础课

程时，这所学校的孩子已经“玩”起了

高等教育才有的课题研究。他们运用

大数据方法，有观测苏轼心情曲线的、

有考察苏轼朋友圈和旅游价值的……

从应用方法到切入角度，自主研究，不

输成人。这一看似“逆天”的表现折射

出来的是清华附小已推行7年的“1+X”

课程模式，整合学科学习和主题实践

活动，“1”凸显学科价值，“X”强调按

照儿童个性的方式创造生成。

“帮助每个孩子在先天禀赋的基

础上成就他们的个人发现和自我实

现，在这当中，将个人兴趣顺利转化成

实际的成果，是基础教育应该做的

事。”在该校校长窦桂梅看来，未来教

育就必须照顾学生的差异，提供适合

其发展的教育教学活动。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的课

程改革出于相同的目的。“小梅花课程”

融合重构原有课程体系，让国家课程得

以校本化实施。原有的十几门课程整

合成为7门，课程内容优化整合、长短课

搭配组合。“我们通过课程整合，学生花

60%的时间就能完成所有的学科课程，

多出来的半天时间，孩子们可以每天自

主选择社团活动和学科专题活动。”多

年下来，校长刘希娅看到了学生的变

化，“他们更加有主见地去认识自己，主

动地发现自己，从他律走向自律，并且

探索全方位地寻找获取信息、分析信息

和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办法。”

在我省，“选择”可以说是课程改

革的关键词，而“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

性的发展”便是核心要义。从2012年

开始，这场变革覆盖义务教育、中等职

业教育、普通高中教育等各个阶段，涉

及课程设计、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等各

个领域。迄今，全省普通高中已全面

建立知识拓展、技术技能、兴趣爱好、

实践研究四大类选修课程体系，中小

学也基于自身特色重新搭建课程结

构，丰富优化拓展性课程。省教育厅

副厅长韩平说，这些年我省推进的课

程改革，是希望让教育回归到原点。

而所谓的教育原点，就是认识到每个

孩子都是一个有独立特色的人，教育

需要更加差异化、个性化，因人而异，

因材施教。

的确，在新课改如火如荼的今天，

以着眼于差异化、个性化的课程变革

撬动教育现代化改革已成为很多学校

的共识。杭州天长小学校长楼朝晖认

为：“让学习真正发生，个体优势培育

和群体的协同培育一定是相辅相成

的，而其中教师如何解读学生以匹配

自己的教学行为，成为当前面临的最

大挑战。”

制度创新，从“管办评”做起
“教育变革真正的动力来自基

层。一场实质性的教育改革不仅需要

自上而下的推动，也需要自下而上的

强大动力。”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东平看到了基层区域教育制度创新

对未来学校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国

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曾

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的现代化，要从管、办、评做起，重构政

府、学校、社会的新型关系。”

上海市虹口区在区域性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上已有长达20年的探索历

程。上海市督学、虹口区政府教育督

导室原常务副主任郑万瑜说，教育管

理的“规”确立好后，行政管理部门从

大校长的角色定位上脱离出来，给予

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目前，虹口

区形成了以学校章程为核心的五个

“一”，即“一校一规划”“一校一评价”

“一校一章程”“一校一特色”“一校一

制度”，成功突围“千校一面、千课一

本”的办学困局，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成

效明显。

而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则率全国

之先，以“管办助评，各归其位”对症区

域教育治理难题。上城区各中小学享

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推进基于规划

的自主发展办学模式，已形成每三年

自主制订学校发展规划、每年进行学校

发展规划实施情况自评、每三年进行终

结性评估的工作常规。管理要突破定

式，上城区教育局局长项海刚对未来学

校的治理蓝图已有了新的构想——上

城教育将从现阶段为学生提供“走班”

“走校”的选择逐步发展到“走社会”的

区域教育生态。他认为：“现代学校应

该打开围墙，让每个学校都成为一个

学习中心，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社区、家

长力量参与进来，实现‘无围墙’‘全融

入’的现代学校概念，将博物馆、图书

馆等社会公共空间为学校所用，拓展

学校办学空间，让学生感受到真正的

学无边界的社会。”

本报讯（通讯员 蓝伊啸）衢

州市特殊教育学校职高班的一名

男生近日在当地一家手机营销店

做起了技术维修工作。为增强特

殊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也为今后

就业积累经验，该校与当地一些企

业商户联系，为他们提供各类勤工

俭学岗位。

据了解，早在1997年学校已经

探索特殊学生的勤工俭学办法，如

今已形成了“专业+社团+基地+创

业”的现代特殊教育学校的职业教

育模式。这几年学校创建了勤工俭

学部，在校内为学生提供陶艺、细纹

刻纸等岗位。学校还与浙江金龙纸

业等近10家企业合作。让家庭贫

困、专业技能优秀的学生每周都能

在校内外创业基地勤工俭学，决不

让任何一名学生因家庭贫困而辍

学。据了解，目前该校职高部90名

学生中，已有50%的学生参与了勤

工俭学。

为特殊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

本报讯（通讯员 陈燕莺）天气越

来越冷，小鸟们会不会挨冻？会不会

找不到食物？近日，义乌市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江南校区的学生们动手给鸟

儿制作鸟巢安家，让它们能顺利过冬。

据悉，这是学校的省级精品课

程“七彩中国节”系列中“立冬”课程

的一部分。一个多月前，学生就在

教师和家长的指导下开始制作鸟

巢。他们绘制了鸟巢图纸，动手搭

建鸟巢。雪碧瓶、塑料盒、旧木箱、

枯树枝，都成了鸟巢的制作材料。

学生们有的用木板搭了会客室、

卧室、餐厅，仿佛一幢小洋楼；有的修

建了瞭望口，做了小门，俨然一个温

馨的小公寓。他们还用颜料给鸟巢

绘上了各式图案，并在屋顶和每个墙

面刷上防水的清漆。有的学生还在

鸟巢里铺上枯黄的落叶，垫点松针，

塞点棉花，放几颗野果，让鸟儿住得

更舒适。学校还为学生特意租用了

一辆吊车帮着把鸟巢挂到树梢上。

天冷了，给鸟儿安个家

让
科
学
课
上
得
更
﹃
科
学
﹄

实话 实说.

面向未来的学校治理之道

小石头里的大世界
近日，在常山县芳村小学的一堂手工制作拓展课上，学生们体验了一次“小石头

上画出大世界”的创意手工活动。色彩斑斓的海底世界，个性鲜明的卡通形象，都被
学生描绘在了一块块形状各异的石头上。 （本报通讯员 徐德飞 任 清 摄）

□舒玲玲 汤林英

快门按下的那一刻，努力保持最灿烂

的笑容，背后一面迎风飘扬的党旗，映衬得

师生们的笑颜更加动人。“喜迎十九大，我

和党旗合个影”活动把温州市特殊教育学

校变成了一个红色的欢乐海洋。如今，这

一张张生动的合影又被做成展板，静静地

陈列在校园一角，孩子们从旁经过，总忍不

住上前指认熟悉的老师和同学。

宏大、高远的历史命题，落在温州市特

殊教育学校，瞬时化为孩子们真实的触动与

体悟。“让孩子们从身边的爱与温暖中感受

党的关怀，进而认识党的内涵要义，这样他

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十九大行将开启的是怎

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校长李科如是说。

红色是党的颜色
每一个来校史馆参观的孩子，都会被

温州特殊教育的发展史所震撼。泛黄的画

面中，是曾经租民房办学的局促与无奈，设

施简陋、师资薄弱、生源有限。反观现在，

投资逾2亿元、占地185亩的现代化校园

窗明几净，康复设备品类齐全，学生数居全

国同类学校首位，已然构建起从学前教育

到高中教育的十五年一贯制教学体系。

“这是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办学史，

也是温州特殊教育的发展史，更是温州市

委、市政府办好特殊教育的决心与大手

笔。”李科说，这座图文并茂、音形并举的校

史馆，是新生们接受始业教育的地方，党和

政府的关爱，以这样实实在在的形式，让这

群特殊的孩子感受到了温暖。

“党是红色的，红色是太阳的颜色，照得

人心里暖暖的。”启智部的学生尽管智力水

平有限，但心里却分外透亮，他们用自己的

思维和语言描绘着党、感受着党。小伟养的

鱼在阳光下也隐隐呈现红色，“有时会冒出

水面”“吃饱了会吐泡泡”“游起来很慢”……

小伟总爱缠着李永林讲述他的宝贝鱼儿，顺

便再从李老师这里讨要一些鱼饲料。

自从开展党员“勇担当、亮承诺”活动

以来，党员教师们结合本职工作和孩子们

的特殊需要，纷纷与班级、与寝室、与个别

学生结对。身为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的李

永林自然也不例外，小伟就是他结对的启

智部学生之一。“小伟喜欢饲养小动物，更

难得的是，他能耐得住性子观察小动物，这

对他的心智发展很有帮助。”李永林说，和

他一样，党员教师们不仅结对了若干个需

要特别关爱的孩子，还会主动认领孩子们

的微心愿，给予他们尽可能多的爱与帮助。

我心中的十九大
10月18日上午，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组织全体师生收看了十九大开幕式。令启

音部学生感到振奋的，是屏幕左下方一直舞

动着双手的手语翻译，让他们感受到了十九

大报告中“办好特殊教育”的分量与承诺。

从十七大提出“关心特殊教育”，到十

八大倡导“支持特殊教育”，再到十九大强

调“办好特殊教育”，特教人无疑迎来了最

好的时代。

为了献礼十九大，该校组织师生们以

十九大为主题制作手工艺品，刻画他们心

目中的十九大。其中，细纹刻纸作品《喜迎

十九大》将“一带一路”、载人飞船、高铁等

足以彰显综合国力的元素呈现在一起，一

个日益繁荣强大的祖国形象跃然纸上；瓯

塑作品《永远的记忆》再现了中共一大两处

会址，表达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决

心；瓯绣作品《锦绣中华》则描绘了一幅和

谐昌盛的家国盛况……在教师的指导下，

这些特殊的孩子们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

描绘出他们心中各式各样的十九大。

“美哉中国，华丽篇章；壮哉中国，再造

辉煌；伟哉中国，屹立中央……”李科也兴

奋地提笔礼赞十九大，在他看来，“用温州

当地的传统文化，记录和再现我党、我国的

繁荣景象，不仅是对十九大的献礼，更是对

学生进行的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谨以热忱回馈爱
一面承纳着社会的关爱，一面倾尽特

殊教育之力回馈社会，正是在这样的承纳

与回馈中，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始终践行

着党和国家赋予特殊教育学校的使命，构

建起独具特教属性的社会服务模式。

如今，借着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契

机，该校进一步加大感恩、回馈社会的步

伐，将温州市特殊教育中心、公益活动基

地、师德师风培训基地、对外交流与服务窗

口等功能属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除了继续“走出去”加强随班就读、卫

星班、融合教育、送教上门等普特教育一体

化的教育举措，让更多残障孩子享受更优

质的教育外，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也积极

推动“请进来”工程，让更多人走进特殊教育

和特殊孩子群体，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关

爱、尊重、帮扶特殊教育学生的良好氛围。

如今，该校教师们正以十九大精神为引领，

深入实施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着力

发挥该校全国特教航母的影响力，以期为

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再创新的辉煌。 （AD）

那抹迎风的红色，是爱与温暖
温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我心中的十九大”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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