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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素质教育的不断发展，高中体育教学更注重培养学生的

核心素养。我们知道，高中阶段是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黄金时期。所

以，体育教学更关注学生综合素质地培养。在高中体育教学中，既

要传授基本的体育知识与基本技能，并通过多样地体育训练活动

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因此，我们应该把核心素养的培养贯穿

于体育教学中。
一、鼓励学生奋进，勇于挑战体能极限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健康。然而，高

中生体质发展不容乐观。大部分高中生体质都较胖，运动时间少，

没有耐心，就连简单的 400 米跑步都很困难，许多学生坚持不到

终点，半途而废，这样的身体条件怎么在未来担当重任。这个问题

必须引起老师和家长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体育老师，必须给高中

生制订长期循序渐进地体质锻炼计划，让学生从生活点滴做

起，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并鼓励学生敢于挑

战自己的体能极限。在 1000 米赛跑中，看到学生放慢速度甚至坚

持不下去的状态时，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跑下去，在跑步中加油

打气，让学生勇于向前看，把这次千米赛跑看作人生中的一次测

试，像攻打敌人城堡时一样，敢于向前冲。当感觉自己快撑不下去

的时候，要想到自己连跑步这种小困难都坚持不下去，如果未来

的路上有更大的困难怎么办？教师要对那些坚持下来，具有顽强

不屈，勇于拼搏精神的学生给予充分的肯定，让学生感受到挑战

自己而获得的成功喜悦。在此过程中，培养学生坚持不懈，顽强拼

搏的体育精神。
二、注重情感教育，培养学生高尚品格

在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有针对性地实施每个计划目

标。例如，娱乐性地体育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每种体育

活动都可以发挥它们的作用。再如，具有挑战性的体育活动，田径

中的耐力跑，学生是否可以积极参加，并在体能达到极点时仍然

不放弃，这种活动对学生克服困难有一定的帮助。然而，那些喜欢

挑战的学生就不需要任何支持就可以不放弃；相反，意志力不强，

不能吃苦，缺乏挑战精神的学生常常会半途而废。对于各种类型

的项目，教师必须采取针对性措施，如接力比赛、足球运球和耐久

跑项目一起教学，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还可以

磨炼学生的意志品质。相对于合作类型的体育项目，如，足球、篮
球等，这种项目需要团队之间的相互配合，每个成员都要具有团

队精神，才可以更好地完成。体育教师必须把握这一类特点，多进

行训练。如模拟体育比赛的情境，让学生在合作中相互配合，体会

团队合作的技巧和真正意义。
三、发挥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

在高中体育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课堂的主体，教师必须深

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兴趣。与此同时，教师必须牢牢掌握学生的内

在优势和兴趣爱好，为学生构建适合的教学环境，让学生在环境

中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在进行教学时，必须注

意学生的差异性，由于学生成长不同，所以发展情况和内在素质

也不同。为了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进步和成长，必须创建适合他们

发展的学习氛围，设计一些有趣而又有意义的教学活动，让学生

积极参与，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例如：在“篮球”教学中，先选出

几名投篮比较好的学生为组长，让组长负责组内成员的练习，这

样能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参与到训练中来。同时，要根据高中学生

好胜心强的特点，以比赛的形式展开，看看哪组投中次数最多，哪

组获胜。在此过程中，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融入

比赛中去，配合队员的观点进行陈述。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培养学

生的合作意识。
四、优化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创新是体育教学永恒的话题。在体育教学中要不断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让学生时刻在自由、放松的情境下学习。所以，教师

要用灵活的方法去教学，在教学前需要完善教学计划，结合教学

目标进行规范性教学，最后确定结论。教学中，不能够形成思维定

式，否则很难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例如，在教学篮球时，学生总

是对在距离 3～4 米的地方投篮感到费力。这时候，教师可以把学

生分组并进行讨论，寻找问题的关键点，对症下药。如果出现把球

举的太高导致作用力距离不够或者抛球时间不准确等。教师要根

据学生的具体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实践活动去解答问

题。在体育教学中，教师作为引导者要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探究，合

作交流等方式，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要巧抓品格

教育时机及时地进行渗透。我们不能单纯走流程式的体育教学，

不能在优化教学方法的同时忽略对学生良好品格教育的时机。那

样，体育教学就会十分的遗憾。
随着体育教学的不断进步，高中体育更注重培养学生的核心

素养。在体育教学过程中，必须着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素养，使学

生德智体美劳综合全面地发展。这种方法可以提高学生的身体素

质，使之养成良好的习惯。同时，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有所提升，为

体育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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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心素养是在新课改理念的背景下提出的。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能够使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充分发挥。在高中体育教学

中，既要激发学生的体育兴趣，又要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论述核心素养下高中体育教学模式，旨在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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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下高中体育教学模式探讨
李峥嵘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江苏 苏州）

51- -





























2018年(第8卷)第15期学校体育学

105当代体育科技(Contemporary Sports Technology)

①作者简介:孙志亚（1992，6—），男，汉族，江苏淮安人，本科，中学二级教师，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DOI：10.16655/j.cnki.2095-2813.2018.15.105

教学评价如何更好地在高中体育教学中发挥作用①

孙志亚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江苏苏州  215000）

摘   要：高中教学中体育教学是重点教学科目之一，该项课程开设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体育教

学课程能否高效地开展直接决定学生今后各项能力的发展，要想提高高中体育教学效率首先就要注重教学评价方面的内容，

只有提高教学评价工作效率才能够更好地提高体育教学质量。本文主要从目前我国高中体育教学情况入手，对其中影响教学评

价的因素进行详细的分析，然后结合分析找出相应的解决方式，以此来提高教学评价效率。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阐述能够为

相关人士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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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体育教学已经成为我国高中素质教育中的一项
关键教学科目，该科目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能够
有效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当今时代背景下，素质教育
已经成为我国教育界的主流趋势，其中高中体育教学方式
等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转变，学生在此模式下其体育各项能
力也得到发展。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一项很明显
的问题，那就是教学评价效率低下，直接影响到高中体育
教学质量。所以，高中体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要加强
对教学评价的重视，不断提高教学评价的有效性，只有这
样才能够提好高中体育教学质量，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1  高中体育教学中有效发挥教学评价作用要求评价
理念不能偏离课标要求

在新课程标准中所提出的教学评价方式仅仅是作为
一种衡量方式，而在实际教学中是不能完全按照这一衡
量方式来进行教学评价的，这样会导致教学质量下降。例
如，在教授“立定跳远”课程时，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学
生进行演示训练，然后学生按照教师的演示和要求进行自
主练习，最后教师结合学生的练习情况和接受情况以及成
绩进行相应的教学评价。根据我国教育部门对该课程成
绩规定来看，立定跳远就男生来讲其合格标准是2.20m。
在班级中取两名男学生来作为案例，A学生跳远成绩为
2.25m，B学生跳远成绩为1.92m。教师通过两名同学的投
球成绩来对学生进行教学评价，A学生为已经掌握“立定
跳远”的基本技能，而B学生还没有完全的掌握。这种评价
方式会让成绩达标的同学认为无需再进行反复的练习，而
成绩未达标的学生则会因此失去信心。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能够发现教师在进行教学评价
时，是将学生的成绩作为评价的标准，这种评价方式与当
前新课程标准的要求严重不符，在新课程标准中要求教
学评价要将评价重点放在学生成绩的提高幅度以及学生
综合能力方面，拿这一课程作为案例来讲就是要注重学生
身体的协调性、弹跳能力等方面。从当前实际教学情况来
看，多数教师都不能完全达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在教学
评价上仍然运用传统的评价方式，这种方式让学生不能
真正地认识到体育学习的重要性，会对体育课程产生严重

的排斥心理。

2  高中体育教学中有效发挥评价要求评价内容的设
置不能过于盲目

教学评价设计是高中体育教学的一项重要环节，在
进行教学评价设计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对整项教学内容进
行详细的分析，要从教学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入手，
要有针对的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只有做到以上几点，
教学评价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例如，在教授
“排球上手发球”课程时，教师可以采取分小组训练的形
式来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将学生分成不同的训练小组进
行训练，这时教师可以利用表格的形式分别对每组学生的
成绩进行记录，同时让学生进行自评和互评。其评价内容
主要是针对每组学生的通过率，这种方式能够提高学生
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合作能力和竞争精神，最终达
到提高高中体育教学质量的目的。

本节课程结束之后教师要对本节课表现优秀的学生
进行重点表扬和鼓励，然后让表演优秀的学生向其他学
生进行演示。在此课程教学过程中，虽然学生整节课程都
有积极参与，并且课堂氛围活跃，在此过程中教师在每个
环节都进行了教学评价，但是教师教学评价重点仅仅局限
于学生的成功率上，这样就会导致学生将学习重点放在最
终成绩上面，而往往会忽视如何更好地掌握发球技术，这
样就使得该节课程教学失去本身的意义。教师在教学评
价过程中虽然将口头评价和书面评价结合在一起，但是评
价内容的选择上却没有选择到终点，对学生产生误导。通
过以上阐述我们能够知道有效的教学评价对于高中体育
教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必须要重点提高教学评
价的有效性。

3  高中体育教学中有效发挥评价价值要求不能忽视
个体差异

在体育教学中，学生所展现出来的运动优势以及兴趣
表现等方面的优势都要高于其他学科。在高中体育教学过
程中我们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往往有一些学生无论怎样
努力其体育成绩都始终处于及格或不及格两个段位，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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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30%与其他因素息息相关，比如说营养、运动等。体
育运动在这些因素当中最为有效，而且实现起来最容易，
然而并不是所有运动都可以让高中生的身高发育增快。跆
拳道对高中生身高发育是非常有利的，在进行跆拳道练习
的过程中，能够让生长激素分泌速度加快，让骨细胞的血
液供应增多，另外还可以对骺软骨进行刺激，提升骺软骨
的增殖能力，通过跆拳道的练习可以让身体发育的速度
加快，让身体更为协调，让睡眠质量得到改善，增进食欲，
让骨骼具有一定的纵向压力，让骨的血液供应情况得到改
善。高中生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阶段，要及时进行营养
补充，让骨骼增长的速度加快，在进行跆拳道练习的过程
中，肌肉获得更多的营养，而且血液循环速度很快，这就可
以让肌肉纤维弹性增强，体积增大，让肌肉变得越来越充
实，然而需要让高中生的身身高发育加快，就需要进行长
期锻炼和积累，如果只是进行短时间的体育锻炼，效果不
是非常明显，根据相关实验发现某班学生在进行跆拳道练
习之后，平均身高增长了大约3~5cm。
2.7 跆拳道对于高中学生体重控制方面的作用

对人体健康进行衡量的一项重要指标就是体重。体重
过低和过高都对身体健康不利。高中生处于生长发育阶段
体重过低就会对智力和身体的发育产生影响，造成免疫力
低，体力缺乏，而肥胖也是当前高中生遇到的一个重要问
题，很多疾病都因为肥胖而年轻化，比如说糖尿病、高血
压。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我国人们的生活
水平方面提高速度也很快，这就造成很多青少年的体重超

标，利用体育锻炼的方法对高中生的体重进行改善是非常
有必要的。通过相关实践发现进行跆拳道练习可以让体
重指数趋于标准范围。因此练习跆拳道可以很好地让高中
生控制体重。

3  结语
跆拳道是当前国内学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刚刚兴起的

一项运动，高中生处于身体发育的黄金阶段，在这个发育
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和重视他们的体育素质锻炼，跆拳道具
有很好的塑形效果，能够让身体素质大幅度提升，改善身
体机能，所以高中生体育课程教学过程中一定要引入跆拳
道，并且让跆拳道在高中生体育教学过程中普及开来，这
样既可以对学生的道德品质、礼仪修养等进行培养，还可
以让他们的身体素质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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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生即使不认真学习其成绩也能够达到优秀。根据这
一现象，教师在进行教学评价时不能仅仅运用一种评价
方式，必须要有针对性地进行评价。例如，在教授“健美
操”课程时，通常教师都是在课堂开始亲自为学生进行动
作演示，然后让学生全体跟着练习，接着对学生进行分组
练习，最后就是对每小组练习情况进行评价，小组成员成
绩总和即为小组成绩。这种教学评价方式是存在很大弊端
的，每小组学生基础能力不同就会导致小组分配不均，这种
评价方式会让基础好的学生过于骄傲，而基础差的学生则
会产生自卑心理，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所以，我们在
进行教学评价时必须要结合每名学生的特点和差异来进
行，其标准要放在学生学习态度和进步幅度上面。

4  高中体育教学中有效发挥评价功能要求评价时机要
得当

体育课堂教学中，教师选择不同的时机进行不同的评
价，对课堂教学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教师选择合适
的评价时机，引导学生进入问题情境，快速有效地进行追
忆、联想，并进行创造性思维和针对性修正，及时发现问
题并解决问题，使课堂获得更高的教学效率。如“在篮球
行进间投篮教学”过程中，教师进行了示范后，正准备进行
具体内容重点和难点讲解的时候，有个学生未听讲解一个
人跑到另外一块球场投篮去了，教师发现后大声勒令其归
队听讲，但学生不理不睬。教师发怒了，没收了学生的球，当
场罚做５０次俯卧撑，以示警告。结果，学生拒绝接受处罚
与教师发生僵持，场面非常尴尬。可见教师没有把握好评

价时机，处理问题欠妥当。教师可以不必马上制止，而是把
投篮的重点、难点和注意环节讲解清楚，然后通过行进间
投篮课堂案例分析巧妙地把大家的视线引向那个学生，邀
请他给大家展示，并要求其进行个人体会分享，鼓励其他
同学进行评价，课后请这个学生帮助整理器材，并顺势进
行沟通和教育，这样即化解了课堂上的尴尬，保护了学生自
尊，也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不良的影响，从而
产生自我反省的意识，确保师生关系融洽。

5  结语
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离不开有效的教学评价，教学评价

直接决定整体的教学质量。体育教学课程能否高效地开
展直接决定学生今后各项能力的发展，要想提高高中体育
教学效率首先我们要注重的就是教学评价方面的内容，只
有提高教学评价工作效率才能够更好地提高体育教学质
量。所以，高中体育教师必须要能够做到有效发挥教学评
价，必须要结合每名学生的特点和差异来进行，其标准要
放在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进步幅度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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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课程目标与教材的关系
———兼谈“类内容”教学分类法的顺应
Ｒelationship between curriculum goals and textbooks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accommodation of "class content"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张 军

ZHANG Jun

摘 要: 教材因其自含性与教学内容存在不对等关系，故而常被误导教材游离于目标统领之

外。教学内容与教材的身份在以具身认知为主的体育课程中亟待厘清，在此基础上，“用教材

教”与“教教材”的体用一致关系、目标模式与过程模式的融合机制，有力明证操作层面目标统

领教材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同时折射出缺少合理教学内容分类法对应体育课程标准的缺陷，最

终引发以“类内容”教学分类法的构建实现体育课程教材编制的难点突破。
关键词: 学校体育; 体育与健康课程; 教材; 关系; 教学分类法

中图分类号: G8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 － 2076( 2020) 04 － 0112 － 07
Abstract: Because of the non － equivalence between the textbook content and the teaching content，
it is often misguided that textbooks are dissociated from teaching goals． Therefore，the identity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and that of textbooks need to be clarified in the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based
on embodied cognition． On the basis of that，the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 teaching with text-
books" and " teaching textbooks" and the integration mechanism of objective model and process
model have strongly proved the inevitability and feasibility of leading textbooks with goals at the op-
erational level． It also reflects the shortcomings of lack of reasonable classification of teaching con-
tent to correspond to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physical education． In the end，the key break-
through of this difficulty is achieved by constructing the textbook compila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with " class content"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curriculum; textbooks; rela-
tionships;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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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统领内容是我国第八次体育课程改革选编教

学内容的基本准则，《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体育与健

康课程标准( 实验稿) 》《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

准( 2011 版) 》( 以下简称《课标 2011 版》) 《普通高中

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 以下简称《课标

2017 版》) 在教学建议部分均有类似描述———“以目标

的达成 来 统 领 教 学 内 容 和 教 学 方 法 的 选 择 ( 实 验

稿) ”，“选择和设计教学内容建议，体现‘目标引领内

容＇的思想( 2011 版) ”［1］，“教师应树立明确的目标意

识以及目标引领内容和方法的思想 ( 2017 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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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教学内容的选择是灵活的，但所选内容又必

须以实现课程总体目标为前提，也就是说，教学内容的

选择具有地方、学校、教师的自主和体现国家意志的双

重性。课程标准作为纲领性文件，仅是在宏观层面给予

方向性指导，落实到体育教学中，还需具体的实施者深

入领会“目标”与“内容”的关系。讨论“目标”与“内容”
的关系，在体育学科中，首先要明晰两个基本概念———
“教学内容”与“教材”，并同时厘清两种教学理念———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在此基础上，如需构建体育教

学内容一体化，还需掌握和运用科学的“教学内容分类

法”。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对体育教师提出的开创性课

题。
教学大纲时代，体育教师惯性地遵从国家颁布的

教科书，教学内容和教材具有现成的范本，教的教材即

“项目”，“项目”既是教学内容又是教材，传授的是技

能，发展的是体能。这一点，从国家或地方统编的教科

书和教师撰写的教案均可看出端倪，如，“教学内容:

篮球———单手肩上投篮”。上升到教材的选编，我国

早期采用的较为合理的也是顺应当时的教学内容分类

法为 1993 年版“交叉综合分类法”，后来，毛振明对此

分类的方法提出异议，又提出了“以教学目的进行分

类”的方法。这些分类的方法以及对基本概念的认识

均发生在本轮课程改革之前，按照毛振明的说法，“体

育教学内容的分类应随着社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要求

而不断变化，始终不变的体育教学内容分类是没有

的”［3］。所以，关于目标与教材的关系及教学内容分

类的方法，亟需参照当前的国家课程标准加以深刻领

悟、界定或创新。

1 教学内容与教材的关系

教学内容，从微观角度认识，具体到一节课中，教

学内容具有单一性，仅仅指向某一层面，但从宏观角度

认识，其具有较大的包容性，概念比较宽泛，包含了体

育学科承担的所有功能属性。《课标 2017 版》的内容

要求显示，模块内容包括了基本知识与技能、技战术运

用、专项体能与一般体能、展示与比赛、规则与裁判法、
观赏与评价等六大方面，已经远远超出教学大纲时代

以“项目”为表现形式的技能传授的范围，既体现出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目

标，又涵盖了体育学科核心素养。《课标 2011 版》附

录例举的课堂教学实例就是很好的例证，如，附录 2 案

例一，教学内容为“在篮球投篮教学过程中培养自主

学习的意识与能力”［1］，案例二、三均是如此表述，无

一例外地将“意识和能力”作为教学内容的主体; 同

样，《2017 版》提供参考的 11 个教学案例，也是以“为

提高或培养学生……创设某种情境”进行描述，不再

是具体化的某个项目或单项分解技能。由此不难看

出，课程标准倡导的教学内容，更加宽泛和抽象。
教材，结合其他学科的通用认识，“可以是人工制

品( 教科书) ，也可以是自然情境，甚或是教师与同事

的一次讨论，即那些可以从外部重新为学科提供信息

的事物或际遇”［4］。与概念性认知、形象性认知不同，

体育学科的认知方式是以运动技能作为认知主体的具

身认知，教材作为一种可被感应的存在具有一个显著

特征，即可呈现，因此，体育教师通常将运动项目或单

项运动技能认定为教材。当然，这种认识在现在看来

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按照体育学界对教材的认识，体育

教学中的讲解、示范、挂图、视频等等都应属于教材的

范畴［5］。所以，教材是具体化的，是摸得着、看得见或

听得见的。本文为了认识上的便利，仅以运动实践部

分的教材作为体育学科的主流教材加以讨论。
鉴于课程标准的导向和上述的分析，从教学发生

的过程考察，教材是因教学内容而被选用，因而可认定

教学内容是教材的上位概念，局限于一节课中，教学内

容与教材存在着从属关系。但从二者的自身属性考

察，教材本身蕴含着无限的价值，如篮球项目，不仅能

够提高技战术水平，强身健体，养成志趣，还能够培养

团队精神、竞争意识、规则意识，这也是为什么说“完

全人格，首在体育”的要义。所以，教学内容与教材又

存在着互不包容的对等关系。不妨借用图像直观地表

达教学内容与教材的关系( 见图 1) 。教学内容因为具

有宽泛性和抽象性，用模糊的粗体同心圆表示其具体

( 课堂) 与外延; 教材因为具有可供选择性( 同一教学

内容可供选择的教材不一，选择什么样的教材取决于

目标、学情、项目结构化特征及教师的教育哲学) 和具

体化，用分散式“米”字型线条表示其具体与外延，则

教学内容( 小圆) 在特定的教学中包含着教材( 小米) ，

预示着二者的隶属关系，大圆叠加的大“米”预示着二

者具有各自不同的属性。

图 1 教学内容与教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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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教材”与“用教材教”的关系

2． 1 “用教材教”蕴含课程观与方法论

“用教材教”是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的生本化教学

理念，在思维导向上突破了本本主义，为教师在选择教

材阐释教学内容时开阔了视野，促使教师更加关注学生

的全面发展。从这个角度讲，“用教材教”立足于课程

观，是在课程标准指引下输入的一种教育教学观念，教

师采用什么样的教材教什么，受课程总体目标的调控。
例如，语文教师在进行古诗词教学时，既可以利用某首

诗中的平仄关系帮助学生认识诗的韵律，也可以利用该

首诗的意蕴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换个角度，教材是承

载知识的载体，而承载同一教育教学属性的载体有很多

种，所以相同教学内容的课堂教学千变万化，教学效果

自然因人而异，教学实践中的同课异构即是运用这一特

性，可以说殊途同归。例如，化学老师既可以利用实验，

也可以通过概念性叙述或图像表征分别从不同视角设

计教学，以达揭示宏观表象背后隐藏着的微观反应实质

和反应历程。因而，从教学策略上理解，“用教材教”又

暗含着教学方法论。
对于体育课程而言，知识的类型和层次更加纷繁

复杂，涉及学校体育学、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论、健康

教育学、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体育心理学、体育社

会学、体育哲学、运动训练学、运动营养学、体育伦理

学、体育美学和体育史等学科知识［2］。体育与健康学

科在《课标 2017 版》中界定，体育与健康学科核心素

养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高中阶段，运

动能力素养重点发展体能、运动技能和提高运动认知;

健康行为重点是锻炼习惯、情绪调控和适应能力; 体育

品德的重点是积极进取、遵守规则和社会责任感。其

中，运动认知、锻炼习惯、情绪调控、适应能力、积极进

取、遵守规则、社会责任感等素养是不能够通过身体活

动的轨迹直接呈现的，而体育课堂又恰恰是以身体练

习为主要手段的学习方式，是有别于概念性认知的身

体感受性认知，也即“体认知”。所以，教师在进行体

育教学时，除特指的专有运动技术，其他如体育文化、
运动原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包括体能，

都需要选择承载相应教育属性的教材才有可能实现教

学的目的。此谓“虚以实之托，实为虚之体”，从课程

的深层含义上标注了课程观，而体育教师在选择动作

和实施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教学行为，即为教学法。
2． 2 “教教材”突出教学观

“教教材”属于教学大纲时代的教学理念，强调教

国家审定的教材，诚然，所教之教材均富含国家培养人

的需求，但是是以强调教什么知识与技能为归宿，重在

教材本身。受教材被指定的限制，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

的时候往往是以教材为中心，而忽略育人的总体目标，

教学的方法也多以灌输式完成知识储备为范式。“教教

材”的理念虽有很大程度的局限性，但也并非完全可以

用“用教材教”取代。回归课堂教学可以发现，教材是必

须要让学生认知的，否则就违背了认知规律。例如，历

史老师在进行教学时，如果学生理不清历史事件发生的

时代背景、人物关系、因果条件和社会效应，就难以企望

学生掌握分析事件的能力，缺少该种分析能力，就谈不

上对未来社会的演化展开合理化的推断; 数学教学中的

例题讲解更是直观，有经验的老师往往会通过搜集经典

例题，以满足课堂上从不同的思路开发学生的思维需

求。所以，教材本身蕴涵的价值需要教，除非选用的教

材为学生所熟知而教学的目标另有其他。同理，体育教

学，学生更须通过掌握有形的运动技术方能实现真正意

义上的理性与情感的升华。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常有

这样的感受，即在球类教学的比赛环节，总会有少部分

学生尤其是高中女生踌躇不前，甘当看客。究其原因，

学生基本上是同一个声音———不会。这充分说明，要想

实现体育素养的培养，首先要教会学生基本的教材，只

有在此基础上，学生才有可能会投身到具体的活动中

去，才能够体会到成功的喜悦或激发不甘的斗志，从而

完成学科教学的隐性目标。
上述立足于教材本身的教学事实，均表明“教教

材”重在教师对教材的教和学生对教材的学，即传授

知识，是一种教学层面的观念。
2． 3 “用教材教”与“教教材”偏重于体用一致

厘清“用教材教”与“教教材”的关系，有一个直观

且简便的方法，即回答教“什么”。从“用教材教”的表

层语义理解，看似是回答“怎么教”的问题，属于教学

方法论的范畴，但是当补充完整“用教材教”的宾语

时，就会发现还需回答“用教材教什么”中的“什么”。
通过前文对“用教材教”的解释，已不难理解，“用教材

教”具有课程观，“用教材教‘什么＇”中的“什么”不仅

包括知识与技能，还包括正确的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凸显育人。而“教教材”在回答教什么的时

候，教材即“什么”，教材的本质是传授给学生或用来锻

炼学生的教学材料［6］，是那些能够被客观描述、观察的

现象或事实［7］，当然，部分教材特别是体育学科的教材

自身也会附带有能力、行为、品德等抽象性内涵，但相对

来说还是狭隘的，更加注重教材本身的知识属性，强调

认知。所以，“教教材”内含于“用教材教”之中，二者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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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材为中心，一体一用，体用一致( 见图 2) 。

图 2 “用教材教”与“教教材”的关系

3 目标与教材的关系

体育课程标准强调目标引领教学内容，通识上理

解，目标自然统领教材。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教学

大纲时代惯性思维的影响，很难被人们接受，特别是部

分立于项目化教学内容本位的教师。教学大纲时代，

常规的教学设计是通过教学内容( 教材) 制定教学目

标，而且是根据教学大纲给定的教学计划确定教学内

容，然后才是根据项目制定教学目标，从教案的书写格

式也能窥见一斑。一般课时教案的第一项内容为“×
× 项目”，第二项为“教学目标”，所以就认为目标统领

教学内容有悖常理，更统领不了教材。通过前文对教

学内容与教材的关系分析，理论上似乎同样不支持目

标统领教材，因为，教材本身自带的价值属于事物的自

然属性，先于既定目标之前，教学内容与教材在不同场

域中又存在着对等不兼容关系，定然目标覆盖不了教

材的全部内涵。而事实上，是上述认识陷入了教条主

义，没能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开拓认识。课程标准对此

有明确说明，基础教育课程承载着党的教育方针和教

育思想，规定了教育目标和教育内容［2］。因此，教学

内容是在课程总体目标的宏观指导下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培养学生在未来发展中应具备的体育学科核

心素养，体育教师需根据既定的总体目标分解水平、学
年、学期、单元、课时等不同层级的目标，建立完整的目

标

内容体系。所以，教学内容是发生在目标之后的，自始

至终受课程目标约束，具有人为的操控性，而且，体育

课程的教学内容不应该是具体某个项目的表达形式，

而应是宽泛的抽象性表达，所以目标统领内容符合常

规思维逻辑。此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也曾明确指示，“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要围

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

要坚决改过来”［8］。而目标统领教材，可从两个方面

加以认识。一是，教材因目标与教学内容而被选定，凡

不符合国家教育方针的教材将被舍弃，自然教材在目

标统领之下。二是，教材被选编必须遵循学生的年龄

特征，必须符合学生的身心发展需求及学习经验，这是

制定教材体系的基本规律，受不同层级目标的控制。
从课程研制的范式分析，目标统领内容是我国本次

教学改革的一个总体方向，遵循的是泰勒“目标模式”。
该种模式符合我国当前的教育形势和需要，但是涉及到

具体课堂，教师更多的是面对具体的教材，所以，英国课

程论专家斯腾豪斯从教材存在自身价值的角度提出了

“过程模式”，即确定内容的依据是活动内容的价值，而

不是预先设定的目标［9］。目标模式具有自上而下的指

导性，便于调控和管理，适合我国的国情，过程模式具有

动态性，利于尊重事物自然属性和研究，二者优势可统

一于一体。如将“用教材教”的理念对应目标模式，通过

用教材( 工具) 达成课程标准的总体目标，那么“教教

材”即对应过程模式，通过教教材( 主体) 实现自身价

值，二者是体用一致的，又都以“教材”为中心。过程模

式与目标模式融合的节点主要落在课时目标环节( 见图

3) 。过程模式通过教材的自身价值反向折射课时教学

目标，但课时目标下的教材还要受控于上一层级的逐层

目标，直至回归课程总体目标，这也是当初部分体育教

师难以理解目标统领教学内容的地方。

图 3 目标与教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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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教材虽然从自身价值衡量看似游离于课程

目标之外，但在实际教学操作中必然要统领于目标之

内，暗含“授知”与“育人”双层意蕴，都不可脱离正确

的取向。体育学科造成费解目标统领内容的还有一个

因素，即教学内容分类方法逻辑不清。

4 “类内容”教学分类法

王占春研究员曾说，“在编订大纲和教材时，其中

难点较大的是教材分类的问题。［3］”我国早期使用的

教学内容分类法以“交叉综合分类法”为主，本次教改

之初，毛振明研究认为，“交叉综合分类法”将“发展身

体素质练习”和“各项运动教学内容”放在一起，违反

了分类逻辑，继而提出了“以教学目的进行教学分类”
的方法［3］。上述两种分类的方法均在相应时期作出

过对应的贡献，但仍未将教材兼具动作属性和人本性

结合起来作为教学内容分类的基点加以考量。换句话

说，进行教材分类时应充分关注教学中教师直面应对

的两个基本要素———教材价值与学生发展。教材价值

具有学科特性，是体育教育的自然使命。学生发展是

人类进程中阶段性社会目标，培养什么样的人受国家

课程标准的总体目标的调控。我国当前培养人的总体

目标是“立德树人”。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

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美国当前的体育教育核心

也趋向于“全人”教育，以立足于培养“具备体育素养

的个体”为核心。所以，教学内容的分类、教材的选编

首先要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并兼顾教材自身的价值。
本次课程改革，课程标准一直强调推行三级课程管理

管理模式，因而出现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在这种

积极表现的背后，缺少通用的“教学内容分类法”的指

引，以致于出现教材体系各自为政、学段衔接脱节、学
生所学参差不齐等现象。

教学内容分类除了受国家课程标准调控外，体育

学科还要遵循动作发展规律、认知发展规律、人体发育

规律等三大规律。动作发展规律告诉我们，具有复杂

技术的运动项目是由基本动作技能组成的; 皮亚杰认

知发展理论告诉我们，儿童的认知发展要经历四个阶

段，前一阶段是后一阶段认知的基础，不可能跳跃式发

展，由此可以推断，动作学习需从最基本的动作开始认

知; 人体发育规律告诉我们，6 岁的儿童尚不能完成精

细化的上肢动作，只能完成简单的下肢动作。三大规

律均在提醒人们，“基本动作技能”是动作学习的基

础，所以，将“基本运动技能”作为体育教学内容的分

类的逻辑起点有法可循。“类内容”教学内容分类法

即基于该种认识，即，面向动作技能教学，以常见的基

本动作技能作为教学内容分类大项，以教学内容双重

性特征和“关系”内部结构理论为依据统整特性一致

形态各异的教材的分类方法［10］( 详见图 4 ) 。据美国

K － 12 体育教育的范围和动作序列显示，“类内容”教

学内容分类法与《美国 K － 12 体育教育的国家标准和

年级水平学习成果》( National Standards ＆ Grade － Lev-
el Outcomes for K － 12 Physical Enducation ) ( SHAAPE
America，2014) ［11］在教学内容学习上有相通之处，都

是以基本运动技能作为学生认识的主体。不同的是，

“类内容”教学分类法呈现的基本运动技能更加宽泛，

因为中国武术等传统运动项目作为运动形式的存在，

所蕴含的基本动作模式更加广泛，且“类内容”教学分

类法的通用部分体现了“立德树人”教育思想，选用部

分主张的以属性或结构相同相似的运动模式进行教材

归类，映射出“用教材教”的理念。以下结合图 4 进一

步解释“类内容”教学分类法的基本思路。
《普通高中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 2017 年版) 》强

调，“发展学生的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三个

方面的学科核心素养，需要通过体能、运动技能、体育

文化 和 健 康 教 育 等 内 容 的 融 合 和 有 效 教 学 来 实

现”［2］。因此，“类内容”教学分类法将体育课程内容

分解为知识 /方法和运动实践两大部分，知识 /方法主

要以概念性认知为主，包含体育文化、运动原理、健康

常识和方法类的规则与标准、测量与评价、计划与处

方。该部分内容对应三维健康观的知识与方法。运动

实践分体能和运动技能两部分，对应三维健康观的技

能、过程与方法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体能作为运动

实践的特殊部分被单独析出。具体的体能包含力量、
速度、耐力、柔韧、平衡、灵敏、协调等七大方面。其中，

力量又包含上下肢力量、核心力量、爆发力等多种类

型; 速度包 含 位 移 速 度、动 作 速 度、反 应 速 度 ( 反 应

时) ; 耐力包含心肺耐力、肌肉耐力、速度耐力。此为

体能版块“类内容”分类的具体形式。
运动技能作为体育教学的主体，根据体育与健康

课程标准的运动技能学习目标，“小学阶段，要注重体

育游戏学习，发展学生的基本运动能力; 初中阶段，注

重不同项目运动技术的学习和运用［1］; 高中学生运动

能力发展的重点是发展体能、运用技能和提高运动认

知［2］”。将运动技能分解为“基本动作技能”和“运动

战术素养”两部分。其中，“基本运动技能”按照人体

动作发展概论的认识结合美国课程标准的动作学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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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以及我国武术等传统项目的动作结构，将移动性动

作技能、非移动性动作技能、操作性动作技能扩大了范

围，并且放大了基本动作模式的概念，如，将传统的

“单脚跳、连续跳跃步和双脚跳( 人体动作发展概论) ”
“单脚跳、垫步跳、跨步跳、跳跃( 美国动作序列) ”依照

下肢肌肉向心收缩和质心腾空的形式将其统一归类为

“跳”类; 将武术动作中闪转腾挪、劈挂推，扩容到非移

动性技能; 将扣球、网球与排球的发球、羽毛球后场高

球、羽毛球挑球与吊球等带有投掷或挥击性质的动作

归属到操作性动作技能的“挥”或“投”。教师在编制

单元计划时，需要将这些基本动作技能根据三大规律

排序和进一步开发，图 4 中的框架内容仅作为提示，当

然已经包含了比较常见的基本动作模式。运动战术素

养是学生运动技能发展的中高级阶段，包含方法、意

识、品格三个层面。其中“方法”涵盖策略、方式、路

径、角度、力度等，处于内化阶段，即通过事先的学习能

够得以掌握。如，篮球比赛采用的“3 － 2”联防，跨栏

比赛的节奏干扰等属于策略的范围; 排球比赛的“轻

吊、斜线重扣”，掷铅球采用的背向、旋转等从动作样

式观察属于方式; 足球配合采用斜传直插、直传斜插重

在路径的选择; 羽毛球采用劈吊还是扣杀分别具有角

度和力度的性质。意识包含合作、规则、时间、速度、方
向等，主要考察临场决断能力，即在比赛的瞬间有没有

超前的创造力，直接决定比赛的结果。品格蕴含意志、
品质、责任，属于精神层面的养成，处于体育课程育人

的终端，什么样的项目能够磨炼人的意志，什么样的项

目能够提升人的品质，什么样的项目能够催生人的责

任感，需要合理的教学设计和教材选用。

图 4 “类”教学内容分类法

“类内容”教学分类法中“属性或结构相同相近性

的运动模式聚类”处于分类法的末端，也即教材的选编，

需要教师根据课程目标、地方优势、教材价值、学情、教
师的教育哲学开发“类教材”，既要体现目标统领教材

( 目标模式) ，又要体现教材价值反射目标( 过程模式) 。

如，将加速跑、匀速跑、弯道跑、合作跑、变向跑、耐久跑、
带球跑、持标枪助跑等具有相同动作结构的动作划归

“跑”类。“类教材”最大的特点是便于动作迁移，也能

够满足不同的个体需要。当然，教材选编还要考虑项

目的完整性技术特征，要在不同阶段完成相应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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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武术项目，小学阶段学生掌握的五步拳是最基本的

动作，而在初中阶段又学习了腾空飞脚、外摆莲等跳跃

动作，小学和初中串联起来就可完成长拳三级套路。
符合于素梅提倡开发一体化体育课程内容须遵循“纵

向衔接、横向一致、内在统一、形式联合”的宗旨［12］。

5 结语

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要围绕国家课程目

标来设计，厘清教学内容、教材的概念，理顺目标、教学

内容、教材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揭示教学本质的前提和

基础。建构符合课程标准的教学内容分类的方法，是

一线教师编制教材的理论需求，一体化课程体系建设

是实现三级管理模式有效落地的前提和保障。
“类内容”教学分类法仅提出了体育课程教材分

类的框架，通用部分适合任何地域及任何项目，选用部

分保证了灵活性。因基本动作技能的动作模式有很多

种，教师可根据自身擅长的项目( 地方传统项目、新兴

项目) 分解出“元”动作，甄别出具有相同相似属性或

结构的单一动作、组合动作或项目，将其归为一类编制

教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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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思考与实践
李 慈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江苏 苏州 215011）

摘 要：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无论是从各方重视程度、课程的开设条件，还是经验

方面都存在着很多问题。文章对普通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性与现状进行分析，并针对普通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展开了相应的思考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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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于提升高中生的综合实践活动

能力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精

神、发散思维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能有效帮助学生适应新时

代的要求。高考在学生的学习生涯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因

此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主要都是围绕着高考而开展的。就目前

国内普通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际情况而言，还存在

很大的改善与发展空间。只有进行积极的思考与实践探索，充

分应用各种有效的干预手段，才能切实提升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实施水平，使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一、普通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概述

教育部于 2000 年正式印发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

计划（试验修改稿）》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列入了新的课程计

划，并将其定义为国家规定、地方指导、学校自主开发与实施的

必修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主要是将学生的现实生活作为课

程的主要资源，采用实践性主题活动的教学方式，通过学生直

接体验与自主学习的形式来开展相关学习活动。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作为一门新型的课程，其不附属于任何学科，而是一门独

立的、具备特殊功能的课程，其要求通过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来有效完善学生的素质结构，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由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没有固定的教学形式与内容，并且

是由学校自主开发与实施的，因而不同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的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二、普通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重要性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从课程内容涉及的

范围而言，其既包含了文科知识又包含了理科知识，同时兼顾

了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对学科外的知识也多有涉及；从课程

开设过程而言，其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以学生为创造性主体

例如，有这样一道数学应用题：“小强有 20 元钱，去书店买

书，书的价格是 17 元，请问小强的钱够吗？”这个题的解题重点

并不在于答案，而在于应该运用哪一种运算法则。学生都常买

东西，也知道 20 元买 17 元的东西是够的，但有部分学生不会

用算式进行说明。因此，教师要在学生生活经验的基础之上，引

导学生进行分析：小强有 20 元，书的价格是 17 元，所以小强要

给老板 17 元，这时小强手中还有多少钱？学生回答有 3 元。这

3 元怎么得来的？ 20 元减去给出去的 17 元，所以还剩 3 元。
有剩余了，说明钱是够的。通过这样的分析，学生的生活经验得

到了应用，也感悟到了数学的意义。
五、加强实践，提升运用能力

学习的目的是学以致用，数学与生活密切相关，学习到的

各种公式、计算方法等内容都应当运用到实际的生活之中，让

学生活学活用，真正掌握数学的精髓和内涵，在解决实际问题

的过程中体会到数学与生活的联系。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重

视学生的实践活动，让学生学会熟练灵活地运用数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从而提升综合能力。
例如，长度单位是数学教学中经常用到的，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密切相关，生活中各种事物都有长度，但有的学生往往在

标注长度单位的时候容易出现错误。如有的学生将自己的身高

标成了 1.3 厘米、1.2 分米，将操场长度标为 20 厘米，这都是因

为对长度单位缺乏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为了加深学生对长度单

位的认识和理解，教师在教学中可让学生自己拿着尺子进行测

量，如让学生测量花坛的长度、操场的长度、自己的身高等。通

过实际操作，学生对于米、分米、厘米等长度单位有了全面的认

识和准确的把握，并且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学会了不同长

度单位之间的相互转换。当然，在教学其他的数学内容时，教师

同样要鼓励学生参与实践，让他们更多地了解生活，将所学到

的数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自己去面对存在的问题，并且不断

探索，寻求突破，在实践中提升自主学习能力。
六、结束语

总之，数学是重要的基础学科，数学知识丰富多样，它来源

于生活，也应当运用于生活。在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在

解决问题的时候结合生活，感受数学与生活的密切联系。要尊

重学生的成长和认知规律，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情况和生活实

际，进行生活化教学，让学生真正体验到学数学、用数学和再创

造的完整过程，使数学教学回归生活，全面提高学生的数学理

解能力和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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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开展一系列的综合实践活动，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丰富多样；

从课程目标而言，其不仅要求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更注

重学生的直接体验与自主学习，侧重于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发散思维与科学思维、创新思维的

培养，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独立完成任务的能力、动手操

作的能力、收集资料的能力、领导的能力、语言表达的能力、人
际交往与合作的能力，最终实现系统能力与健全人格的养成。

学校在高中阶段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能够为学生提供

与外界沟通的有效途径。学生在掌握相关知识的同时，对社会

的发展情况也能有所了解，并将课堂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生

活中去，使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关系。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更注重对学生人性化的锻炼，对价值观与情感的

高度融合，通过教学内容与实践活动相结合，切实提升高中生

的综合实力与综合素质。
三、普通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现状

就目前普通高中而言，由于高考压力与升学任务极其繁

重，无论是学校、教师、家长还是学生自身，都普遍认为高中学

习生活的核心应该是高考和升学。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作为对

高考与升学并无助益的课程，则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因此在

绝大多数高中学校中，虽然开设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但并未

投入相应的资金与精力，也没有专门配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教师，而通常是让其他课程的教师来兼任，使得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的教学目标难以实现，教学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四、如何改善普通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1）学校角度。学校应重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设，成立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研组，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研究性学

习、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等实现专人负责，形成清晰的课程组

织体系，不断推进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常态化开展。同时，

应注重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队伍的培训，通过市、区、校三

级培训，有效实现师资水平专业化与教师综合素质的提升，让

教师尤其是兼职教师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清晰明确的认识

与了解，知道该如何去组织与开展课程，如何带学生进行课题

研究。
（2）教师角度。教师需要对自身的传统教学方式进行转变，

对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行合理的转换。在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过程中，课程形态的特点得到了凸显，因此相对于其他学科

课程而言，其更具开放性和动态性，在学习上也更强调自主性

与探究性。教师要合理转换自身的角色，要将自己课堂的绝对

主导者转换成学生学习的引导者、组织者、协助者，将个体教学

转换为合作型教学，将集体教学转换为差异性教学。教师应在

实践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这类课程的教学方法与实践经验，并进

行总结与记录，从而在提升自身专业水平的同时，实现教学经

验的传承。
（3）学生角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于合作学习与自主学

习更为重视，强调学习上的灵活性，因此学生在进行综合实践

活动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地位，进行积极的发现与

深入的探究，自主扩大学习的领域与范围。同时，针对自身的学

习能力与兴趣爱好等实际情况，不断应用各种有效的手段，通过

个性化的学习与实践，感受动手操作的快乐与成功的喜悦。
五、在普通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践

学校应重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其他学科、与学校德育工

作以及与师生日常生活的有效整合。例如在开展研究性学习的

课题研究时，则可以充分发挥各个学科教师的特长，形成专业

性较强的不同课题，如“固体酒精的研制方法”，就是化学学科

的专业课题。同时还可以将不同学科融会贯通，如“高中生如何

利用演唱的方式来学习英语”就将音乐与英语学科有效结合在

一起，而“苏州的古桥保护途径研究”这类课题则实现了历史、
地理、物理等多学科的整合。德育与日常生活方面，如针对高中

生普遍存在的食堂用餐浪费现象而开展的“高中生用餐浪费

现象研究”等。下面将以此作为实践活动的案例来展开相关的

探讨。
（1）课题选择与确定是综合实践活动开展的前提。课题的

选择可以是教师指定的，也可以是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根据资

料查阅、观察等活动而形成的。高中阶段课题的选择应重视可

行性与综合性。例如教师要求学生在每日用餐时注意观察周边

同学的用餐情况、食堂每天产生的垃圾等，使学生发现用餐的

浪费现象，进而形成课题“高中生用餐浪费现象研究”。
（2）课题选定后，需要制定相应的实施方案，将调查对象、

调查方式、调查时间、人员分工等确定下来。在该案例中，教师

可将学生分成访谈组、问卷调查组、实地调查组三个组别，分别

针对高中生的用餐浪费现象展开个别访谈、问卷调查以及食堂

实地调查的活动，以便学生通过各个途径收集并了解学校中存

在的用餐浪费现象，并进行合理的分析，尝试找出解决问题的

方法。
（3）将实践活动的结果以研究报告或研究论文的形式呈现

出来。例如该案例中最后呈现的就是研究报告。
（4）综合实践活动评价。教师针对学生参与实践活动的体

验、表现、活动成果等对学生进行相应的评价，对学生的活动水

平与质量进行检验。评价的基本依据通常包括知识、能力、态度

这三个方面。
六、结束语

我国普通高中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还存在着很多不足

之处，但值得肯定的是，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与新课程改

革的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所展现出来的开放性、主动性，以

及对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逐渐得到了学校、教师、家长

以及学生的认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开展会越来越受到重

视，必将能够促进高中生综合能力与综合素质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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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综合实践教学中的难点及其策略
李 慈

【内容摘要】在高中教学体系中，综

合实践教学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一课程

通常是建立在学生的直接经验基础上，能

够将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生活进行紧密的

联系，强调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学会灵活运

用相关知识技能。只是在综合实践教学

的开展过程中，却存在一些亟需解决的难

点问题。本文主要基于此，探讨高中综合

实践教学的难点与有效应对策略。
【关键词】高中教学 综合实践 直

接经验 知识技能

综合实践课程具有非常强的自主性

与实践性，还具有比较明显的知识生成

性。如今综合实践课程在高中阶段的教

学中愈发受到重视，要求教师可以正视

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价值，引领学生主

动走进综合实践课程活动中，以培养学

生的团结协作意识，提高学生的实践操

作能力。
一、高中综合实践课程教学的难点

分析

综合实践课程主要是指学生在自主

参与的情况下展开的实践类研究学习活

动、实践活动。在这个课程教学中，学生

可以进行亲身体验，直接走进自然、社会

或者社区等环境中。通过融入到真实环

境中，学生可以获得真实的知识经验，可

围绕着实际问题来展开自主学习或者进

行实践调查，从而寻找有效的方法来解

决相应的问题。而在当前高中综合实践

课程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却存在着不少

的难点［1］。
第一，综合实践课程缺乏足够的重

视，教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课程对学生

综合素质的教育功能，导致学生在综合

实践教学中，并没有发挥其学习的积极

主动性，限制了这一课程教学的 效 果。
第二，综合实践课程没有准确解读这一

门课程，导致其在开展教学活动时难以

把握好重点，教学内容宽泛化，缺乏具体

性和明确性，也没有着重突显出课程的

综合性与实践性，难以真正提高综合实

践课程的教学效率。第三，高中阶段的

学生面临着比较紧迫的学习压力，综合

实践课程的开展无疑增加了学生的学习

负担。学生的学习压力在没有得到缓解

的情况下，则很难让学生发自内心地参

与进来，直接限制了他们的学习效果。
二、高中综合实践课程教学的有效

优化策略

综合实践课程与传统课内教学、活

动教学等等都存在不同，也缺乏统一的

教材，对教师提出了较大的挑战。为了

切实发挥综合实践课程的实效性，要求

教师能够从这一课程的实际特点出发，

采取有效的优化策略。
1． 围绕与学生发展相关的社会焦点

来设计主题教学方案

在综合实践课程的贯彻落实过程中，

教师要顺利推动其活动的开展，就需要始

终坚持以生为本的原则，围绕着促进学生

发展这一核心，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综合实

践课程教学方案。综合实践课程具有较

强的生活性，因此教师可以关注社会发展

过程中与学生发展相关的焦点问题，让学

生在参与这一课程教学时，可以汲取促进

自身成长与发展的营养［2］。比如在人与

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经济等等方面的活

动主题都将学生个人与社会生活联系在

一起，旨在让学生融入到社会环境中，亲

身经历促进自我发展的实践过程。例如，

教师可以让学生围绕着“学生上网现象严

重”这个问题，设计出中学生上网调查的

主题活动。这个问题与学生的可持续发

展存在紧密的联系，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

焦点问题。因此，教师可适时引导学生展

开调查活动，自主提出问题，并自主搜索

相关资料和信息，再对自己所搜集的信息

资料进行统计与分析，从而获得分析结

果，得出结论。
2． 利用乡土资源来丰富综合实践课

程的教学内容

要让综合实 践 课 程 教 学 更 有 吸 引

力，增强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教师则可充

分挖掘和利用乡土资源来充实综合实践

课程内容。高中阶段的学生实际上对自

己家乡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富有价值的

内容缺乏足够的了解，这时教师可以尽

可能地将其与综合实践课程进行融合，

让学生从多个方面来认识家乡，深刻地

感受家乡多方面的变化。这不但利于增

强学生对家乡的情感，还能增强学生对

这一综合实践课程活动的兴趣。比如教

师以“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为综合实践课

程教学的主题，让学生围绕着这个主题

来探寻家乡的变化。有的学生选择以家

乡新建的铁路为切入点，展开了相应的

讨论; 有的学生以家乡发生的重大时事

为切入点，完成这一综合实践课程教学

的任务。这些独特的内容都可以成为丰

富课堂教学内容的资源，在学生的分享

过程中，也可以让其他学生拓宽自身的

视野，让这一课程教学更具意义［3］。
3． 整合其他学科知识，设计综合实

践课程的研究课题

在高中综合实践课程教学中，教师

可以将其他学科的知识与之整合起来，

然后设计合理的研究性学习课题。比如

将德育课程中的“高中生用餐浪费现象”
这部分知识与综合实践课程进行整合，

让学生自主查阅资料，然后自主开展调

查研究活动。例如，学生可以在学校用

餐时间观察校内学生的用餐情况，同时

也关注食堂每天产生的垃圾问题，从多

个方面来推进调查研究活动，然后结合

相关调查资料与一系列数据，展开科学

合理的统计与分析，最终提出解决问题

的有效方法。
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中综合实践课程教学

中存在不少的难点问题，要求教师可以

对其予以足够的重视，积极采取有效指

导方法，让学生自主投入到综合实践课

程教学活动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

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王洁． 高中综合实践教学访谈法

略谈［J］． 山东教育，2018( 9) : 46．
［2］孙艳丽，蔡晶莹． 高中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管理初探［J］． 基础教育研究，

2017( 11) : 37 － 39．
［3］易骏，张贤金． 高中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开展的关键环节分析［J］． 教学与

管理，2017( 27) : 92 － 94．
(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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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技术的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的实施探究
李  慈

摘  要：综合实践活动课，旨在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究意识，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文章阐述了信

息技术环境下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的理论依据，明确了信息技术环境的支撑作用，提出了基于信息技术的高中综合实践活动

课的实施策略与实施流程，最后在结语部分做了归纳总结。

关键词：信息技术；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实施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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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674-120X（2018）14-0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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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综合
实践活动课的理论依据

1. 认知 -发现学习理论

认知 - 发现理论由布鲁纳提出，

他认为，学习的实质在于对认知结构的

主动形成，而不是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

学习者能够主动获取知识，并能够把获

得的新知识和自身已有的认知结构相联

系，从而把自己的知识体系构建起来。

所以，教学的终极目标，是让学生能够

对学科的基本架构有一定的了解。发现

法是教育的主要手段，让学生用自己的

大脑，自主地去获得知识。

2.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理论，提倡以人为本，把

学生放在教育的主体地位。教师的责任，

不是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而是为他

们提供各种实用的学习资源，创造便利

的获取知识的平台。教学的本质是一种

平等的互动过程，师生间应当建立起平

等互利、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新型关

系。人本主义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充分

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尊重、爱护学

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3. 混合式学习理论

混合式学习，就是把信息技术和学

科教学整合到同一课题中，实现传统学

习方式与数字化学习方式的优势互补，

同时，注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启发、

引导以及监控作用，注重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培养学习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值得注意的是，混合式学习并不是单纯

地用数字化学习方式来取代传统学习方

式，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用有其局限

性，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宜生搬硬套，

应当根据教学内容的特点，因地制宜地

运用信息技术。

二、信息技术对高中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的支撑作用

信息技术对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通过多媒体教学设备，能够优化

学习环境，创设更直观的教学情境。另

外，大量的网络资源丰富了课程资源与

教学方式，提升了教学效率。第二，信

息技术环境强化了学习方式的交互性。

网络电子教室、各类教学应用软件，极

大地促进了师生之间的交互，使师生之

间的交流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第

三，信息技术促进了教学活动的开放性。

利用计算机网络，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收

集资料、探讨问题，学习的时间、内容

和进度，都可以由学生自主安排，在学

习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随时与同学、

教师交流讨论。第四，信息技术环境保

障了评价的时效性。学生可以将自己的

探究成果直接上传到网络，并及时取得

评价与反馈，第一时间发现自己的优势

与不足。

三、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综合
实践活动课实施策略

1. 转变师生的角色定位

我国传统的师生关系，是一种不平

等的关系，教师对教学活动的进程具有

绝对控制权，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具有绝

对评判权。然而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而言，师生的角色定位需要调整。学生

才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所扮演的角

色仅仅是引导者与促进者，在探究过程

中，教师与学生组成了学习的共同体，

两者之间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因此，

教师需要放弃权威地位，以平等的态度

与学生交流，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

源，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2. 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与教学技能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其综合性

与实践性要求教师具有广阔的知识面与

优秀的实践能力。因此，教师应当树立

终身学习的意识，突破学科壁垒，不断

地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教师在教学技

能上，尤其是信息处理技能，也应当与

时俱进，充分适应网络多媒体环境，积

极关注最时新、最先进的教学模式与教

学方法，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所带来的便

利。

3. 合理开发课程资源

在网络与多媒体环境的支持下，各

门学科的课程资源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而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不例外。课

程资源包括实验室、图书馆、教学设施、

实践基地等校内资源，也包括博物馆、

科技馆、企业、农村等社会资源，以及

丰富的网络课程资源。对于这些资源，

教师需要积极开发、灵活整合、合理利

用，从而更好地为教学服务。

4. 提高师生的信息素养

学校需要定期展开信息技术教育

培训，提高教师与学生的信息教育意识，

强化信息能力培训，提高信息素养，从

而提高对新媒体环境的适应能力。

四、信息技术环境下高中综合
实践活动课实施流程

1. 课前规划

在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前期

准备阶段，教师需要进行详细的课程规

划。第一，研究学生。教师要加深与学

生的交流沟通，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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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发掘学生的兴趣点，为后续

的教学内容选择和课程设计提供参考。

第二，明确活动目标，兼顾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维

教学目标，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与

实践能力。第三，教师要做好硬件设施

方面的准备，包括信息技术相关设备、

教学器材、活动道具等等。

2. 课程设计

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课程活动，

包括情景创设、动态模拟、资料查询、

操作实践、交流反馈等。信息技术环境

下的高中综合实践活动课，适合采用任

务驱动的模式。第一，教师根据学生的

特点，设计合适的探究问题，在符合学

生认知能力与兴趣的同时，也需要具备

一定的深度。第二，问题的设计需要讲

究层次性，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引导

学生层层深入，逐个攻克。问题可以设

立在每个活动步骤的关键之处。第三，

运用信息技术与多媒体环境，为学生的

探究任务创设对应的情境，培养学生的

自主探究能力与合作能力。

3. 课程实施

第一步，提出课题，明确任务。教

师对综合实践活动的探究内容进行必要

的呈现与说明，并根据任务的特点、难

易程度，决定是否采取小组合作的模式，

明确每个学生的任务与角色。第二步，

查找资料，自主探究。任务分配结束后，

进入了探究学习阶段。学生可以通过计

算机网络查找资料、寻找答案，利用相

应的软件工具进行操作、模拟。在这一

阶段，教师需要扮演好引导者与促进者

的角色，积极为学生创设虚拟情境，提

供技术上的支持，并在学生遇到困难时

及时点拨，提供帮助。

4. 总结评价

学生将自己的探究成果进行可视

化处理，通过文字资料、数据表格、

PPT 演示文稿来进行展示。学生可以将

研究成果上传到网络共享文件夹，供教

师与其他学生交流评价。探究式的自主

学习，更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评价，同时

也要兼顾对学习结果的评价，因此，我

们需要建立综合性的教学评价体系，以

基于过程的形成性评价为主，以基于结

果的终结性评价为辅。形成性评价，包

括自主学习时间、课堂探究表现、课外

实践情况，对学生的学习态度与学习过

程进行考核。终结性评价，主要检验学

生的学习成果，也就是自主探究成果的

展示。

基于信息技术的高中综合实践活

动课，以认知 - 发现学习理论、人本

主义理论、混合式学习理论为依据，充

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优化学习

环境、丰富课程资源、强化交流互动、

保障开放性与时效性。教师在开展高中

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过程中，需要转换师

生的角色定位，合理开发课程资源，不

断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完善自己的知

识结构与教学技能，做好课前规划、课

程设计、课程实施、总结评价四个环节，

真正做到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自

主探究能力与实践能力，实现学生的全

面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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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混龄活动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
吕  佳

摘  要：混龄活动打破了传统的同龄活动的模式，不同年龄阶段的幼儿在同一时间、空间中共同活动，不同能力水平的幼儿

的个体差异性创造了合作学习的前提和可能性，进而促进了幼儿的亲社会行为（轮流、分享、帮助等）的发生，提高了幼儿

的社会理解能力，满足了幼儿社会性发展需要，对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社会责任感的形成都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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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混龄教育在我国发展现状

人类学家梅尔文·科恩特指出，幼

儿天生有一种与非同龄人交往的倾向。

西方教育家玛利亚·蒙台梭利非常反对

将儿童按年龄分组。她认为，社会生活

的魅力在于一个人可以遇到不同类型的

人，按年龄实行隔离是一种人为的隔离，

它打破了社会的契约，剥夺了生活对儿

童的滋养，会阻碍儿童社会意识的发展。

但是基于我国国情，人口基数大，教学

资源有限，师生比例失调，不适合将全

部幼儿混龄编班教学。近些年来，我国

教育研究者通过摸索发现，“间断性混

龄”是适合我国幼儿园的一种混龄教育

模式。“间断性混龄”活动是指，平时

以年龄分班，每天或每周有一个或两个

固定的时间段，在教师的指导下不同年

龄（一般相差 12 个月以上）的幼儿共

同活动，既有混龄教学活动，又有混龄

游戏及混龄生活活动等。

幼儿园实施“间断性混龄”活动，

为幼儿创设了大家庭一般温暖的集体生

活环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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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是新课改中

基础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在该教

学模式的实施过程中对于教师的综合素

质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综合实践

活动中倡导师生构建一种对话、合作跟探

究的课程文化，要求教师能够树立起终身

的学习意识，并需要构建一种平等民主合

作的新型师生关系，在教学过程中实现教

师跟学生们的共同发展。因此在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中，还要不断强化教师的专业发

展以及全科教师培养工作，借此来达到预

期的课程教学效果。
关键词：综合实践活动 全科教师

专业发展

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课改的不断推广，

促使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也得到了广泛的

推广。但是就其在中小学的应用情况进行

分析，发现依旧存在有全科师资力量不足

的问题，这也就制约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应用效果。因此我国各个学校还需要在

结合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运行特点基础

上，不断强化教师的专业发展以及培养力

度，来达到预期的课程教学效果。
一、综合实践活动概述

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中，综合实

践活动是一种跟各学科课程领域有着本

质区别的教学模式，其能够在基于学生们

直接经验基础上，密切联系学生自身生活

跟社会生活，体现出对知识综合利用的以

学生为中心的实践性课程，也是传统学科

逻辑的超越。
较之于传统单一的学科课程，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在开展过程中有着综合性、实
践性、开放性、自主性以及生成性的特征，

其教学目标在于强化学生跟生活之间的

联系，推进学生对于自然、社会以及自我

的认知水平。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跟实

践能力。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教师发挥的多

是引导的作用，学生在教学体系中的主观

性也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教师在教学过

程中需要创设能够引导学生们主动参与

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

不是对学生的事情进行包揽，对于学生的

个体差异性进行明确，尊重学生的学习过

程跟学习需要，引导学生热爱生活并能够

学以致用。
因此说综合实践活动内容在选择过

程中必须要将学生作为核心，在经过一系

列教学活动开展的方式，围绕学生跟自

然、社会以及自我等要素进行联系，强化

课程内部跟学生实际生活以及现代科技

发展的联系。这样才能够充分激发出学生

们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对于学生们

一定的学习自主性，对于学生个性的充分

发展也有着积极意义。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专业素养

的实际要求

1 .专业情感。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要求教师对

课程价值有着非常高的认可度、责任感以

及强烈的专业自信心，具体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1）认同课程价值。在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开展过程中，要求教师自身能够对课

程抱有强烈的认同感，还能够明确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独立于学科单独开设的原因，

只有在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有了认可的

基础上，教师们才能够为之付出努力，确

保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有序开展。
（2）责任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

需要对课程以及学生们富有强烈的责任

感，因为在该课程体系中存在不确定性

以及实施过程的开放性，教师们需要花

费大量的事件进行资料的查阅，对学校

以及周边资源进行考察，做好必要的人际

沟通工作，这也就要求教师自身具备强烈

的责任感。
（3）专业自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

学校中并非属于主课，因此教师们还容易

出现边缘化的专业错觉以及自卑感，很多

教师因为没有经过科学研究的系统学习

跟培训工作，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之后也会

出现沮丧感，只有教师自身具备良好的专

业自信，才能够满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教学需求。
2.专业能力。

（1）资源的开发跟利用能力。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内容的开发性以及动态性，必

须要由丰富的课程资源作为支撑跟载体，

没有资源开发也就无法实施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这样就对教师的资源开发跟利用

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教师还需要

具备良好的资源开发跟利用能力，强化对

校内资源的挖掘力度，提高课程的整体实

施效果。
（2）主题活动的选择跟设计能力。在

综合实践活动中并没有统一教材以及固

定内容，是在联系学生实际主题活动作为

课程内容的重要饿到呈现方式。因此说在

综合实践活动中，需要教师能够联合学生

进行教材的共同创编工作，但是就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而言，不同城乡以及地域之间

的资源存在很大差异性，导致了主体活动

有着不可复制性以及生成性的特点，照搬

照抄也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因此教

师自身需要拥有良好的主题活动的选择

以及设计能力，可以在结合学生实际生活

基础上，来选取科学有效的活动内容，确

保综合实践活动教学的教学效果。
（3）对学生研究的指导能力。在综合

实践活动教学中，对于学生自身的研究能

力也有着比较高的要求。但是大多数的学

生在综合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如果进行

知识基础、方法储备还存在有一定的问

题，这也就需要教师能够对学生研究起到

良好的指导效果，并且可以帮助学生们掌

握科学研究的方法，来达到预期的课程教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教师专业发展与
全科教师培养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 李 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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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效果。
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的培养重

要性

教师作为新课程实施的重要参与者，

只有教师能够充分明确新课程的实施重

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到新课程教学体系

中，才能够确保课程改革成功进行。较之

于其他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还存在有缺乏

统一教材以及专门师资队伍的问题，在各

地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会遇到比较多的

问题，针对这一情况，也就需要进一步加

强对全科教师的培养力度，借此来满足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际需求。
1 .充足师资力量是保障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开展的必要前提。
因为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新设的课

程，其师资力量的主要来源包含班主任、
授课教师以及辅导员等，有专业综合实践

活动的人比较少，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很

多院校都采用班主任跟学科教师们共同

参与、共同进行的策略，随后将不同学科

的教师们分为若干个小组，再将开设综合

实践课程的班级分给若干个教师指导小

组，采用教师指导小组负责制进行工作。
但是就现阶段中小学的实际课程开展情

况进行分析，班主任以及学科教师自身的

工作就比较繁重，在兼任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中也存在时间跟精力不足的问题，因此

说只有不断加强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

师们的培养力度，才能够保障各项工作的

有序开展，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2.教师需构建新型师生关系。
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要求教师能

够积极构建一个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通

过师生共促的方式来共同成长，对不同学

科的知识进行沟通。这也就对师范改革

跟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全科

教师培养过程中，并非是单科教师的单

一堆砌，而是需要培养具备有综合素质

全面发展的教师。但是目前我国在教师

资源培养过程中，多是将培养重心放在

学科专家型教师的培养上面，难以满足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教学需求。因此说为了

确保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有序开展。在现

阶段的高等师范教育分科教学模式中，多

存在有学科结构过于单一、学科综合性不

强等方面的局限性，培养出来的教师的结

构知识过于单一，无法满足综合实践活动

教学的具体要求，对于教学中的各种问题

也就难以解决。
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下全科教师的

培养

为了充分满足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

施下的教学需求，还需要加强教师教育跟

基础教育之间的交流力度，从根本上对我

国的教师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随后构建以

现有师范院校为主体，其他高等院校共同

参与的开放式教师教育体制，来培养跨学

科的复合型全科教师。
1 .做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师的职前

培养。
为了保障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有序

开展，也就要求我国各师范院校能够进一

步加强对课程教师们的职业培养工作，在

结合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内容以及目标

基础上进行培养目标的合理调整，随后做

好专业课程以及课程结构的设置工作，制

定能够满足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需求的师

资培养规划以及课程计划，并在此基础上

进行新型培养模式的不断创新跟完善。可

以说全科教师的培养效果会直接决定综

合实践课程活动的开展效果，这也就需要

在示范专业教学过程中设置跟综合实践

活动课程教学改革相关的必须课以及选

修课，从而引导师范类学生对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有明确的认知，借此来达到预期的

教学效果。学生们只有充分了解全科教师

所倡导的理念，并且积极进行辅修专业的

选择，不断扩大自身的知识面，这样才能

够满足实践活动课程的具体教学需求。因

此我国的师范院校还需要在结合了实际

教学需求基础上，进行综合文科教学专业

以及综合理科教学专业的过程中，需要不

断提高学科结构综合化水平跟教育类课

程所占据的比例，对于一些非师范生，可

以在集中一段时间或者通过适当延长课

制的方式，进行教学科学、心理科学以及

管理科学等多个方面的技能培训工作，促

进学生们学科以及教育水平的共同提高。
2.强化职后培训工作。
在基于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中心这一

核心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实践活动

课程教师们的职后培训工作。因为职前培

养的周期比较长，也就难以满足实践课程

教学活动对于教师们的实际教学需求。因

为在对全科教师们进行全面教学培训工

作中，必须要遵循先培训、后上岗的原则，

不断开展在职教师转型培训为重点的全

科教师岗前培训工作。教师作为一种特殊

的职业，在教师培养过程中要求教师们能

够树立起持续学习的意识。教师在教育过

程中需要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提升广

大教师们实践性知识水平，这样才能够在

结合了以往实践教学中的具体需求中不

断成长，并且能够在结合了学校实际教学

需求基础上，不断强化在职教师们的技能

培训工作。在课题选择、资源开发以及教

学实施基础上，对现有的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进行积极的探索跟完善。此外还可以在

校内构建完全的校本研究培训机制，积极

聘请课程专家以及一线的骨干教师们参

与到学科教学跟培训工作中。利用案例教

学跟主题设计等多种方式，不断提升在职

教师们的课程开发与实践能力，为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的教学奠定良好基础。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随着我国新课改的

不断推行，使得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模

式在我国各院校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因为该教学模式的起步时间比较晚，

在具体应用过程中还会受到师资力量的

影响。这也就要求相关院校能够综合实践

活动教学的特点进行明确，并在此基础上

不断加强对全科教师的技能培训力度，这

样才能够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进行提

供充足的师资资源，促进该教学模式的作

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参考文献：

[1 ]刘丹凤.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现

实困境及其破解 [J]. 教学与管理 （理论

版），2020，(3):85- 87.
[2]卢海丽.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

实质问题与实施策略的研究[J].教育导刊

（上半月），2020，(1 ):53- 58.
[3]刘海燕，彭先桃，张子鑫.综合实践

活 动 课 程 的 难 题 及 其 破 解———基 于

U- G- S 联动机制视角[J].教育导刊（上半

月），2020，(3):68- 73.

教育管理 JIAOYUGUANLI













2021年 1月·第 3期 （总第 667期）

成 才 之 路

作者简介：李慈（1980－），男，江苏苏州人，中学一级教师，从事通
用技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教学与研究。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中多次提及与创新教育
有关的内容，要求通过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与社区
服务等活动，培养学生独立的、持续探究的兴趣；引导
学生学会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初步学
习分析与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提高分析与解决问题
的能力，发展创新精神。如果能将综合实践活动作为
一种推进学校创新教育的手段，那无论对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还是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本身都是一举两得
的。三年前，笔者尝试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学校创
新教育特色项目结合，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在普通高中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新路。
一、明确教育教学目标
综合实践活动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用探究的眼光

和方法进行学习，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和丰富经验，
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形成良好的社会责任感与
使命感。这正好契合了创新教育的核心内容，教师应
紧扣这一目标开展教学研究和教学设计。
二、分析学生兴趣特长
近几年的高一、高二学生特点较以往有明显的不

同，他们是一批“00后”，拥有更加良好的成长条件与
教育，更具有创新精神和开放的思想，更加注重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他们个性张扬、乐于表现、目标明
确、意识客观。针对这样的特点，笔者特意制定了一些
符合他们兴趣特长，又与自然、社会相结合的综合实
践活动主题，如微商的商业模式及其未来趋势、苏州
市区外卖现状和改善措施的分析、国产智能手机发展
现状引发的思考等。
三、罗列教学重点难点
创新能力是指学生运用已经积累的知识和经验，

在新知识的学习中产生某种新颖独特的思想、观点、
方法的能力。因此，综合实践活动要和学校创新教育
结合，重点是通过学生探究、合作、操作、实验等，把自
己掌握的知识、经验运用于各科、跨科的创新过程。由

于学生长期接受的是传统课堂教育方式，目前的难点
就是如何提高他们的综合学习能力、团队动手合作和
初步设计的能力。

四、研讨教学方式方法
考虑到学校课程设置的特点，教师的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在教学方式上可分两部分开展，一部分利用高
一年级每周一节的综研课，以课堂教学为主线，让学
生在课后开展探究活动，每隔一段时间进行一次阶段
性汇报，学期末完成成果汇报；另一部分利用高二年
级的社团开展，如江枫文学社、创客空间社团、社区志
愿者等。教师要给学生设计一些综合实践活动主题，
确定选题后让学生自主开展探究活动，在每周六下午
社团活动时间分阶段汇报，学期末完成成果汇报。

在教学方法上，考虑到本校的生源质量较好，决定
采用两种方法：一是采用研究为主的方法，包括制定方
案、调查、访问、观察、实验、统计、信息收集与处理等；
二是以社会实践和社区服务活动为主的方法，包括参
观、考察、访谈、服务、宣传、义务劳动、经济活动等。

五、设计教学活动内容
学校要围绕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目标和创新教育

核心内容，结合当前高中生的心智、能力特点设计教
学活动。如这两年随着微信的普及，“微商”———C2C升
级版商业模式应运而生，学生接触新鲜事物的好奇
心，使得多个小组选择了这个主题进行研究。比如有
一个小组对微商的研究颇有成果。下文将以这个小组
的成果《浅析微商商业模式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趋势》为
例，介绍如何开展与创新教育结合的综合实践活动。

六、跟踪学生研究过程
1.选题指导
教师在该小组确定好主题后，没有立刻让该小组

去研究微商的营销模式，而是指导他们从微商产生的
背景入手进行探讨。

2.研究方法
该小组基于上述背景，通过行业资讯、文献调查、

专家咨询等分析五大商业模式的发展历程、发展现
状、运行机理、衰落或发展的原因，以此得出微商未来

借助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推动学校创新教育研究
李 慈

（江苏省苏州实验中学，江苏 苏州 215011）
摘 要：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可以有效促进学校创新教育的开展。文章从明确教育教学目标、分析

学生兴趣特长、罗列教学重点难点、研讨教学方式方法、设计教学活动内容、跟踪学生研究过程、注重阶段成果指导、引导
研究成果生成几方面，对借助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推动学校创新教育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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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趋势，并给广大微商群体提出建议。
七、注重阶段成果指导
教师针对不同阶段，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
第一，摘要部分要把主要观点呈现出来。教师结

合结论与建议部分，让学生把主要观点呈现在这里。
第一句话保留，然后是本文通过对……等形式的微商
模式进行分析，总结了当前微商……的发展现状，目
前还存在着……等问题。未来，微商的发展应关注……
如果摘要有字数限制的话，可以不用具体介绍微商的
具体分类。如可以简要写本文通过对微商的发展历程
进行梳理和分析，呈现了其发展现状：……总结了当
前微商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未来微商
进一步发展的可能途径：……

第二，研究背景不能等同于微商的发展背景。在
研究背景与意义部分教师建议学生分点写，把现有的
背景和意义部分的内容拆分进去。（1）微商的健康发展
有利于贯彻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具体
内容可以查一下相关政策，政策的名字要写完整，可以
加引注，即来源，可以是网址。（2）微商作为一种新型的
商业模式，其发展特点、规律有待总结。如微商作为一
种新型的商业模式还不够成熟，需要总结其特点、发展
规律，从理论上为微商的规范发展提供支持。（3）目前
的微商市场混乱，亟待规范管理。微商可以说跟百姓
的生活息息相关，一方面，它提供了大量的岗位，助人
致富；另一方面，作为一种便捷的商业模式，给人们的
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人们可以更方便地获取高质
量的服务。但与此同时，微商在经历爆红之后也显示出
了市场秩序难以维护，商品质量不尽如人意，售后服
务无法保障，涉嫌传销，干扰人们正常生活等问题……

在研究内容与方法方面，教师也可建议学生分两
点写：研究内容、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微商发展历程进行梳
理，对其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主要商业模式进行定性
分析，呈现我国微商发展现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
在此基础上提出微商未来发展趋势及可行路径（或者

为微商的未来发展提供对策建议）等。
研究方法：看起来这篇文章只有两个研究方法，

即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行业资讯应该包含在文献研
究法里面，可以具体写一下从哪些途径搜索获取资
料，这也是反映研究能力的重要部分，千万不可乱写
研究方法。

第三，概念界定。原文中第二个大标题“微商的概
念”建议改“三、核心概念界定”。从关键词来看，商业
模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所以建议把这个概念也
做一个界定。

八、引导研究成果生成
从学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生成结果来

看，部分学生在探究中敢于尝试，使自己的团队协作
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在活动中，教师不仅要关注学生
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而且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态
度，让学生学会总结学习方法，学会认定和寻找最佳
策略。近几年涌现了一批综合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优秀
成果，这些成果在高校自主招生和综合素质评价中得
到了评审的青睐。

九、结语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需要在学校统筹规划下，由教

师和学生一起确定课程内容。基于以上特点，各学校
一直在探索一条适合普通高中的综研之路，现在将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与创新教育大背景结合，与高中学生
申请强基计划、综合素质评价等相连通，赋予了这个
课程新的使命，有利于促进综合实践活动在高中教育
阶段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M].北
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2]吴筱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宁波经验[J].基础教育课
程,2018(06).

[3]沙国禅.学校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整体建构与实施[J].人民教育,
2019(07).

[4]徐燕萍.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导论[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6.

【观察与思考】

Research on Promoting School Innovation Education with
the Help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Li Ci
(Suzhou Experimental Middle School, Jiangsu Province, Suzhou 215011, China)

Abstract: Due to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 innovation educ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tategy of promoting school innovation education by means of comprehensive
practical activity curriculum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larifying education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analyzing students'
interests and specialties, listing key and difficult points of teaching, discussing teaching methods, designing teaching activities,
tracking students' research process, paying attention to stage results guidance and guiding the generation of research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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