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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建建多多元元学学校校课课程程，，促促进进学学生生全全面面发发展展
——— 淄博市张店区大张学校校本课程建设侧记

本报记者 陈伟
通讯员 李菲菲

当课程由“专制”走向民
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研
制走向教师开发，由学科内容
走向学生经验的时候，课程就
不只是“文本课程”，而更是“体
验课程”，教学过程成为课程内
容持续生成与转化，课程意义
不断建构与提升的过程。在这
种背景下，教学改革才能进入
教育的内核。

——— 摘自《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解读》

课程改革是实施素质教育
的核心问题和关键环节，课程
结构决定学生素质结构，课程
实施质量决定人才培养质量。
张店区大张学校坚持“创办学
生喜欢的学校，共享师生生命
的成长”的办学理念，不断深化
新课程改革，构建起适合学生

“全面发展+个性成长”的校本
课程。

开发多元校本课程

满足学生发展需求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学校要
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校本
课程，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
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
展”。该校认为，新课程改革赋
予学校校本课程研发实践自主
权，校本课程拥有符合学生兴
趣、提供学生选择、丰富学生经
历和视野、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的独特教育价值。学校应聚焦
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尊重师生
课程选择权，为学生开设丰富
而适性的校本课程，关注学生
的个性需要与追求、兴趣与爱
好的差异，使学生在智力、情
感、道德、社会和身体等方面都
得到全面发展。

基于以上思考，该校树立
“从知识到生命”的课程理念，
聚焦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
根据“崇德明礼、乐学善思、尚

美养趣、砺能笃行”的培养目
标，开发了“德育、智育、艺体、
技能”四模块“菜单式”校本课
程。主要开设了《红领巾自主管
理》、《中华经典诵读》、《陶艺》、

《书画》、《围棋》、《金话筒》、《十
字绣》、《阳光大课间》等课程内
容，目前共设了30余门校本课
程，学生100%参加自主走班选
修课程学习。

校本课程结出硕果

教育品质全面提升

多元化校本课程开发与丰
富多彩的学生社团开设有机融
合，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校特
色课程资源，最大程度地满足了
学生全面成长和个性发展的内
在需求。近几年，学校整体办学
质量持续提升，素质教育成果捷
报频传。

在省、市、区中小学艺术节
和体育节中：2016年9月《合唱》入
选“中国梦·校园情——— 山东省
中小学校园艺术节展演” 在山

东卫视播出，10月在山东省校园
合唱节(淄博赛区)夺魁，并连续
两年荣获全市一等奖、蝉联全区
冠军；《器乐》、《舞蹈》、《田径》、

《排球》、《朗诵》均名列全区前六
名；在区中小学素质教育成果展
示中，《相约中国梦》荣获第七
名。在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市英语风采大赛、省青少年书画
比赛中，先后有百余人次学生获
奖；学校《校本课程》荣获淄博市
学校优秀课程资源一等奖。

学校教育改革的目的就是
尽最大努力满足不同学生的成
长需求，而这一点恰恰是通过构
建学校课程实现的。近年来，该
校以“构建适合学生发展的学校
课程”为主线，努力构建学生喜
欢的课程，创设学生喜欢的课
堂，开展学生喜欢的活动，学校
课程走向民主与开放，教师、学
生、家长、学校、社会都成为了课
程的一部分，大张学校的领导和
教师正在努力把学校办成真正
属于学生的学校。

沂源县第三中学：

举行民族团结

教育座谈会

近期，沂源三中举行民族
团结教育座谈会活动。旨在促
进各民族教职工的相互沟通、
彼此了解，切实推进民族政策
知识“进学校、进课堂”。广大教
职工围绕民族团结教育的意
义、如何维护好各民族之间的
团结等踊跃发言，认为民族团
结教育要贯穿于学校教育工作
的各个环节。 （江秀德）

临淄区召口小学：

举行了教职工

毽球比赛
为营造积极向上、健康文

明的校园氛围。近日，凤凰镇召
口小学举行了冬季教职工毽球
比赛。本次比赛，学校领导重
视，工会具体负责，广大教职工
积极参与。各代表队积极备战，
严格选拔参赛选手，认真组织
赛前训练，确保比赛顺利进行。
比赛实行循环赛的方式，按年
级组分组进行比赛。（冯鸿霞）

桓台县里仁中学：

召开预防煤气中毒

安全教育主题班会

为了强化安全意识，防患
于未然，近日，桓台县荆家镇里
仁中学召开预防煤气中毒、安
全取暖主题班会。班会主要采
取老师讲知识，学生听，之后再
以竞赛的方式考察孩子们的掌
握程度。高年级还特别布置学
生回家收集关于煤气使用的方
法、中毒后的急救措施等作业，
再在班会上进行讨论。

（荣庆立 荆树燕）

为推进文明校园建设，培养
学生文明礼仪习惯，日前，沂源
县振兴路小学组织部分师生编
写了校本教材--文明礼仪教育
读本。图为该校师生正在进行教
育读本拍摄工作。 (杜玉双)

近日，沂源县沂河源学校利
用大课间时间，组织了消防安全
逃生疏散演练。通过演练，全校
师生掌握了灾难发生时正确的
避难、疏散方法，提高了师生自
救自护能力。（解文刚 李文华）

近日，沂源县第二实验幼儿
园邀请专家对全园教师进行礼
仪培训，从教师礼仪、师德素养、
幼儿教师职业素养、仪容仪表仪
态等方面进行了专业培训。

（董方婷）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法制安
全工作，强化学生的安全意识和
法制观念，预防青少年犯罪。日
前，临淄一中聘请派出所民警定
期走进课堂为学生上法制课。民
警同志在课上以案释法，剖析了
发生在青少年学生中的一些典
型案例，达到了“以身边事、教育
身边人”的目的。 （朱晓宁）

临淄区第一中学

让法制安全教育
进课堂

沂源鲁山路小学进一步规
范管理功能用室。

鲁山路小学：

规范管理功能用室

爱心企业为南鲁山镇璞邱
幼儿园送去衣物。(孟祥龙)

南鲁山镇璞邱幼儿园：

接受爱心捐助

沂源悦庄成教中心学校研
发的新型剪枝法促果农增收。

(徐凤生 吴玉玲)

悦庄成教中心学校：

研发新剪枝法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
校小学积极开展了“做生活的小
主人”主题教育活动，整个小学
部已形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别人的事情帮着做”的良好氛
围。 (任晓寒)

张家坡中心学校：

加强养成教育

鲁山路小学：

交警进校园

沂源鲁山路小学举行交警
进校园活动。

沂源鲁山路小学举行责
任感教育课堂教学研讨会。

鲁山路小学：

举办教研会

沂源鲁山路小学举行经
典诗歌诵读比赛活动。

鲁山路小学：

举办经典诵读

沂源鲁山路小学举行班级
案例展示活动。

鲁山路小学：

举行案例展示

南鲁山镇中心小学：

开展护眼活动

近日，沂源县南鲁山镇中心
小学开展护眼活动。 (刘艳艳)

南鲁山镇中心小学强化
校车监管。(陈新宝 刘艳艳)

南鲁山镇中心小学：

强化校车监管

南鲁山镇中心幼儿园老师
教孩子们学练手影。 (赵东山)

南鲁山镇中心幼儿园：

趣味手影进课堂

沂源县土门中学进行消防
安全知识的专题讲座。(孙启霞)

沂源县土门中学：

举行消防安全讲座

悦庄镇成教中心学校：

培训电脑操作

悦庄镇成教中心学校举行
计算机操作培训。 (徐凤生)

沂源县悦庄镇中心小学
进行防震逃生演练。

悦庄镇中心小学：

防震演练

近日，“青春扶贫，同心义
诊”活动在悦庄中心小学启动。

悦庄中心小学：

举行扶贫义诊

近日，悦庄中心幼儿园开
展冬春火灾防控安全教育活
动。 (秦元凤)

悦庄中心幼儿园：

开展防火教育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
学校小学部举行了校车应急演
练活动。跟车员和值班教师组
织学生安全撤离校车，有序跑
到安全避险地带。

(王均升 任晓寒)

张家坡中心学校：

举行校车安全演练

日前，沂源县张家坡中心学
校引导全体教师展开了对学生
作业设计、批改等内容的研究，
引导教师开展“从批改走向对
话，从评判走向欣赏”的“作业
革命”。 (任晓寒）

张家坡中心学校：

开展“作业革命”

张家坡中心学校小学部
开展冬季长跑活动。大课间，
高年级学生在操场跑步，中
低年级学生在教室前硬化路
跑步。

(王均升 任晓寒)

张家坡中心学校：

开展冬季长跑

近日，沂源县张家坡中心
学校开展教师“三文明”师德教
育活动，要求教师“说文明话、
办文明事、做文明人”。

(任晓寒)

张家坡中心学校：

开展师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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