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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研讨会后半程，作为“普通高中新

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校”，成都

棠湖中学教师带来了政治、数学、物理3
个学科的基于新教材研究的展示课，呈

现了新课程引导的新课堂。

其中，棠湖中学教师刘长乐的政治

课坚持党的领导，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通过丰富的学习材料和层层递进的议

题设置，引导学生在具体情境中合作探

究，加深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从而增强学生对党的政治认同。

课堂一开始，刘长乐播放了一段

讲述烈士吴振鹏事迹的视频，请学生

观看后描述吴振鹏的烈士形象，学生

提炼出了“坚韧不屈”“英勇无畏”“无

私奉献”的品质，由此引入这节课的第

一个议题——“中国共产党何以是历

史和人民的选择”。在这个议题下，刘

长乐提供了 3种情境，带领学生回顾了

党史的 3个节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

代背景；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和渡

江战役中人民群众对解放军的拥护和

支持；1948 年“五一宣言”后，各民主党

派对共产党的拥护。之后，学生分组

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党的领导

下我国各个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认

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和

执政水平。就这样，在对党史材料的

阅读学习和对国家发展的回顾中，学

生深入理解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

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教学设计的第二个议题“脱贫攻

坚为何能取得成功”则带领学生横向

比较。刘长乐播放了《十八洞村》“精

准脱贫”的视频资料，让学生思考为何

中国能取得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他

特别提到汶川大地震后的抗震救灾和

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引导学生认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国

际比较中增强政治认同。

结合现实，刘长乐提供了两段外国

一些政客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材料，

让学生合作探究，开展评析和反驳，这

是本节课的第三个议题“直面质疑——

西方言论我们如何评判”，旨在让学生

展现鲜明的政治立场、制度自信和科学

精神。

最后，刘长乐在 PPT 上展示 2035
年国家发展远景目标，激励学生学史力

行，引导学生将政治认同转化为实际行

动，增强学生的参与意识。

新的思政课程标准中提出，思政

课的核心素养主要包括政治认同、科

学精神、法制意识和公共参与。思政

课要通过议题的引入、引导和讨论，通

过问题情境的创设和社会实践活动的

参与，促进学生转变学习方式，在合作

学习和探究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创新精

神，提高实践能力。

本报讯（杜科立）日前，四川省高中

语文群文阅读与整本书阅读融合教研学

术研讨活动在成都市华阳中学举行，活

动由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办，成都

市天府新区教科院、成都市华阳中学、树

人教育研究院承办。来自全省各地 600
余名一线教师、教研员以及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工作人员参会。

围绕“高中语文群文阅读与整本书

阅读共读共研”的主题，活动进行了主旨

演讲、开展学术报告、课堂教学展示、深

入交流讨论，许多观点对推动语文新课

标的落地，探寻学生语文核心素养生成、

发展路径，促进高中语文阅读教学的深

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具有启示意义。

赵志伟：深度而完整的阅读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生导师赵

志伟从群文阅读、整本书阅读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阅读教学中面临的困境及挑

战，教师如何打破教学困境、寻找有效的

教学途径三方面介绍群文阅读、整本书

阅读的迫切性与可行性。

赵志伟说，群文阅读、整本书阅读并

不是新概念，新课标要求学生拓展阅读

视野，建构阅读整本书的经验，形成适合

自己的读书方法，提升阅读鉴赏能力，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课堂有限的时间主

要用来引发、指导、交流、探讨、分享；阅

读本身在课外，一定要将语文课与阅读

课合理区分、长期规划，教师在做教学计

划的时候切忌碎片化和片面化。

“更加深度而完整的阅读，对于文学

理解的提升，和对思维力、研究力与创造

力的提高都大有裨益。”赵志伟认为，群

文阅读、整本书阅读的概念应该为大家

所知道、所熟悉、所运用。另外，教师要

避免对学生的阅读理解感悟进行统一要

求，长期鼓励学生坚持读原著，学习就是

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余党绪：构建合理阅读生态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余

党绪的讲座围绕“篇章阅读、群文阅读与

整本书阅读，多形态共生的阅读生态才

是合理的”“阅读教学要着眼于培养语文

核心素养：核心价值观+批判性思维+读

写能力”两个基本观点展开，通过《完璧

归赵》《精神明亮的人》《红楼梦》三个家

喻户晓的名著及典故，阐释了整本书阅

读中思辨性读写的重要性和可行性。

他说，在篇章（片段）阅读的教学中，

思辨的维度与空间是有限的，群文阅读

课虽弥补了上述不足，但群文阅读常常

受限于阅读者的眼界和认知。而整本书

阅读的优势在于，思辨的所有资源都在

这里，学生在一本书里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运用批判性思维，培养思辨读写能

力。

什么才算是真正的思辨性读写？讲

座上，余党绪进行了厘清和阐释：“思辨

性阅读是借助批判性思维的原理、策略

与方法开展的阅读，它以理解与评价为

核心、以分析与论证为工具、以知识与逻

辑为基础、以合理的断言为目标。”思辨

性阅读体验应该要有共鸣、有冲突；阅读

认知要有还原、有对话；阅读内容要让学

生在遵循公共逻辑的基础上，寻求对情

理的独特理解；只有满足这几个条件，我

们才能收获真正的思辨性阅读成果。

方东流：从“母题”到“议题”，再到“问题”
思辨性读写在具体的应用层面，教

师如何操作呢？树人教育研究院研发部

主任方东流分享了应用案例为一线教师

提供了解答。

在“‘整本书思辨读写一本通’中，一

方面，我们以母题、议题与问题来解决思

维的方向、框架与抓手。”方东流表示，确

立母题，就是确立阅读讨论的范畴，确立

了分析与讨论的方向，可以避免阅读与

讨论的散漫无边。“比如我将《西游记》定

位在‘成长与成功’这个母题范畴之内，

阅读与讨论就围绕这个母题而展开。”另

一方面，他提醒教师，在确定母题时需要

考虑文本的题旨、学生文化发展与精神

成长需要以及是否能产生关联效应。

最后，方东流总结道，在思辨性读写

策略中，母题提供的是思维的方向，议题

提供的是思维的框架，问题则提供了思

维的抓手。“从母题到议题，由议题到问

题，构成了整本书阅读课程化安排与教

学设计的基本路径。”

段增勇：语文阅读教学不断求新求变
研讨会上，成都市锦江区教育科学

研究院易晓《着眼创生能力发展的群文

阅读教学实践研究》主题报告，从群文阅

读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困惑，探寻群文阅

读的创生空间，实现阅读教学的有益变

革。绵阳外国语学校任莉老师就《群文

阅读教学中培养四项关键能力的实践研

究》进行主题发言，阐述并强调了辨识与

提取——信息筛选、比较与整合——信

息整合、评价与反思——信息判断、应用

与创意——信息应用，四项关键能力在

阅读教学中对学生思维品质、思辨能力、

创造能力培养的重要性。

以课例研究为径，展示了四节研讨

课：四川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赵琳的《死水

微澜》、茂县中学杨春的《论语》、绵阳中

学李永贵的《史记》、华阳中学熊梅的《活

着》。4位名师都注重培养学生在阅读中

的思辨性，重视学生个性化的思考，直面

学情、顺应学情，从而提高学生的语文核

心素养。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高中语文教研员段增勇说，本次

学术研讨活动充分体现了语文阅读教学

不断求新求变，老师们积极探索的教学

追求。群文阅读与整本书阅读凭借其独

特的育人价值，将继续在提升学生的思

维品质和阅读素养、推进我国语文课程

教学改革上，发挥更大作用。

新课程 新课堂 新变革

为进一步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推进高中新课程新教材的实施，2020年7月，教育部在全国遴选了一批“普通高中新课程

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成都名列其中，棠湖中学、成都七中和川大附中入选“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校”。

4月16日，为推动示范区、示范校建设，成都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暨“国家级信息化教学实验区”研

讨会在棠湖中学召开，研讨会主题为“变革课程课堂 培育核心素养”，探讨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改革，探讨育

人本位，解决教学理念、教学组织形态的衔接等问题。

研讨会上，教育部教材局一级

巡视员申继亮作了题为《新课程新

教材与育人方式变革》的报告，他详

细、深入地解读高中新课程方案修

订的目标、背景和重点，并就新课程

给高中教学带来的新挑战，提出了

具体建议。

◆新课程实施的目标是落实立
德树人

“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是

教育的根本任务。因此，2014年，教

育部启动普通高中新课程的修订工

作，2017 年底，印发《普通高中新课

程方案》及 20 个学科的课程标准，

就是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报告开始，申继亮开宗明义，提出高

中新课程新教材的修订有着明确的

目标导向——落实立德树人任务。

而如何把立德树人一步步具象化？

怎样在党的方针和课程教学间建立

一个桥梁？申继亮指出，发展学生

的核心素养，就是新一轮课程改革

的基本遵循。

申继亮指出，新课标的修订是

为了解决之前的高中课程方案存在

的问题，主要包括 5 个方面：一、之

前的课程方案育人目标存在不够具

体和不够系统化的缺陷，各学科的

育人分目标和高中阶段育人总目标

之间的关系不够明晰，新课标的修

订凝练出了学科核心素养，把学科

对核心素养的独特贡献揭示出来。

二、这些年来，我国高中教育事业发

展取得了显著进步，这也意味着我

们面对的高中生越来越多样化，学

生间的差异更加鲜明，新课标对课

程结构进行了调整，以求满足学生

多样化的层次需求。三、近些年来，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有很多理论研

究、技术成果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广

泛应用，但教材内容陈旧，尤其是理

科方面，很多知识需要更新。四、很

多学校为了在高考中竞争，拔高了

知识的难度，增添了额外的内容，增

加了学生负担，而新课程方案提出

了学业质量标准，明确高中阶段教

学的边界。五、原有的课程标准比

较单薄，指导作用有限，导致一些老

师不看课标，只研究教材，教学理念

出现偏差。

◆新课程带来更多选择权，学
校应建立学生指导制度

课程设计应与学段功能定位相

符。申继亮将普通高中的功能定位

总结为 3 个方面：为学生适应社会

生活做准备，学习为人处世；为学生

从事某项职业做准备，如果不上大

学，学生高中毕业后能否自食其力；

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做准备。体现

在新课程方案的变化中，普通高中

学制不变，学分不变，变的是结构，

过去课程由必修课和选修课构成，

现在增加了选择性必修，减少了公

共必修，扩大了学校和学生的选择

权。

“在保障公共基础知识学习的

基础下，学生喜欢什么，擅长什么，

就可以多学习那一科的内容。”申继

亮说。他还特别提到，职业教育未

来会成为重要的类型教育，高中教

育要为高职院校预留接口。“学校提

供不同的教育方案，通过选课，为一

部分有志于从事技能型工作的学生

服务，为未来的双轨制的高考招生

奠定基础。”

新课程还有一个显著变化是强

调学校对学生发展的指导。申继亮

认为，学校作为育人主题，应该具备

三大功能——教学、管理和指导。

学生成长不仅有思想问题，还有学

习方法问题、人际交往问题，以及更

现实的生涯规划问题。特别新课程

实施和新高考推进后，学生会面临

更多选择，小到选课走班，大到职业

选择。“选择是一种能力“，指导学生

选择是一项专业工作，只有在全面

了解和把握学生的基础上，才有可

能给出专业指导。因此，申继亮提

出：“要把建立学生指导制度作为新

课程新教材实施的重要内容。”

◆教师要超越教材、超越学科，
眼中有“人”

申继亮透露，这次新课标的修

订充分考虑到了高考的指向性作

用，创新性地联合了教育部考试中

心，各个学科组的高考命题专家都

参与了修订，把“教“和”考“拧成了

一股绳，为新课改的落地创造了条

件。“学校实施新课改不要担心高

考，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和新高考是

一致的。”申继亮说。

新高考改革，命题是其中一项

重点。高考如何体现新课程理念

呢？表现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考察

上，在命题选材方面，从单一学科变

成扩展到覆盖多门学科，比如提供

一堆材料或给出一个情境，让学生

阅读分析后解题。申继亮总结道：

“高考关心学生的什么能力？我认

为是这四方面：阅读理解能力、信息

整理和概括能力、应用写作能力、高

阶思维能力，例如辩证思维、批判思

维、创新思维。”

申继亮建议，教师要强化学科

的育人意识，建立明确的育人方案，

在教学中站得高一点，思考自己的

教法会对学生的思维方式、价值立

场、行为习惯产生怎样的影响，要超

越教材、超越学科，做到眼中有人，

要让学生体验到知识的价值和解决

问题的价值。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

解决问题的能力，申继亮指出，现在

的教学模式存在“三多三少”的现

象：老师提出的问题多，学生提出的

问题少；有固定答案的问题多，开放

性的问题少；单一要素或者结构良

好的问题多，条件不良的问题少。

教师要具备指导学生发展的能力，

指导学生认识自己、发展自我、规划

未来。这项工作不仅是班主任的责

任，和学科老师也有关系，对学生的

了解和把握应该是所有老师教学设

计的基础。

——成都市“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材实施国家级示范区”研讨会侧记
■ 本报记者 郭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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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示课上，棠湖中学学生认真听讲，积极
参与教学活动。 （董世刚 摄）

高中阅读教学如何改 深度融合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