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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小学的时光，我还是一个不敢在

台上讲话的害羞的女孩。”初三（12）班学生

周姝妤很感谢在育华的这些年，是学校融

合课程的理念和多彩的活动慢慢培养了她

的自信，让她有勇气和那么多优秀的育华

学子一起参加首届培养目标代言人的评选

并成功当选。

对于教育工作者而言，最大的欣喜和

感动，也许就是陪伴学生们成长、发展，见

证他们的思想越来越成熟，梦想越来越清

晰。在初三（9）班班主任蒋群英的印象里，

初一时的王志成在人群中并不显眼，“但他

有很强的歌唱天赋，最初我鼓励他在班会

课上唱歌，后来就把他推荐到年级、学校的

活动乃至校外的活动上表演。舞台在逐步

扩大，他的自信心也越来越强”。蒋群英

说，如今王志成已经能够落落大方地应付

各种大场面，“不用为他以后出国担心了”。

让王志成无比活跃的杭州绿城育华学

校学生草坪音乐节最初就是由学生发起的

户外音乐活动。学生们不仅自己进行活动

设计、策划和演出，同时还在室内组织了一

场现场书画作品展，两相配合将活动推向了

高潮。“学生个性强、想法多，我们能做的就

是帮着他们把很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在

蒋群英眼中，融合项目的学生各有各的优势

与特长，一旦他们的特长被看见、被激励，他

们会格外专注于此并将优势发挥到极致。

在绿城育华初中，从多元角度发现学

生的闪光点不是一句空话。教师们，尤其

是班主任从初一新生家访时就开始观察

学生的兴趣与特长。在蒋群英的班上，叶

讠禾、鲁一萌两个女生特别有艺术天赋，她

俩搭档出的黑板报不仅设计感很强，还会

利用布艺、手工、扎染等形式丰富黑板报

的层次与内容。“她们都选修了扎染课程，

也会将课堂上完成的扎染作品用于日常

设计。”而连续两届浙江省少年文学之星

一等奖获得者李嘉涵，不仅在校期间自学

了钢琴和吉他，还萌生了对编程和滑雪的

极大兴趣，“希望可以自学Python编程并

拍一些微电影”，她说，是育华让她有勇气

去尝试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物。

“学生们的格局很大、视野开阔。”初

三（12）班班主任吴明军说，已经毕业的

学生也会连线国内有需要的学生开展线

上辅导和支教公益活动。在吴明军看

来，是学校的融合课程给了学生们查资

料、做研究的契机，“我们课上提出的很

多问题都需要学生在课下查找大量国内

外的资料与素材，这个过程拓宽了学生

们的眼界，让他们变得沉稳大气”。

开阔的人文视野、精深的专业知识、

丰厚的教育理论基础、对生活的热爱和自

身丰盈的人生，是育华教师的主要标签。

在孙卓人看来，进行中外教师联合教研，

加强与海外友好学校的多元合作，都会使

教师们的眼界不断拓宽，教研迭代升级。

目前，该校还有10位来自美国、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全职外籍教师，

并与400多所海外学校建立了合作联系。

“等疫情结束，我们还会组织开展夏校活

动，带领学生到海外合作学校参加夏令营

课程，让他们在实地访学的基础上加强对

海外学校、课程和学习方式的了解，从而找

到更适合自己的未来成长之路。”孙卓人

说，办学以来，学校有近300名优秀毕业生

被世界顶尖大学录取，如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英国牛津大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美国

波士顿学院、美国南加州大学等，这无疑从

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育华教育双轨制的办学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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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静贤

假如唐代诗人也有朋友圈，那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让你去采访学校10年变迁的

见证者，你会如何设计采访呢？如何提高初中生对流浪动物的保护意识……

日前，由14名应届毕业生发起、6位导师担纲指导的社区服务毕业设计展在杭州

绿城育华学校初中部（以下简称绿城育华初中）举行。参展的6个项目覆盖全球化与可

持续发展、特征认同与关系等六大全球背景，历时9个月的调研、计划、行动与反思，以

及5周的布展准备，给全校师生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和思想震撼。

“结合自己的所学与能力，为我们所处的社区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做好社区

服务的一部分。”初三（12）班学生张宁轩是“众生平等”项目组成员。他的话道出了绿

城育华初中融合教育的初衷——培养具有理性精神、健全人格、深厚文化素养和强烈

责任意识的世界公民。他们建立流浪动物保护协会、开通协会自媒体账号、举办流浪

动物保护主题展览、组织救助站文创产品义卖，有效提高了初中生保护流浪动物的意

识。该项目还参加了CTB全球创新研究大挑战区域赛，与高中学生同场竞技。

用未来的眼光看今天的世界，绿城育华初中以融合项目为载体推进融合教育，打

造多元选择的融合课程和丰富活动，不断发现学生的闪光点，努力为他们营造“不一样

的未来”，走出了一条以融合教育为基底的教育国际化新路。

假如古人也有朋友圈，他们会发些什

么？在学生们的画笔下，王安石夜市独酌，

饮尽白日里舌战保守派的不忿；朱元璋勤勉

理政，道道政令串联起一日打拼的艰辛；李

清照酒意阑珊，吟诗作画感叹春之将逝……

在绿城育华初中的社会课上，“古人的一天”

“创意年代尺”“历史剧演绎”“地理教具制

作”“时政小报”等学科特色活动层出不穷。

为更好地激发学生兴趣、提升学科素

养，绿城育华初中各科教师都会旁征博引，

从古今中外的多元知识中提取与课程相关

的内容，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引入课堂。

于是，学生们在社会课上分析日本核废水和

威尼斯水城海水倒灌的危害，并思考相应的

解决办法；在科学课上研究不同水位高度的

杯子能敲击出怎样不同音色的悦耳声音；在

语文课上扮演杭州代表性人物来宣讲特色

文化和独特魅力；在数学课上体验通过建模

来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

“在育华，老师特别注重引导我们观察

世界，还鼓励我们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影响

世界、改变世界。”初一（12）班学生郑逸然

说，她最喜欢的还是在“黑匣子”教室里上

的戏剧选修课，因为不仅能近距离欣赏中

外戏剧精粹，还有机会自己上台过一把

瘾。“前不久我们小组刚刚自编自导自演了

《骆驼祥子》中虎妞来找祥子的片段。”她

说，还有的小组表演的是“武松打虎”“哈姆

雷特”……

汲取外国优秀课程精华、结合国内基础

教育优势，绿城育华初中在核心基础课程之

外，还开设了“融合选修课程包”，以小班化

形式推进双语双文化课程，培养学生植根中

国、展望全球的视野。“我们把世界各地的先

进教育模式和理念纳入融合课程体系，进而

找到适合衡量育华课程有效性的评价标

准。”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孙卓人强调，学校从

不以分数论英雄，反而更注重从多元角度去

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因为始终与赴海外留学的毕业生

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孙卓人常向他们

了解，初中的哪些课程让到了海外就

读高中和大学的他们受益，怎样的教

育方式能帮助他们更快适应海外生

活。“譬如在国内学好数学，到了海外

的高中就很有优势，能让学生们更得

心应手，因此我们融合班的数学课采

用的就是完整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体

系，但在评价方式上，我们会借鉴IB课

程的评价方式。”孙卓人表示，融合教

育首先是中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的

融合。

绿城育华初中从不以一次考试

来否定任何一个学生的努力，借鉴国

际 IB课程的做法，采取过程性评价

与总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常常

学完一个单元就考核一个单元，像闯

关一样。”郑逸然觉得学习轻松且快

乐。语文课要求写篇辩论稿，英语课

要求介绍一个中外节日，科学课要求

自制一件乐器并敲奏一首歌曲……

这样的研究性学习项目取代了枯燥

而机械的书面作业，也影响了学校的

整个考试体系。

“过程性评价相当于一次模拟考，

先完整体验一遍考试形式，到了总结

性评价环节，考试内容会有调整但形

式不会改变。”郑逸然介绍，如英语考

核往往分为ABCD等不同维度，分别

对应听力、阅读、口语、写作能力。前

不久的英语考试就重点考查了口语表

达，过程评价考的是国内的节日，总评

时变成了考西方的节日。“在短短两节

课的时间里，不仅要对题目有充分的

思考，还要完成英语演讲稿和PPT制

作，特别考验对时间的掌控能力。”

除了探究性学习课程外，“融合选

修课程包”中还包括英语新思维、原版

阅读、英语戏剧等外语特色课程和SA

（青少年社区服务）、ATL（学习方法指

导）、管弦乐、马术、高尔夫、橄榄球等

素质延展课程。“孩子从小在育华校园

里接触到的课程就是与国际接轨的。”

郑逸然爸爸说，他平时也会跟着女儿

一起学美式橄榄球，不只做好后勤保

障，队伍里缺一个人时他也常常自觉

顶上。如今，郑逸然已经成功申请到

美国北郡中学的offer，“这些课程以后

孩子到了美国也会接着上，能帮助她

更好更快地适应陌生环境、融入陌生

集体”。

“虽然身在国外，但那些曾经接触

的文化精华至今仍影响着我。”朱康韬

是绿城育华初中2015届毕业生，记忆

的闸门打开，在育华学习生活的轨迹仍

清晰可见：科学课点燃了他最初想探究

世间万物的动力，英语课加深了他对异

域文化的了解，国际文化节像是全球不

同文化百花齐放。“当初的校本选修课

早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专属特长，研学周

上学到的知识在海外特别受用。”即将

前往牛津大学攻读研究生，朱康韬觉得

育华3年是他实现梦想的起点。

至今仍为不少毕业生津津乐道

的研学周究竟有怎样的魔力？刚刚

过去的5月，绿城育华初中开展了为

期 3天的研学项目营。在动漫研学

营里，学生们利用定格动画学习剧本

分镜创作、美术设计、道具制作、分镜

拍摄、后期剪辑等，完成了以“食物”

为主题的创作。“指导老师给我们讲

解了国漫的进步和国际动漫的发展

史，让我深深地理解了动漫的艺术性

和创造性。”学生陈钇翰兴奋地说，他

已经迷上了动漫创作。中医文化之

旅、CSI侦探营、浙大创客课堂、西班

牙国际体验营……更多精彩纷呈的

研学活动亦在育华校园里上演。

“学习真正发生，应该是一个综

合性的、生活化的、解决问题式的过

程，可能会用到语文知识，也可能是

数学知识、科学知识等。”在孙卓人

看来，融合教育还应该是课程与课

程间的融合，因此该校常常不定期

地举行跨学科融合教学，如各学科

教师围绕同一主题共同上课，又如

每学期举行的项目周活动。在绿城

育华初中，不仅教师可以发起研学

周项目，学生也可以提出创见，“欧

洲雕塑文化之旅”就是由学生自行

设计的研学周项目。

根据学生的设计安排，参与该项

目研学的学生在城堡文创园丹培拉美

术馆进行5天沉浸式的艺术学习与体

验，通过发掘身边材料的特性，寻求个

性化艺术表达。“相关课程根据意大利

佛罗伦萨美院大三的雕塑必修课提

炼、精缩而成，由学生提出想法，老师

帮助落地实现。”孙卓人介绍，在没受

疫情影响的那些年，学生们在研学周

里曾去到北京研究胡同文化，也曾到

江西景德镇开展画瓷之旅，还登上过

富阳艇担当“战舰少年”。不仅如此，

学校每年都会举行研学周项目设计大

赛和表彰大会，鼓励学生通过探究、制

作、体验等方式设计活动项目，以提升

学生的创新能力、演讲与表达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等。

“学校给我们充分的自由，不仅可以

自主选择想要参加的各类活动，也可以

申请定制自己需要的课程。”初三（9）班

学生吴峥已经取得美国布鲁斯特中学的

offer，和其他学生普遍选择“9升9”不

同，选择“9升10”的吴峥到了美国以后

就要开始上美国高二课程，因此这学期

他一直在自学国内的高一数学课程，遇

到不懂的问题就找自己的数学老师丁

蔚请教。“丁老师不仅教我高中数学，还

是我的升学指导老师。”几乎每天中午

吴峥都会来办公室找丁蔚。“他的英语

成绩非常好，SSAT考了满分，针对他的

情况，我主要在数学学科上对他进行一

些衔接教育。”不仅允许吴峥有选择地

参加学校的课程和活动，丁蔚每天给他

布置的作业也与别人不同，完全是个性

化定制的内容。像吴峥一样，托福100

分以上、SSAT高分的学生在育华初中

也不是个例。

针对理科基础扎实的学生，允许

其免上理科课程，转而选择其他感兴

趣或需要加强的课程，或是以小课题

研究的方式参与某门学科的学习；针

对文体竞赛优异的学生，定制专门的

培养方案，引进专门的师资和教练，实

施个性化课程与活动。绿城育华初中

将学生个性特质和未来发展方向摆在

学习计划的重中之重，并据此设计个

性化课程与活动，真正让学习为成长

成才服务。

“考虑到海外学校学习多实行走

班制，没有固定的班级概念，他们常以

寄宿的House为单位开展各式各样的

活动，因此我们也在融合班学生间发

起了双语项目House活动。”丁蔚介

绍，该校将融合班学生按宿舍分成七

大团队，对应彩虹的7种颜色，每支队

伍有自己专属颜色的服装，各支队伍

都将在活动中为争夺佳绩而合作拼

搏。“我们会组织像‘怒海逃生’这样的

团队合作活动，增强队伍凝聚力。”因

为每支队伍里都有不同年级、不同班

级的学生，通过混龄组队加强朋辈教

育，“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跟他人

相处，即便到了陌生的学校，他们也能

尽快适应海外生活”。

过程性评价：从“教中学”到“做中思”

探究驱动的课堂：更自由、更灵活的授课方式

“让孩子在世界的舞台上讲中国的故事”

把
世
界
当
作
课
本
，而
非
把
课
本
当
作
世
界

学生参加“欧洲雕塑之旅”研学周活动

2022研学周“你好，西
班牙”项目

融合项目一年一度的艺术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