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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淄博市张店区大张学校课堂教学改革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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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提升教育质量是教育
改革发展的核心任务。树立科
学的质量观，把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
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 摘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2016年9月《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已经发布，教育改革
从“知识核心时代”走向“核心素
养时代”，进入以“全面提升教育
品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
心的新时期，学校教学改革需
要实现从“学科教学”向“学科教
育”的转轨。

聚焦学生核心素养

构建生态润泽课堂

张店区大张学校在深化课
改中不断思考：在以全球化、信
息化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

作为人发展的“核心素养”有哪
些、学科本质是什么、通过教学
最终要把学生带向何方？如何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发展学生
的核心素养？

大张学校教育人认识到：
落实“双基教学”是课程改革的
1 . 0版，实现“三维目标”是课程
改革的2 . 0版，提出“核心素养”
是课程改革的3 .0版(华东师范大
学崔允 教授语)。国际上长达
20多年的研究表明，21世纪教育
需 要 着 力 于“ 人 的 核 心 素
养”——— 学生应具备的适应个
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包括思
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合作沟
通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实践创
新能力等。课程改革是实施素
质教育的核心，发展学生“核心
素养”需要通过课程与课堂来
承载。

基于以上思考，该校树立
“生本 生态 生长 生命”的
课改理念，致力于为学生创设

“生态润泽”的课堂，优化各门学
科课程的教学。以“转变教师的
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
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主动发展”
为核心，各学科课堂教学改革
突出“学生的学”———“自主、合
作、探究、展示、交流、补充、质
疑、总结、评价、小组建设、信息
技术应用”等学习能力培养，变

“教堂”为“学堂”，引导学生“会
学、学会、乐学、学乐”，课堂实现
了“学生活起来，发言畅起来，辩
论多起来，掌声响起来，笑声多
起来，思维灵起来”，促进了学生
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

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

探索构建学科特色课堂

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是学
校根据实际情况和师生的成长
需求，通过重构、整合、补充、拓
展等方式，对国家课程和地方
课程进行再加工、再创造，使之
更符合学生、学校的特点和需
要。新课程改革理念下，每个课

堂都是一个课程实验室，每个
教师都是一个课程实验者。

该校制定《国家课程校本
化实施方案》，将语文学科作为
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先行学
科，提出“构建拓展开放式语文
课程体系，积蓄享用终身的语
文素养”的课改目标，明确“夯实
基础，增量阅读，构建生本高效
语文课堂”的教学主张，构建起

“经典诵读、一主两翼、语文实
践”三个系列语文课程，语文课
程朝着“诵读百万字，读破百部
书，写下千万言”的方向迈进。优
化各类学科课程的教学，研讨
明确各学科教学主张、课型框
架、教学策略等，探索形成了“思
维活跃、生本高效”数学课堂，

“学生喜欢、轻松愉快”英语课
堂、“灵动多彩、趣味个性”综合
学科课堂、“体育课堂教学、阳光
大课间、体育社团、体育活动课”
四位一体的体育课程等，大张
学校逐渐探索构建起学科特色
课堂。

临淄区第二中学：

“语文报杯”全国中学生

作文大赛获佳绩

第十八届“语文报杯”全国
中学生作文大赛中，临淄二中孙
立进老师指导的学生周钰婷的
作文《论爱国》获国家级一等奖。
六位同学的作品，被评为国家级
二、三等奖。孙立进、韩风芹等七
位老师荣获写作指导特等奖。褚
美娟、闫爱红等24位老师荣获写
作指导一等奖。

（郑军 霍富）

临淄区桓公小学：

启动阳光体育

冬季长跑活动

近日，随着一声发令枪响，
齐都镇桓公小学阳光体育冬季
长跑活动启动仪式拉开序幕，全
校1300余名师生全员参加了冬
季长跑启动活动。为确保活动效
果，学校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冬
季阳光体育活动，强调运动安
全，突出团队精神，保证每个学
生每天跑步不少于1000米。

(王淑娥)

近日，沂源县振兴路小学召开教职
工代表大会。全体代表秉着公平、公正、
公开原则，讨论、审议并通过振兴路小
学《教师绩效工资考核方案》。

(杜玉双)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心园举行
“书香润童年，阅读亮人生”的读书活
动，通过流动小书包让孩子享受到了资
源共享，图文并茂的故事提升家长们对
读书的理解和感悟。(任晓寒 魏先爱)

近日，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园开展
了“优良家风家训”征集评选活动。共收
到教职工作品33篇；幼儿家庭作品100余
篇。“诚信、孝道、勤俭、感恩、宽容”等主题
纷纷呈现。 (董方婷）

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科技素
质，桓台县田庄镇中心小学参加淄博市第十
六届中小学生“布谷”科技节活动，15幅作品
脱颖而出。并参加桓台县第十六届中小学生

“布谷”科技展，获得评委一致好评。 (宋芳)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进行
电子白板培训。(亓和田 李静)

沂源县三岔中心学校：

电子白板培训

悦庄镇成教中心学校组织
赶集送知识。(徐凤生 吴玉玲)

悦庄镇成教中心：

赶科技大集

沂源县张家坡镇成教中
心整理新购图书。 (宋以柱)

书屋展新颜

近日，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举行教师拔河比赛。 (王化芳)

悦庄埠村希望小学：

举行拔河比赛

埠村希望小学学生举行
献爱心活动。 (沈花玉)

悦庄埠村小学：

举行献爱心活动

近日，埠村希望小学举行教
师师德师风教育活动。(沈利玉)

埠村希望小学：

举行师德教育

近日，沂源县埠村希望小学
进行消防演练活动。 (陈秀云)

埠村希望小学：

举行消防演练

沂源县悦庄镇成教中心推广
规模养殖。 (徐凤生 吴玉玲)

悦庄镇成教中心：

推广规模养殖

悦庄镇中心小学成立校
园消防队。 (宋尚忠)

悦庄镇中心小学：

冬季防火培训

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

举办运动会

悦庄镇教体办到悦庄中心
幼儿园检查校车安全。(马淑英)

悦庄中心园：

督查校车安全

沂源县张家坡教体办举办
新教师培训。(李光禄 温凤殿)

张家坡教体办：

促青年教师成长

书画家走进张家坡镇南流
泉小学创作。 (李光禄 王静)

南流泉小学：

书画家进校园

张家坡镇桃花坪小学开展
文化活动。(李光禄 宋尚建)

桃花坪小学：

开展文化活动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冯
家圈小学坚持教师“每日一
字”活动。 (李光禄 逯良银)

张家坡镇冯家圈小学：

教师练习书法

张家坡镇流泉小学成立兴
趣小组。 (李光禄 宋以柱)

张家坡镇流泉小学：

让艺术助飞梦想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
心幼儿园迎来了第一届趣味运
动会。 (李光禄 任余珍)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
心幼儿园举行防震演练。

(李光禄 任祥群)

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

举行防震演练

近日，南鲁山镇三岔中心
幼儿园“因地制宜’，为幼儿选
择合适的体育器材，通过实践
有效地激发幼儿的体育兴趣，
促进幼儿走、跑、跳、投等基本
运动能力的发展。并通过运动
游戏，发展幼儿思维的灵敏性，
培养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等良
好品质。 (黄丽娜)

南鲁山镇三岔中心幼儿园：

开展体育活动
近日，沂源县青龙山小学

开展了主题为“新起点 新进
程”的少先队大队委竞选活动。

大队委竞选活动锻炼了队
员们各方面的能力，同时激发
了他们担当学校小主人翁的决
心和勇气，为学校的少先队建
设工作开启了充满活力的新篇
章。 （董计富)

青龙山小学：

竞选大队委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镇中
心幼儿园开展“小小设计师”
活动。 (李光禄 任余珍)

张家坡镇中心幼儿园：

我来做高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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