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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
育研究所主办，常州市教育局、江苏省
常州高级中学承办的 2018 年全省高
中课程基地建设推进研讨会近日在常
州召开。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
学以及深圳、浙江等地区的科研院所
课程专家莅临交流与指导，300 多名
来自全省各地的普通高中课程基地项
目学校校长和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据了解，2011 年 8 月，江苏省教
育厅首批遴选出 31 个普通高中课程
基地建设项目。这些课程基地充分利
用学校自身的资源，从不同角度出发，
确立了引领学校发展的特色课程。经
过 8 年发展，目前我省共有课程基地
372个，涉及近300所普通高中。

培养人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校
的课程建设。我市从2003年起，就开
始课程改革工程，提出了学校主动发
展要以学校课程建设为中心，以课堂
教学改革为核心，以创设师生评价为
手段，把教育现代化、信息化贯彻始
终。我市现省级高中课程基地 27
个。记者走访多所高中校了解到，近
年来，课程基地的建设，推动了我市高
中多样化、优质化、特色化发展。

跨学科学习聚焦学
生核心素养

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的物理学家
（IYPT）综合项目课堂上，20 名高一
学生正围绕着一个物理现象——“莱
式星星”进行热烈的研究汇报和辩
论。据了解，这一课程主要是让学生
根据给定的开放性物理问题进行研
究。与问题相关的基本知识、实验方
案都要靠自己查找和设计，学生需根
据得出的结果和对手进行辩论。“这一
项目融合了语文学科的表达、政治学
科的哲学思辨以及物理、工程、数学等
学科知识，对学生的挑战很大。”该项
目负责人、省常中物理学科教师毛奇
向记者介绍。正是因为融合了多门学
科，学生综合素养提升迅速，“特别是
创新能力和语言的运用能力。”

IYPT 课程仅是省常中融合课程

中的一门。据悉，在省“高中生物课程基
地”和“高中数学课程基地”的创建基础
上，该校从去年 9 月起，开始跨学科的

“大课程基地”建设，以“课程融合”方式
重塑学校课程整体形态。“这也是我们在
新课标、新高考模式下，把课程基地建设
和高中课程方案有机结合并创造性实施
的一次探索。”该校负责人表示。

“大课程基地”主要包括三个关键
词：“融合、项目和技术”。学生学习内容
是跨学科的融合，学科间互动、影响和渗
透。记者了解到，融合课程主要包括人
文、科技、体艺和国际四大类，涵盖了数
理化生、语政史地、音体美、心理等多个
学科。通过主题项目学习的方式，学校
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的、有层次的、立体
多元的课程选择。同时，主题项目学习
可以跨科、跨班、跨年级，教师、家长、社
区等多主体参与，突破了原有的学习时
空，助力学习者个性特长发展。技术贯
穿学习的整个过程，增强学生学习过程
的体验感和情境性，培养学生搜集和处
理信息的能力，搭建学生深度学习和创
新学习的信息化平台。

“大课程基地的探索，超越了单项探
索，统筹考虑课程、学习环境，整体设计，
融合创新。”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陆志

平如此评价。去年，凭借“大课程 大基
地”，省常中被评为江苏省课程基地高峰
校，全省仅四所学校入选。

优化教学方式倒逼教
师自我提升

课程基地建设不仅推动课程体系建
设，同时逐步优化教学方式。而教学方
式的改变也倒逼教师自我提升，不断提
高专业素养。

早在2015年，江苏省前黄高级中学
就建成了“启·创”物理实践课程基地。
而在此前，该校还创建了江苏省首批课
程基地——“环境·生命”生物课程基地。

体验实践是物理课程基地的重要特
征。这要求教师紧扣教材，在手段呈现、
方法方式上，结合当下最新的技术手段
和实验材料等进行教学。为此，该校物
理学科的教师通过书籍、网络资源、参加
名师工作室等多个途径来不断学习最前
沿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同时，还与
课程专家、教学专家、软件专家和工程专
家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相互交流。

“课程基地建设过程中，教师的专业
发展迅速，这为学校的高品质发展提供
了人才智力保障。”该校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该校教师课程开发能力不断提
升。物理组开发了《大学物理先修课程》

《科学思维方法》等系列校本课程，生物
组开发了《舌尖上的微生物》《植物组培
技术》等系列校本课程，并且在实施中不
断更新完善。教师能力的提升让学校教
师队伍层次更上一个台阶。物理组和生
物组自基地建设以来，新增加省中学正
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 6 人，省 333 工程
培养对象 2 人，常州市名师工作室领衔
人2人等。

以“成 语”小 切 口 做
“课程建设”大文章

江苏省奔牛高中于 2013 年成功申
报江苏省成语文化课程基地。以“成语”
这一小切口，该校探索起课程开发和改
革的实践。

通过开发成语文化校本课程，促进
高中语文教学改革。该校语文教研组开
发实施了《成语与语言基础》《成语与国
学经典》等系列校本课程，同时出版了

《成语学习手册》《学习与诗歌》《成语文
选》，汇编了《成语与语言基础》《成语与
国学经典》等校本课程丛书。而在成语
学习的过程中，学校探索出了“品悟—自
省、自读—质疑、品读—分享、探究—应
用、析读—表达”的学习方式，形成了“探
其源——辨其义——明其用”的学习策
略，构建了知行一体的高中语文自主学
习的教学模式，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与
语文能力。

该校的“成语+”课程群体系，有效
培养了学生的核心素养。如“成语+教
育”，以成语为支点梳理、探究、吸收优秀
的传统教育思想、教学方法，促进教师的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专业成长；“成语+
修身”，以“立足成语，传承文化，滋养精
神”为路径，聚焦人文素养、民族融合。

从成语切入，该校还实现了高中学
科的全覆盖。除了与高中语文密切相关
的课程，还扩展到其它人文学科，如“成
语与历史、成语与艺术、成语与立德修
身”等，再扩展到科学学科，如“成语与科
技、成语与天文地理、成语与动漫制作”
等，渗透进各个教学环节。 尤佳

聚焦育人模式转变

高中课程基地培育“全人”

本报讯 2018 年 12 月 25 日，常
旅商迎来韩国东首尔大学第三批16名
研修生。

作为省教育国际合作交流先进学
校、省级研学旅游基地，常州旅游商
贸高职校具有丰富的接待研学、学访

的经验。去年 11 月初，学校如境客
房实训中心正式启用，使得学校在餐
饮、住 宿、出 行 方 面 得 到 全 方 位 保
障。此次研修，常旅商依托专业资
源，提供了包括中文课、中式烹饪课、
民乐课、书法课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特色、地方文化特色、校本特色的课
程，同时安排了走进中国家庭体验中
国文化的活动。

据悉，常旅商与韩国东首尔大学
将在未来进一步拓展学生互换、短期
研修、教师互派的平台，两校合作也成
为加强两国青少年之间的友谊、促进
中韩文化交流的纽带。

（王海燕）

常旅商迎来第三批韩国研修生

以“翰墨颂歌 与梦同行”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为主题的第三届“兰陵杯”校园书法邀请赛近日在兰陵中学举行，13 所
中小学的近百名学生同场竞技，展现笔尖的艺术。

据悉，兰陵中学于2009年启动“书法特色”教育，现已成为常州市书法教育特色学校、书法示范学校和江苏省首批书法
特色学校。每班一周一节的书法课和书法选修课、书法社团让书法的艺术真正成为孩子们生活的一部分。两年一次的校
园书法邀请赛更是搭建了校际间师生书画交流、展示平台。 潘晓艳 尤佳 图文报道

本报讯 “希望能用我微小的
力量，来影响我的学生和家长，让社
会充满爱。”2018年12月20日，我市
首批特级班主任之一、戚墅堰东方小
学金花在“班主任的一天”风采展示
活动中，阐述了她微公益的教育梦。

刚刚过去的12月，我市评选出
的首批170名名班主任通过风采展
示“班主任的一天”，接受各级年度考
核。为期一天的展示中，专家组、各
中小学班主任、学生家长及所有关心
班主任工作的各界人士均参与现场
观摩，对班主任进行“师德高尚、理念
先进、业务精湛、科研示范、协同育
人、普遍认可”六方面的评价。“通过
展示活动，我们希望让社会各界能从
了解班主任的工作到理解班主任的
工作，从而真正做到协同育人。”市教
育局德育处负责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从今年起，我市在
各中小学、职业学校共评选出骨干、
高级和特级班主任共170名。评选
出的名班主任队伍将如何建设？德
育处负责人表示，“重评更重培，发
挥引领辐射作用。”

2018 年 10 月，市教育局出台

了《常州市中小学名班主任培育工程
实施方案（2018-2020）》，通过制定
培育规划、明确培育方向、创新培育机
制等几方面，在 3 年时间，评选出“骨
干班主任”共300名、“高级班主任”共
150名、“特级班主任”共60名。

对于评选出的名班主任们，除了
有评优晋升的政策倾斜外，更有丰富
的培育内容。班主任将有更多的机会
走出去，参与市级或外省的教育教学
活动，同时还将围绕班主任日常管理
规范、班级文化建设等主题，通过主题
沙龙、班主任论坛、班主任讲堂等形
式，引领名班主任深度研究岗位工作
艺术，不断提升专业素养。

如何发挥名班主任典型示范作
用？我市将推行“五个一”工作——鼓
励名班主任每学年开设一节德育公开
课、举办一次班级文化建设交流讲座、
指导一名青年班主任、参与一个德育
名师工作室或一个德育课题研究、撰
写一篇德育论文。此外，在 3 年培养
周期内，力争“骨干班主任”带领一个
年级、“高级班主任”带领一所学校、

“特级班主任”带领一个区域班主任队
伍整体提升。 （尤佳）

班主任队伍建设

重评更重培 发挥引领辐射作用

本报讯 近日，由江苏省大学
生体育健康产业创新创业联盟主
办、常州大学体育学院承办的第三
届江苏省大学生体育健康产业创新
创业大赛开赛。来自中国矿业大
学、苏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扬州
大学、南京体育学院等12所高校的
22个项目参与比赛。

近年来，体育健康产业作为新
兴产业迅速崛起。此次比赛项目涵
盖面广、科技含量高、发展空间大，
将传统体育与互联网、医学、无线电
等结合。项目展示包括团队介绍、
作品陈述、作品的创新点、营利模
式、市场价值、风险分析等。

最终，常州大学体育学院的

“MST 游学团”获一等奖。该项目针
对目前市场上跆拳道馆盈利项目少这
一特点，结合“武道”设计了一系列的
游学项目。目前，这一创新项目已在
我市一些跆拳道馆试运营。

（包海霞 尤佳）

常州大学：

省体育健康产业创新创业大赛获一等奖

本报讯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人
事司指导，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主办，
江 苏 城 乡 建 设 职 业 学 院 承 办 的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建设教育杯
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在常州闭幕。全
国108所院校近800名代表参赛。

据了解，本次比赛分设中、高职
两个组别五个赛项，中职组包含建
筑工程算量赛项、BIM 建模技能赛
项、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与技能赛
项。高职组包括装配式混凝土建筑
虚拟施工操作赛项、建筑智能化工
程技术创新应用赛项。

与往年相比，大赛层次不断提
高，从最初的全国中职院校拓展到
中高职院校同台竞技；大赛类别不
断丰富，从最初的三个赛项增加为
现在的两个组别五个赛项；大赛的

规模不断扩大，从最初的 300 多人发
展到现在的800多人。中国建设教育
协会副理事长李平表示，竞赛的 5 个
赛项都是代表住房城乡建设行业未来
发展方向、市场急需的职业岗位。

据悉，比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 20
名，二等奖 39 名，三等奖 58 名，最佳
组织奖 10 名。江苏城乡建设职业学
院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虚拟施工（高
职组）赛项中，由施文彬、韩崴、徐易组
成的团队获得一等奖，由闫龙辉、葛宇
辰、郦鹏鹏组成的团队获得二等奖。
在建筑智能化工程技术创新应用（高
职组）赛项中，顾毅、杨康组成的团队
以最高分夺得唯一一等奖。江苏城乡
建设职业学院也被授予“最佳组织奖”
荣誉称号。

（裴玮艳 尤佳/文 陈思锋/摄）

全国建设教育杯
职业技能竞赛在常落幕

本报讯 近日，常州烙画传承
和 拜 师 仪 式 在 常 州 市 觅 渡 桥 小 学
举 行 ，觅 渡 教 育 集 团“85 后 ”美 术
教 师 张 静 怡 成 为 省 级 非 遗 项 目 常
州 烙 画 代 表 性 传 承 人 汪 鹤 鸣 的 首
位亲传弟子。

原常州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汪鹤
鸣，出生于宫梳名篦之家，自幼酷爱书
画艺术，1963 年开始学习烙画，55 年
来匠心妙手、传承创新，形成了古朴有
韵、细腻典雅、色彩鲜亮的艺术风格，
为中国当代彩色烙画开辟了全新天
地。汪老在创作的同时，还致力于技
艺的传承与宣传。在其倡导下，常州
自 2011 年起，已连续举办 7 期美术教
师烙画培训班，约 200 名美术教师培
训结业。

觅渡教育集团张静怡老师已跟
随汪老研习烙画三年多，画作多次
在市级、省级、国家级比赛和展览中
获奖。而在张静怡的带领下，觅渡
教育集团于 2018 年 5 月成立了学生
烙画社，学生在 2018 年常州中国烙
画研究会第一届学生烙画作品展中
获一等奖 4 个，二等奖 1 个，三等奖
8 个。

活动当天，汪鹤鸣还为学校的烙
画工作室授牌“觅渡烙韵”，并为同学
们上了一节生动精彩的烙画课。

烙画是中国古代一种极其珍贵的
稀有画种。“常州烙画”历史悠久，是江
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烙画走进觅
渡教育集团，将让学生成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觅渡宣）

常州烙画
走进觅渡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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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常中的IYPT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