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YDB 32021年1月26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夏应霞 美编 李静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lilun@163.com 教研

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本报讯（记者 葛仁鑫）1月19日，

“基于区域教师均衡发展的‘常青树

计划’实践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课题组召开结题鉴定会，该课题是由

成都市教育局、成都市教育人才服务

中心为主研团队的省级重点课题，自

2017 年开题以来，历时三年，对成都

市实施的“常青树计划”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2010年，为破解远郊区（市）县与

中心城区教育发展不均衡的问题，由

成都市政府主导和推动、成都市教育

局组织实施的“常青树——名优退休

教师下乡兴教计划”正式实施。10年

来，360余名成都市名优退休教师投身

其中，为成都市远郊地区的教育发展

献智献策，助推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该课题进一步明晰了“常青树计

划”的定位、作用及意义，并以“常青

树计划”退休教师现状分析与队伍建

设研究、整合区域优质教育资源联动

的“精准帮扶”研究、“常青树计划”管

理机制与实施策略研究等方面为着

力点，对“常青树计划”进行了深入的

剖析与思考，进一步促进了“常青树

计划”对区域教育均衡化的作用。当

天，以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吴定初为组

长的专家评审组在审阅相关材料、听

取研究报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现场

质询和研讨后，经过严格评鉴，同意

该课题结题。

◆绘制目标体系图，德育不再
“瞎忙”

“活动不成体系，零散，目标指

向不明确，老师操作起来嫌麻烦。”

盐道街中学高二年级主任姚福群

描述过去德育活动的整体印象。

长期以来，德育活动陷入“形式大

于内容”的套路、怪圈，活动的“空

泛”已跟不上新时代教育的要求。

鉴于此，盐道街中学决定用

“课程”来整合各类德育活动。那

么，德育活动课程以什么为课程目

标？课程目标要实施哪些内容？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6大要

素、18个要点为盐道街中学德育改

革提供了参考。在此基础上，盐道

街中学研制了中学德育活动课程

分类参考标准，综合场地、时长、对

象与组织者等因素，分为微型主

题、班级主题和以年级、学校为主

的综合实践德育活动课程。

在实施中，盐道街中学序列化

德育活动课程，不断优化结构。在

空间序列中，根据活动空间和人数

变化，细分为班级、年级、学校三

级，按学段、学期、学月序列化初中

到高中德育活动课程，提供“2+2”
或“3+1”必修与选修模式；在时间

序列中，中秋、国庆、元旦等节日节

点，6 年中什么时间搞什么活动一

目了然。

“现在的升旗活动更值得看

了，主题不重样，周周有精彩。”说

起德育活动，盐道街中学教科室主

任肖龙云眼里放光。

学校每周都有升旗仪式，如何

让固定活动不枯燥和丰富？盐道

街中学根据时间线索、节日节点和

学生成长特点及需要，将升旗仪式

序列化为微型活动课程。以高一

年级为例，在序列表中，一年有 40
个主题，涉及勤俭节约、爱国教育、

青春励志、学法守法等元素。

在序列表格中，每个主题后面

都有涉及到的核心素养、“五育”协

同涉及哪个点，是自选还是常规、

必选。整合后的德育活动课程，系

统而有序，不再是大而空、多而乱

的状态。

◆上好学科第一课，学科与德
育有机融合

为了帮助老师理清课程体系，

学校绘制了德育活动课结构程示

意图，三分为德育学科课程、活动

课程及与其他学科的协同课程，然

后再各自细分，方向和责任明确。

课题组制作了德育活动课通用设

计模板，学情分析、素养目标及评

价、反思，每一项都有细分和参照。

盐道街中学德育活动按照时

间节点走。比如6月禁毒教育、9月

教师节，在通用模板上属于“节日”

“节气”等重要时间节点类活动。

“育人目标更明确了，告别以前那

种随意式、散打式德育。”高一（5）
班班主任刘星亮说，什么时间该干

什么，心里有谱，规范了德育活动，

保证德育活动的质量。

去年新生入学，刘星亮班上开

始两周是“破冰之旅”，认识新环

境、了解学校文化，班主任带学生

做 3 年规划，学生自己设计班级卡

通形象。“同学们熟悉了，凝聚力和

归属感增强。”刘星亮介绍，国庆节

前夕，全班集体观看爱国主题影视

片，还组织了气氛热烈的主题班

会。

活动后，班主任要组织反思，

学生提意见，讨论如何优化德育活

动，让同学们有参与感、获得感，为

下次活动做准备。由班级到年级，

同样要总结，老师要提意见，“模

板”并不是铁板一块。在肖龙云看

来，“体系”体现了整合的力量。

另外一个好处是，盐道街中学

德育与学科课程构成有机整体，不

再是分离的、任意的。

参照核心素养18个基本点，盐

道街中学全面系统梳理德育活

动。艺体是学校的特色，梳理中发

现“审美情趣”占比过大，经过调

整 ，初 中 降 到 3.19% ，高 中 降 到

2.35%。相应地，“劳动意识”“问题

解决”“技术运用”等比值大幅提

升，更好地促进“五育”协调。

“调整后，德育和学科课程相

互渗透和支撑。”肖龙云说，过去上

学科课，老师只要讲好基本点就行

了，但现在要突出“德育”，要嵌入

学科精神。

什么是学科精神？肖龙云举

例说，比如化学课，如果没有价值

引导，学生学好了知识与技能以后

可能从事非法活动，这就违背了学

习的初衷。盐道街中学在整合德

育课程时，强调上好学科第一课，

促进“德”与“智”的融合，老师要充

分备课，借助学校生命课堂已有的

“知识问题化”“问题活动化”“活动

生活化”经验，挖掘学科价值和融

入现实生活。

“德育不再是说教，不再是高

悬的理论，学习也不仅仅是考试和

分数了。”肖龙云说。

◆建立三级德育活动+微型德
育，“五育”目标和任务清晰

如上所述，盐道街中学的德育

活动课程分为班级、年级和学校三

级，灵活多样的微型主题活动穿插

其中，各级各类活动又将“五育”落

到实处。

班级德育活动主要是主题班

会。主题班会不是班主任组织，而

是由学生策划和实施。比如设计

班级卡通形象，同学们开班会讨

论，然后找广告公司制作。去年教

师节，学生给老师写诗歌贺卡，还

要读出来。作为地理教师，刘星亮

要启发学生有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认识。“这些就是微型德育活动，充

分与学科课程、班级活动融合，达

到协同育人。”刘星亮说。

年级和学校德育活动又可称

为综合实践德育活动，往往大于一

课时，长的可达一周。如成人礼仪

式，提前一月研究，班主任提意见

修改，向家长发出邀请，家校师生

共同完成这一重大活动。

每年 4 月和 5 月是学校的艺术

节，有书法、舞蹈、绘画等内容，全

校全员参与。活动中，充分尊重学

生个性成长需要，帮助搭建平台。

副校长罗秀云清楚记得学生小严

给他带来的冲击。小严成绩不理

想，不自信，但唱歌很厉害，学校就

给他开专场音乐会。“他的改变很

大，他父母那个高兴劲儿哦，太让

人难忘了！”罗秀云说。

课程整合后，劳动教育凸显，

盐道街中学为此开展趣味活动“当

家一周”，让学生管理家庭日常生

活。这涉及家庭卫生保洁、做饭、

理财、情感沟通，对学生是多方面

的考验。当家结束，学生做展板，

开主题班会，还要跨班级交流。学

生体会劳动的意义，体会当家之不

易，增进与父母间的情感沟通和理

解。

在盐道街中学校长蒋光平看

来，“五育”协同育人，目的是要营

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真正把“五育

协同”发展落实到全过程中，为学

生成长奠基，为学生未来、为教师

专业发展赋能。

几年实践下来，学校在“育什

么人”上方向更明确，值得一提的

是，实践与成果推动了其他学校德

育改革。金堂县高板中学学习盐

道街中学德育模式，开展课题研

究，使用德育活动设计模板，有效

改变了乡镇学校的德育教育困境。

近年来，宜宾市翠屏区师培中心

围绕“以高质量的研训推动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形成“三个融合”

的研训新样态，成效显著。

一、“教”与“研”融合，构建“闭环
式”工作体系

“一年来，我们小学一片区研修联

组在推动文化联建、研训联搞、特色联

创等方面取得新进展。”翠屏区依托

片区研修联组、名师工作室开展“项目

式”研训，每年组织一次项目研修展评

活动，全区 4 个小学片区、4 个中学片

区及6个学前教育集团龙头学校依次

上台展示其一年来的工作，如今已举

办六届。

项目化校本研训模型为“教学问

题梳理——确定项目——互助研究

——优化教学——展示推广”，发动教

师将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

梳理，找出共性问题并将其确定为研

训项目，通过同伴互助进行研讨，解决

问题以优化教学，并进行展示推广，解

决了教师们遇到的实际问题，增强了

教师们的教学研究意识和能力。

为提升常规教研活动的针对性与

实效性，翠屏区师培中心聚焦“五育并

举”和学生核心素养培养，开展主题化

常规教研，其基本模型为“需求诊断

——确定主题——引领研讨——破解

问题”，并坚持“一月一研”“一培一题”，

及时解决教师在教学中面临的问题。

同时，围绕在教育教学改革发展

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找准课题并开展

研究，并将成果应用于区域教育改革

发展决策咨询、服务学校管理与教学，

实现教学与科研、咨询的良性互动。

坚持问题导向，基于区域教育改

革发展和教学实际问题构建“校本研

训项目化”“常规教研主题化”“课题研

究本土化”的“闭环式”工作体系，实现

了“教”与“研”深度融合。

二、“研”与“训”融合，构建“交互
式”工作体系

“每次听了专家讲座，总觉得那些

理论离自己很远，无法在教学中落

实。”在教师研训需求诊断座谈会上，

教师纷纷说起自己参加研训活动的感

受。

如果说专家讲座是“高空喷洒”，

那么解决教师在教学实践中操作运用

就需要“根部灌溉”。翠屏区着眼区域

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的内在需求，

以教师教学实际问题为研究主线，将

“教学研究”“教师培训”有效融合，多

元模式交互进行，实现“高空喷洒”和

“根部灌溉”有机结合。

翠屏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教师教育协同创新发展联盟”成立为

契机，该区师培中心已成为“成渝双城

经济圈教师教育创新发展联盟副理事

长”单位。深化与重庆高校、教育研究

团体合作，组建高层次研训联盟，帮助

教师拓展教育视野，及时更新教育理

念。

同时实施递进式研训，分类开展

新教师、中青年教师、名优骨干教师等

多层级递进研训，内容涉及“三字一

话”教学基本功培训、专业素养和能力

培训、创新技能培训等，让不同类别的

教师都得到发展。充分运用现代教育

技术，运用“校本+线上+集中”的“混

合式”研训模式，实现研训“全天候”、

常态化目标。并将“对话式”研训贯穿

研训工作全程，按照“实践问题——研

训话题——思想碰撞——视界融合

——策略生成——行为改善”流程。

通过广泛深入地进行对话，使研训更

具情境性，让教师站在研训的正中央。

三、“研”与“导”融合，构建“跟进
式”工作体系

坚持“教学研究”与“指导教学”有

机融合，构建全方位、立体式教学跟踪

指导工作体系，翠屏区师培中心将教

研成果运用于实践。

翠屏区师培中心紧扣新高（中）

考、新课标、新教材，联合市教科所、市

师培中心、市信息教育中心相关领导

和专家开展基于大数据精准成绩分

析，开展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培养的“一

校一案”“一科一案”精准视导，做到既

出“诊断书”，又开“处方笺”。

积极组织名优骨干教师开展送教

活动、网络公益直播课活动。在疫情

期间，免费开通 5 个频道，与 CCtalk、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等平台合作，连续

推送优质课程和名师课堂 1800课时，

涵盖中小学、幼儿园所有学科。同时

举办首届智慧教育现场会、创客教育

展示活动，形成智慧教育案例，推动信

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

（作者单位：宜宾市翠屏区教师培
训与教育研究中心）

坚持立德树人，落实五育并举，这是当前学校聚焦、着力的根本性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构建德育体系，实现
德育课程化、活动化，并与其他学科实现协同育人？成都市盐道街中学做出了值得借鉴的探索——2017年开始，学校在调
查论证基础上，梳理各级德育活动，化零为整，构建中学6年德育活动课程目标体系，建立三级德育活动和微型德育活动，
实现协同育人。前不久，依据这项探索而成的课题也正式结题，将辐射和带动其他学校。

盐道街中学：建德育课程体系 为师生成长赋能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学生刺蜀绣比赛（图片由学校提供）

成都市“常青树计划”省级课题结题

本报讯（记者 陈朝和）如何以学

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思政课润物

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1月22日，成都

树德中学召开以“立德树人 政治担

当 思政课程 校本表达”为主题的思

政课拓展读本编写暨大中小思政教

育一体化研讨会。来自该校的中学

思政课一线教师，与西南交通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成都市实验小学专家

们交流了思政课拓展读本编写工作。

交流发言中，老师们站在专业角

度思考拓展读本如何有效提升课堂

教学效果，又考虑不同学段衔接问

题，听取专家意见。

在树德中学，初中《道德与法治》

课程拓展读本编写以“扣问哲学之

门、爱我伟大祖国、崇尚法治道德、接

触理财技能、成就幸福人生”五篇章

为主要内容。高中思政课拓展读本

编写中，编写组以“政治要强、学生为

本、思维要新”总要求，统编教材教学

内容为依据，初步形成了以复兴之路

（道路篇）、赢在财商（经济篇）、政治

认同（政治篇）、追求智慧（哲学篇）四

大篇章的课本设计思路。

“实现思政教育的一体化要学校

共通、教师共融、学生共学。高中老

师可以在思政课这一领域实现与小

学老师的联动，树德中学的拓展读本

编写是思政一体化建设中的具有承

上启下作用的实践担当。”在成都实

验小学校长李蓓看来，树德中学拓展

读本编写中汇集各家智慧，特别是重

视学段间的衔接，为思政一体化建设

提供了新思路。

“树德中学编撰思政拓展读本过

程中，找准了热点、难点，彰显了亮

点。建议在编撰中充分体现鲜明的

时代性，让一体化学段衔接‘实’起

来，专题化内容‘精’起来；活动形式

‘活’起来；校本课程‘亮’起来。”西南

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

学勇说。

树德中学召开思政拓展读本编写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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