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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校微讯】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课程实施方案简介
——附校第十次工作会议纪要
2018 年 3 月 23 日，浙大教育学院附属学校专
家团队第十次工作会议在田家炳书院顺利召开。本
次会议的主题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课程
实施方案简介，主讲人是附校校长欧自黎。

四、为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需要加强对学
生的培训。
与会专家建议，其一，整理课要彻底交给学生，
不要从教师讲授过渡到学生自主，提议由教师列出

欧自黎校长详细解说了附校课程实施方案，

问题清单，由学生小组讨论梳理和巩固当天上午所

他认为：一、附校通过建立八个中心，围绕核心

学内容，确有问题可由小组长收集传递给相应的教

素养，依据三大能力、六个板块、十八个细则来

师，注意培训学生有效利用整理课时间的方法，对

实施课程方案；二、学校总课表设计的基本依据

学业水平较差且无法良好进行整理课的学生要有

是 2015 年出台的《浙江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及课

所关注；其二，“工程探究中心”的核心课程《木

时安排》，同时根据学校特色进行了有针对性地精

艺 STEM》和《汽车 STEM》的开设时间要保证，祈

细编排；三、根据实践效果，整理课安排在上午

望能够激发学业水平中等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四节课之后对于学生学业的反馈与自学比较有利；

（夏永明）

《汽车 STEM》课程研讨会顺利召开
2018 年 3 月 22 日，《汽车 STEM》课程研讨会
在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召开。浙江师范大学附属笕桥
实验学校与杭州第十三中学的教师，浙江大学教育
学院附属学校专家团队相关专家参与了此次会议。

括四个项目（模块）：汽车背景、汽车设计、汽车
制造及实验、汽车宣传及销售。
与会专家和教师们经过研讨之后，认为：一、
根据初中学段学生一学年具体学习时间，
《学生手册》

《汽车 STEM》作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需要设计适当的学习内容，不宜过多；二、
“即时检

“工程探究中心”着力研发的核心课程之一，从初

测”的主旨需要明确，是提醒学生学习过程中需要了

始启动已经历时一年多。本课程为确保研发力量

解的知识还是串联学科知识，反哺学科学习，亦或两

充实，多角度整合了汽车专业、汽车实践和课程

者皆有？三、
“相关知识”
、
“即时检测”的设计要从

设计方面的力量，集结了浙江大学汽车研究所、

易到难，循序渐进，不宜在学习之初设计太难的内容，

启真车队的相关师生，邀请了课程专家何珊云副

如可将汽车传动原理简易化；四、项目中的部分活动

教授的加盟。本课程学生手册框架以项目（模块）

需要适当调整以符合项目的主题，部分学习任务需要

为主，下设有连续性、体验性、操作性的活动，

增减设计以便更有利于学生上手学习，如可增加汽车

由学习任务、相关知识、即时检测三部分构成，包

的安全设计方面的内容。
（夏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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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校“速写”】
编者按
《附校 2018 年上半年工作分解》由于篇幅关系将分为三部分登载，下面为第三部分。

附校 2018 年上半年工作分解（三）
五、
“三自文化”实施方案（责任人：叶映华【汪
建红审核】
。时间节点：5 月）
1、自强文化：七年级有关“自强文化”的学生活
动整体设计与安排：时间、内容、形式等。

3、制定《附校教师“四题活动”实施办法》。
4、制定《附校班级“学情委员”实施办法》，包
括职责、要求等。
七、机制创新（责任人：林莉。时间节点：4 月）

2、自理文化：制定《附校学生评议会实施办法》
、
《学生成长银行实施办法》、《附校学生“作业限行”
实施办法》
、
《附校学生“两免”制度》
（包括：享受两
免的学生比例，两免学生的选择标准与办法，滚动或

1、教科院附校“二本二卡”制度的完善以及在新
学校实施的操作办法。
【高琼审核】
2、制定《附校“教育教学问题诊断”制度》及《附
校“教育教学问题诊断”制度实施办法》
。
【汪建红审核】

淘汰机制等）。
3、自愈文化：制定《
“最多错一次”学生管理规
则》
、
《心理宣泄室实施办法》、
《悄悄话信箱管理办法》。

八、其他
1、“未来课堂”设计方案（责任人：李艳【高琼
审核】。时间节点：5 月）。

六、教师队伍建设（责任人：孙元涛【叶宝华审
核】
。时间节点：5 月）
1、附校教师赴杭州十三中、笕实驻校帮带培训方
案（含教师培训成绩考核办法）
。

2、体现“三自文化”的校园文化设计方案（责任
人：邵兴江【汪建红审核】。时间节点：4 月）。
3、专业教室整体布局与设计方案（责任人：邵兴
江、李艳【欧自黎审核】。时间节点：3 月）
。

2、制定《附校青年教师“工作坊”培养工程实施
方案》。

4、建筑楼顶“开心农场”方案设计（责任人：欧
自黎【方展画审核】。时间节点：3 月）。
（方展画）

【研究风向标】
信心高于知识，兴趣重于成绩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课程设置及实施
附校将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国家课程
为中心，同时配合个性化、综合性、实践性的课程，
通过适合且多样的课程实施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者、
探索者、合作者，最终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类、艺体类，按 4:3:3 进行总体规划与开发。采用“团
队兴趣”活动方式。
“社团课程”将强化“学科教学资
源”的渗入，列入学科课堂教学评价体系。
四、分层分类走班选课

一、开足开齐国家课程
国家课程是学校课程的主体。附校将按照浙江省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及课时安排要求，开足开齐国家课
程。同时根据学情，对现有国家课程适度进行二次开

国家课程中的基础学科课程（数学、英语、科学）
将依据学生的学业基础、能力水平等实施“分层走班”
教学，并建立期末流动机制，调整标准为个人意愿（兴
趣）、学业增量（潜能）、教师评估（学业水平、交叉

发，作一些必要的调整、增删和补充，适度减少必修
课教学时数，增加选修课。
二、重点打造 STEM 课程

课程和社团课程表现等）。
“交叉课程”和“社团课程”
根据学生的需要、兴趣、个性自主选择，实施“分类
走班”教学。

附校探索“双链式”的课程组织框架，设立“工
程探究中心”，增设以跨学科整合为特点、采用单元化
学习方式的“交叉课程”
。“交叉课程”是校本化选修
课程，以科技探究为内容，参照 STEM 课程模式开发。

五、长短课时统筹安排
根据课程内容特点与差异，设置 40 分钟的标准课，
1.5 小时、1 小时、20 分钟不同时长的课程。40 分钟
标准课主要用于开展国家课程的教学，可以酌情考虑

现阶段《木艺 STEM》和《汽车 STEM》已经在研发中。
《木艺 STEM》课程已经在省内 10 余所初中进行先行
实验，为附校的顺利实施提供前期经验。

两节课连排。20 分钟短课用于学生自主进行知识整理。
每天第七节课（下午 3:25）后的时间作为附校的“‘黑
学习’空间”。主要内容有“工程探究中心”活动（课

三、分类开设社团课程
附校“社团课程”拟分成三大类：科技类、人文

程），为 1.5 小时长课；其他学科类社团活动（课程），
为 1 小时长课。（欧自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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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工作坊】
如何在教育实践中培养创新型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

培养路径。

则国家强。无论是基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对高水

在教育实践中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把握好以

平人才的需求，还是基于新时代主体自身价值提升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明确创新型人才的核心人

和潜能开发的内在需求，教育对社会和个人发展的

格要素之一是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意义都变得越来越突出。如何培养出适应时代需要

批判性思维是有关做什么和相信什么的清晰和理性

并能引领时代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如何让受教育者

思考的能力，它包括独立思考和反思的能力；第二，

在教育生活中真正体验到成长、尊重、爱与幸福，

依托多学科力量及新技术支持，借助脑科学研究、大

这是当前我国教育变革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与

数据方法以及人工智能的新发展，及新技术革命在教

人们对教育价值的期待日益提升不同，人们对教育

育领域的渗透，探索创新型人才和批判性思维的成长

在创新型人才培养上表现出的乏力，则呈日益不满

机制；第三，在附校教育实践中，厘清创新型人才的

的发展态势。要把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建设创新

培养路径，通过“自强、自主、自愈”文化的塑造，

型国家”的发展愿景落到实处，不能仅仅合逻辑地

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与独立思考能力；最后，在系列

演绎出教育要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命题，更重要的是

拓展性课程设计中，把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创新

深入剖析创新型人才的核心人格要素、成长机制与

能力作为重要的设计依据。
（孙元涛、叶映华）

【智力加速器】
合作学习的关键是构建学习共同体
合作学习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在美国开始兴起

尝试：一些老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自主尝试合作学

的一种课堂教学策略，指为了更好地达成学生共同

习，让相邻学生讨论解决老师提出的问题；一些老

的学习目标，利用有一定的合作规则和责任分工的

师指定学生组成学习小组，并制订相关策略组织学

学生学习共同体，进行互助、交流和探索的学习活

生合作学习；一些老师让学生自主组建学习小组，

动。在全面实施“课堂革命”的大背景下，合作学

并在构建小组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学习……可

习能彻底改变教与学的方式，真正地从过去“依靠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出现了完全不同的相反结果。

教师教”转向“依靠学生学”，将“缺乏对话”的

一些老师自主尝试的合作学习消失殆尽。为什么？

传统课堂转变为“充满对话”的生本课堂，最终实

在调查中，这些老师明确回答：“没有明显的教学

现课堂教学从“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从

效果；教学任务不能完成；这样就没有做下去的意

近年来合作学习的实践情况看，凡能推行合作学习

义”。反之，也有一部分实验学校推行了合作学习

的实验学校，学生的品德行为、知识水平、能力素

的教学策略之后，不但教学质量明显提升，而且学

养等方面有显著的提高。故此，合作学习是课堂革

生的品行与能力发展迅速。

命的必行之道。
那么，如何才能达成合作学习呢？合作学习的

通过对不同实验学校的观察与研究发现，同样
是推行合作学习的实验学校，其实验成效大相径庭。

关键是构建学习共同体吗？学校实验合作学习的

凡是重视合作学习背后学生学习小组即学习共同

成效好坏，关键的区分点在何处？为了探索这些问

体建设的学校，其教育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能力水平

题，笔者对若干所合作学习的实验学校进行了追踪

就能大幅度地提升。相反，若不重视学生学习共同

调查与研究。

体建设的学校，其实验效果就不尽明显，且学校越

随着第八次课程改革“自主、合作、探究”理

重视学习共同体建设，效果就越显著。同时，我们

念的提出和深入探索，一些教师开始了不同的大胆

可以从合作学习背后的学习共同体建设中，总结与

2018 年第 3 期
总第 10 期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工作简报

04

提炼出合作学习的四种表现形态，即合作学习的四

员自主组合。只有自主生成的学习小组，成员间才

个可进阶版本。

有凝聚力和认同感。二是形成文化价值认同。教师

合作学习 1.0 版：在随机组织问题讨论中尝试合作

让小组成员共同确定组名、组徽、组训、组歌等，

课改初期，一些老师为了在课堂上体现课改的

使其形成显性的团队文化。自主形成的团队文化不

“合作”理念，上课时提出一个问题，然后让同桌

是外力强加的，学生自然而然地会认同与遵守。三

的两位同学，或前后桌四位同学一起讨论。这种只

是通过活动来正强化。学校要组织多种强化活动，

有“明确的合作目标”的合作，只是教师在课堂上

让小组成员的认同感和约束力得到强化。

的随意为之，学生没有事先准备，没有明确的合作

此版本的合作学习，其关键点在于构建了“共

规则，究其实质，这种合作学习根本没有学习共同

建的合作文化”基础上的学习共同体。学生个体能

体的意涵，故此很难达到好的合作效果。这种合作

为其认同团队而学习和生活，合作效果自然而生。

学习，只能说是合作的“萌芽”，一种低层次的尝

合作学习 4.0 版：在小组个体能力训练中深度合作

试合作，仅仅是合作学习的 1.0 版。

成效显著的实验学校的实践证明，要提高合作

合作学习 2.0 版：在组建学习协作小组中实现合作

学习的效率，使其有效或高效，除了“认同的合作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老师认识到合作学习

团队”、
“共建的合作文化”还不够，更需要对学习

1.0 版的缺陷之后尝试进行改进，他们认为要想学

共同体中的每个学生个体进行合作能力的训练，包

生合作学习有效，必须要构建一个学习共同体。重

括：行政组长的培训、学科组长的培训、上台领学

点在于：让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与指导下，在有“认

的培训、组织讨论的培训等等。美国合作学习专家

同的合作团队”的基础上进行合作学习，显然这种

尼尔·戴维森明确提出合作学习的七个要点之一是

合作学习有了明显的进步。佐藤学在《学校的挑战

“教师直接指导合作技巧”。学习共同体的每个学

——创建学习共同体》一书中举例说明了一个“合

生个体都要具备“娴熟的合作技巧”，包括在组织、

作学习”的经典案例：“课堂上学习成绩较差的学

活动、规则、文化相结合的条件下，如何共同学习、

生幸子，在高志与由美等人的帮助下，学习面貌焕

活动、实践，如何合作分工、交换整合、协作交流，

然一新，
‘合作学习’的情景‘绝无仅有’。”但是，

这些技巧都需要培训。所以，在学习共同体建设中，

在笔者看来，佐藤学所认定的“合作学习”，其学

在前三个阶段的基础上，培训学生有“娴熟的合作

习共同体也只是教师指定的，没有责任分工，也没

技巧”，就可以促使合作学习效果更加显现，合作

有目标与规则。所以，其效果也只能是一般，不可

学习就可以达到高效和一定的深度。

能有“绝无仅有”的效果，仅仅只是在有“认同的
合作团队”的基础上实现初步的合作学习。

纵观合作学习实践及上述合作学习的四个可
进阶版本，我们可以认为，合作学习是“课堂革命”

合作学习 3.0 版：在打造小组合作文化中凸显合作

的战略选择，其最关键之处就是构建学生的学习共

许多学校在多年实验合作学习的实践中逐渐

同体。这个学习共同体不仅仅要有“明确的合作目

认识到只有“认同的合作团队”是远远不够的。要

标”、“认同的合作团队”、“共建的合作文化”，更

想提升合作学习的效果，其学习共同体还必须具备

重要的是每个个体都要有“娴熟的合作技巧”。也

凝聚力、协作力、认同感。所以，学校在打造学习

就是说，只有把学习共同体的每个个体都训练到位，

共同体之时需要同时达到三个条件：一是让小组成

合作学习才可以水到渠成。（叶宝华）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附属学校合作办学领导小组办公室
地址：浙江大学西溪校区田家炳书院 607 室
电话：0571-88273827（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