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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老师，这是我用超轻黏土做的生肖虎，

送给您！”日前，记者来到广汉市金鱼一小采

访，在该校的“川西粮仓艺术工作坊”，看到

几名三年级的孩子送上自己设计、创作的作

品。这些“生肖虎”姿态各异，呆萌可爱，有

的小老虎上有各种点缀，创意满满。“遗憾得

是，孩子们制作更可爱‘冰墩墩’已经被疯抢

一空。”执教这节美术课的正是该校副校长

邓发竹。

今春开学后，邓发竹设计了“泥塑冰墩

墩、生肖虎”美术手工制作课。课堂上，邓发

竹让学生观看北京冬奥会盛况和农历虎年

的短视频，引出“冰墩墩”“生肖虎”的教学内

容。接着，她现场示范冰墩墩、生肖虎的泥

塑制作方法。学生认真观看后随即模仿创

作。一块块超轻黏土在学生手中翻飞，他们

极尽搓、揉、压、捏、扎之能事，将一件件萌态

可掬、独一无二的“冰墩墩、生肖虎”制作出

来，给师生带来了一波又一波的“惊喜”。

“融创课堂是现代课堂教学的一种范

式。融创课堂的教学设计‘融创设计’，实质

是‘融创+设计’。”广汉市研培中心专职教

研员、“融创课堂”课题主研蒋玉国介绍，融

创设计是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教学要求和学

习对象的特点，采用技术融入、学段融通、学

科融合和生活融贯等手段，充分利用教学环

境和当前的教育技术支撑，以发展学生学科

核心素养为目的，实现思想创意、精神创立、

方法创新和路径创生的课堂教学新样态的

教学设想与规划方案。“通俗地说，‘融创设

计’就是以学生为本、以学定教，让教学融入

学生真实的生活场景，完成真实的任务，并

在此过程中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融创+设计”
从理念到现实

“融创设计是教学设计的一种理念，融

是手段，创是目标。”金鱼一小校长曹建波是

《融创设计——绘就课堂教学的新蓝图》一

书第一章的作者。为了将“融创设计”研究

深透、实践落实，在蒋玉国和专家的指导下，

广汉市一批年轻的校长、教师踏上了一条从

理念到现实、走向融创教学设计的“不归

路”。

教学设计是怎么回事？什么是教学设

计的融创走向？教师怎样进行融创设计？

从理论溯源、内涵解读到行动框架、操作路

径、案例分析，这帮研究者用了三年多的时

间进行了深入研究。“教学设计者必须有精

确的判断力、谨慎的态度和系统策划一个方

案的才能，否则就会导致时间、资源的浪费，

学习无效、沉闷和缺乏动机。”曹建波和同事

们研读了国内外几乎所有的关于教学设计

的书籍，为融创设计找到了建构主义、人本

主义和多元智能发展理论作为理论支撑。

但如何让理念转变为现实？如何为融创教

学设计提供相应的模型？从理念到现实的

转身面临诸多问题。

“融创课堂不是为了求新鲜而追赶时

髦。在教学设计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基于

核心素养和课程标准进行教学设计，一定要

体现课程文化和学科特质的‘灵魂’（主题），

这种课堂指向的学习者的深度学习。关注

学习者，是融创设计的起点和终点。”曹建波

说。

在“有为而融，自然而创”“只要有课堂，

就要有设计”等理念的指导下，金鱼一小对

学校教育教学进行了系统建构。比如，学校

因为地处被称为“川西粮仓”万亩粮田示范

基地，2018年学校美术组利用这一地方元素

创建了“川西粮仓”艺术工作坊，创建成为德

阳市艺术特色学校。走进“川西粮仓”艺术

工作坊，孩子制作的传统民间体育用品沙

包、抓子、鸡毛毽儿，还有用五谷杂粮做的贴

画、用草绳编的各色玩偶，创意十足，富有童

趣。

“让孩子用秋收的资源，自制的环保体

育小玩件，远离电子产品，让他们在游戏中

自觉多运动，不但进行了环保教育，也将美

育和体育相结合，可谓是一举几得。”曹建波

说，学校申报了市级课题，对“美劳体融合的

传统民间体育游戏活动”进行系统实践和研

究。

在学科教学上，如何在教学中增加趣

味？《农村小学数学“趣智”课堂教学模式实

践研究》课题应运而生。曹建波说，就是以

“专业化备课”为抓手，融合语文组和数学组

的力量，研究如何让学生对课堂感兴趣，如

何深度参与课堂，并通过学习产生智慧。

“将日常生活中的情景融进课堂教学，

比如在上‘圆柱’这一单元时，我拿出像圆柱

的萝卜，一下子就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上

‘体积’时，我将孩子带到沙堆，让他们自己

感受体积的概念，这种不用死记硬背的教学

方法，深受孩子们的喜爱。”该校教务处副主

任陈娟说，从理念到实践的过程，就是用身

边的资源，思考怎么组合利用、有效整合和

组织，要用设计的理念来实现课堂的融合和

创生。

融创课堂新样态
打破教室的墙壁

连山一小是广汉市比较知名的小学。

2008年汶川地震后，学校搬迁到现址。“我们

在广汉东面，每天师生迎着朝霞来到校园。

‘向着太阳快乐成长’就成了学校的办学目

标，‘朝霞品质 阳光少年’是学生的成长目

标”。”校长黄若庆是一名数学教师，他充满

诗意地介绍了学校的办学特色。

学校有一个小小的园地，象征性地将欧

拉的“七桥问题”——18世纪初普鲁士的哥

尼斯堡，有一条河穿过，河上有两个小岛，有

七座桥把两个岛与河岸联系起来。有人提

出一个问题：一个步行者怎样才能不重复、

不遗漏地一次走完七座桥，最后回到出发

点。后来，大数学家欧拉把它转化成一个几

何问题——一笔画问题。在象征七座桥的

几条路径上画满了数学的单位和符号，“孩

子们走在这里，想到这个数学问题，会给他

们播下科学的种子。”黄若庆说。

在校园的另一角落有一块“多肉种植

园”。“这里是娃娃们最喜欢的地方。其实，

种多肉和教育孩子是一个道理，有时候水浇

多了，它会长得不好。它们只需要少量的浇

灌，主要是阳光和等待，就会给你带来惊喜

和享受。”他说。

连山一小以“融创设计”为基本理念，以

深度学习为价值追求，以促进学生思维力发

展为目标，促进现代课堂新样态的生成。“学

科发展的趋势就是从合到分，现在正在走向

新一轮的合。我们要在承认学科差异的基

础上，不断打破学科的边界，促进学科及学

段间的相互渗透，进行交叉的课堂活动。”黄

若庆说。

蒋玉国以小学数学《圆的认识》为例进

行讲解。一般的教学设计是学生课前在纸

上画一个圆然后剪下来。教师让学生认识

圆是一个曲面图形，再通过不断地对折手中

的圆，观察发现折痕所在的线段是直径，那

个点就是圆的圆心，从而揭示直径、半径和

圆心的认识。“不同的阶段对‘圆’的定义不

一样。更高学段的关于圆的定义是：‘在同

一平面内，到定点的距离等于定长的点的集

合叫做圆。老师可先让学生自由画圆，有的

学生画了上下左右均匀分布的4个点，连接

四个点的四段弧构成了一个较为规范的

圆。受到启示，更多的学生画了8个点、16

个点、32个点……这样设计的课堂，让学生

更进一步地触及了圆的本质。”蒋玉国说，这

就是学段融通。

在讲“百分数问题”中，教师可以出示

ppt 引入“1 月 30 日我国确诊人数比 1 月 23

日增加了148%。疫情期间医生休息时间比

去年休息时间减少了85%……”也可以提问

“口罩3月的价格是1000元一箱，4月的价格

比3月降了20%，请问4月价格是多少？”这

种生活融通教学设计会有效吸引学生学习。

融创设计，关注学生的学习，是以‘学习

为中心’的教学设计。“有为而融，自然而创”

就是融创课堂教学设计的基本理念。

教师成长的路径
融创设计的区域推进

蒋玉国说，广汉市采取以点带面、区域

协作共进的方式开展融创课堂的研究，组建

四个子课题单位和一个融创设计课题组，重

点突出融创课堂的教学设计。通过课题研

究，组建了教师发展共同体，实现课堂变革

的同时，成就了教师专业成长。

首先，教师是“融创设计”的主干力量。

对“融创设计”的深入研究，让一批优秀教育

管理者和教师经过学习、消化、写作、实践迅

速“化茧成蝶”。有力地激励了他们主动改

变课堂，主动改变教育样态的内驱力和积极

性。“激发他们成长的内驱力需要不断地进

行任务驱动和搭建平台，这是构建融创课堂

持续推进长效机制的基础，也是强化他们教

育教学改革主体角色意识的核心。”蒋玉国

说。

其次，名师作为“融创设计”的专业引

领。近两年，借助“成德同城化”平台，广汉

市积极融入省内教育发达地区工作室建

设。广汉市与成都市新都区建立工作室互

建合作渠道，双方互派优秀教师参加对方工

作室建设，取得良好效果。此外，广汉市还

有 8 名干部教师参与四川省第二届鼎兴工

作室、7名干部教师参与成都市第三届名师

名校长工作室。这些都为“融创设计”提供

了强大的“软实力”。

最后，“县域教研机构+”是“融创设计”

的现实保障。现在“县教研机构+省内教研

机构+高校专家+课题基地校联合实践研

究”共同问诊融创课堂教学设计、指导融创

课堂构建的工作机制。广汉市从参加融创

课堂构建工作起，先后在总课题组负责人王

建强、华南师大教授曾文婕等教育专家引领

下完成融创课堂教学设计实践研究，并多次

召开专题研讨会，组织县域研发团队多次参

与融创课堂高端论坛，深入融创课堂参研学

校的交流、指导。

教材是教学的核心课程资源。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不仅需要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而且需要

提高教材的“使用”水平。当前，在新教材使用中，

存在重教轻育、重外轻内、重用轻研的倾向，导致

教材的诸多功能没有在教育实践中得到应有的发

挥。如何把教材的编写智慧转化为教师的教学智

慧和成长智慧？通过对“用教材教”这一理念教育

意蕴的多维阐释，有助于引导教师尊重教材，理解

教材，提升教材使用的质量和效益。

第一重意蕴：用教材教学生，在教学立意上

解决重“教”轻“育”问题。叶澜教授对教书育人

作过精彩论述。她说，“教书”“育人”不是两件

事，而是一件事的不同方面。在教学中，教师通

过“教书”实现“育人”，“为教好书需要先明白育

什么样的人”。可以说，这是对“用教材教”最通

俗最科学的阐述，既指明了“育人”不能脱离教

书”，又指明了“育什么样的人”是教书必须“先明

白”的大事。有人问一位老师，你是教语文的，还

是教数学的？这位老师意味深长地回答，我是通

过“语文”来教学生的。面对新教材，这位老师有

很高的教学站位，能自觉把立德树人作为“用教

材教”的第一使命。因此，在教材使用中，我们要

提高教学立意，摒弃只教书不育人的惯习，从三

方面解决重“教”轻“育”问题。首先要塑造学科

之魂。每一门学科都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

学科的价值观！“用教材教学生”就是要自觉把教

材中蕴含的学科之魂转化为学生发展之魂，实现

“教”“育”融通，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其次要开启

学科之眼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眼睛”，它从

学科的视角，看到了学科“自身的空间范围”，形

成了“本学科自己的视野”。在“用教材教学生”

的过程中，要自觉加强对学生的“见识”和“眼光”

教育，把学科之眼转化为学生正确观察世界、探

索世界、发现世界的智慧眼光。最后要遵循“学

科之法”。成尚荣说，“学科育人自然包括着用学

科之法育人”。“用教材教学生”就是要遵循学

科方法，让学生在体验和探索中，感悟学科形成

和发展的特殊历程，让学生学会用学科方法思考

和探索世界。

第二重意蕴：用教材教教材，在教学资源上

解决重“外”轻“内”问题。曾经听一节全校公开

课，快要上课时突然停电，课件打不开，教师一下

子蒙了。我走近他悄悄说，是否尝试一下，上一

节“用课本”而不用课件的公开课？这位老师告

诉我，他准备的材料都是教材上没有的。这位老

师的回答很有代表性。我们在备课时，常常偏重

教材外的资源。其实，与传统教材相比，新教材

的呈现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基本上是在呈现概

念原理的同时，呈现情境、问题、引文、案例、例

题、图片等鲜活的感性材料，这些材料，就是奥苏

泊尔所说的“教科书中的组织者”，就是杜威所

说的“教科书的心理学化”，把抽象的学科知识

逻辑转换成儿童的直接和个体经验。凭借这些

丰富优质的教学资源，教师完全可以引导学生在

探究和发现中掌握概念和原理。近年来，笔者开

展了“用教材教教材”的行动研究，通过用好教材

中的“标题”，为教学立“魂”；用好教材中的“案

例”，为教学增“值”；用好教材中的“活动”，为教

学强“力”，有效地发挥了教材的牵引和导向作

用，促进新课程理念落地课堂，提升了教学品质，

发展了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当然，“用教材教

教材”，绝不是要走向“教材至上论”的误区，而是

要纠正当下选取教学材料过程中的“重外轻内”

倾向。其实，如果教材内的教学资源能够满足教

学目标的实现，又何必舍近求远？

第三重意蕴：用教材教自己，在教学研究中

解决重“用”轻“研”问题。用教材必须懂教材，没

有对教材的正确理解，怎能有对教材的正确使

用？为此，教师要把教材作为促进自己专业成长

的教研资源，自觉提高教材研读的自觉性、科学

性和系统性。首先，借助课标把教材读“新”。教

材都是依据课标编写的，课标规定的课程理念如

“发展核心素养”“学科大概念”、“课程内容结构

化、情境化”“单元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学”

等是教材编写的基本遵循，借助课标读教材，有

助于感悟教材中蕴含的课程新理念，防止用旧经

验误读新教材。其次，借助期刊把教材读“深”。

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的专业期刊，研读期刊上关于

教材解读的文章，尤其是教材编者的文章，能帮

助我们走进教材深处，领会教材的编写意图、内

容选择和教学建议，增进我们理解教材的深度。

最后，借助课例把教材读“活”。为推进新课程理

念落地，各级教研主管部门都开展了优课比赛，

留下了许多丰富的课例。这些课例是二次开发

教材、促进“教材”向“教学”转化的生动实践，我

们可以通过现场学习和在线学习，认真揣摩课

例，促进教材理解，丰富教学智慧。

综上所述，与“教教材”相比，“用教材教”的

理念更具有“未完成性”，它蕴含着丰富而又美好

的教育可能，召唤和期待一线老师予以创新性阐

释和创造性实践。全面把握“用教材教”的教育

意蕴，有助于教师克服教材边缘化的倾向，增强

教材研读的自觉性；有助于教师拓展教材理解的

视野和格局，消解与教材的陌生感与疏离感，建

构和领会教材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丰富教师的

实践智慧，让学科核心素养在教材使用的生动实

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作者系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

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指出减轻义

务教育阶段学生的作业负担，同时增强教

育质量——减负增质，这引发了人们对课

堂改革的进一步思考，怎样的教学设计能

优化教学方式，怎样的作业设计，能完成这

个命题？融创设计通过融学科、融生活、融

课堂内外、融技术，融通作业设计，让课堂

焕发出生命力。

一、课堂诊断需要融创设计

在对课堂的深入调研与诊断中，我们发

现，在现阶段的课堂教学中，存在诸多问题：

一是由于学段间隙明显造成的连续性不强，

教学内容衔接不明确的问题；二是课堂教学

难以打破学科壁垒，导致教学内容重复；三

是教学目标与生活相背离，教学内容与生活

相分裂，造成知识与生活脱节，找不到学生

的“最近发展区”；四是教学内容与资源相孤

立，教学资源的选取比较单一，造成资源多

是辅“教”，少是辅“学”。让课堂教学焕发课

堂生命力，成为众多教师的难题，现代课堂

需要融创设计。

二、减负增质需要融创设计

“双减”政策要求课堂发生改革，优化作

业设计，融创设计应运而生。融创设计是教

师在课堂教学活动中进行技术融入、学段融

通、学科融合、生活融贯，给课堂教学注入生

机和活力，实现学生从多个角度、多条路径、

多维探究思考和解决问题。作业设计是融

创设计重要一环，精巧的作业设计即减轻学

生负担，又激励学生更好学习，提升学生核

心素养。所以说减负增质需要融创设计。

三、融创设计实践所获

如陶西平所言“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

上”。融创设计指引我们在课堂中唤醒课堂

生命力，让教学内容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

去，让教学过程多元融入，充分发挥学生创

造力。在《富饶的西沙群岛》一课中，我们如

此进行融创设计：

（一）多元融入，感受“鸟的天下”

在设计三年级上册《富饶的西沙群岛》

一课的“西沙群岛也是鸟的天下”部分时，融

合音乐美术，融汇古诗图片，融通学段元素，

让孩子们充分体味“鸟的天下”。

1.融通学段

将四年级课文巴金的《鸟的天堂》片段

与《富饶的西沙群岛》片段融合学习。让孩

子们分别找出课文和《鸟的天堂》是描写鸟

多的句子，比较他们的异同。通过不同学段

对比融通，不仅让学生多方面体会作者描写

鸟儿多的手法，还让学生更加深入地体会到

《富饶的西沙群岛》中“鸟多”。

2.融合学科

学科与学科之间总是相通的，“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在掌握本段“中心句”时，先

让学生欣赏唢呐曲《百鸟朝凤》，孩子们通过

音乐的高低起伏和音调变化感受“鸟多”，接

着，让孩子们用画笔画一画树林中的鸟。毫

无疑问，你给孩子一个情景，孩子会还你一

个惊喜。孩子们惊喜地发现本段围绕“西沙

群岛也是鸟的天下“这句话来写的，此时水

到渠成地引出什么是“中心句”，在轻松愉快

中掌握了“一段话围绕一句话叙述”的表达

方法。

（二）融入表演，赏析关键句子

学生是学习和发展的主体，小学生想象

丰富且表演欲强，融创设计应根据这一特

点，让学生用自己的体态、动作和语言将课

文内容演绎出来，对课文内容的深度挖掘。

我设计了如下活动：让同学们伸伸懒腰，体

会体会“懒洋洋”；让同学们陆续上台演演大

龙虾，用上“铠甲”和“兵器”，看看谁最“威

武”……学生的表演让教材“活”了，也让课

堂“活”了。

（三）融贯生活，理解关键词语

只有让语文课堂真正做到“从生活中

来 ，到生活中去”才能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个

体创造性。在设计理解“成群结队”这个成

语时，让同学们观看“成群结队”的鱼儿在水

中穿梭的图片。然后让同学们说说他们“成

群结队”玩游戏的情景，让知识“成群结队”

地从生活中来，又回到生活中去。

四、作业融通，提升学生素养

作业设计不是课堂的结束，而是课堂的

升华。融创设计注重作业融通，以海纳百川

之式设计作业，以百川归海之“的”直指作业

的最终归宿——提升学生核心素养。课堂

结尾，设计了这样的作业：画一画：画你心中

的西沙群岛；找一找：找西沙群岛人们不知

的秘密；写一写：给西沙群岛写一段导游

词。多样的作业激励学生对西沙群岛更多

的探索，更深的学习。

融创设计它注重培养学生的情感体验，

呵护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让学生学会学

习，享受学习，焕发课堂生命力。融创设计

更好回应了“双减”政策，让减负增质有了方

向。融创设计与新课改的核心理念及其倡

导的学习方式高度一致，将有可能作为一个

“支点”，来撬动整个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

构。

（蒋玉国系广汉市教学研究教师培训

中心专职教研员，谢东才系广汉市向阳镇广

兴小学校长）

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广汉：：：：：：：：：：：：：：：：：：：：：：：：：：：：：：：：“融创设计”撬动课堂变革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用教材教”的

三重意蕴
■ 许大成

广汉市金鱼一小的孩子们在“川西粮仓”艺术工作坊展示自己的作品。（图片由学校提供）

“融创设计”焕发出课堂生命力
■ 蒋玉国 谢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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