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课改的路上前行，历
经思想的打磨、实践的沉淀，
巴蜀小学一直奉行“真”的教
育、“做”的哲学，与学生脉搏
一起律动的教育理念……回
顾这几年走过的历程，是巴蜀
小学安静办学，平心静气，用
心、用情、用智、用力，默默奋
进的历程。

“教育有成功的一天吗？”
面 对 一 代 代 人 的 追 问 与 回
答！在传承中发扬的巴蜀人，
与新课程同成长，不断前行探
索：“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教育
的学科优势，推动一所学校渐
进式的整体改革？”“如何破解

‘学科至上’及与之相反的‘去
学科化’倾向，充分发挥课程
育人功能？”……

在追问和研究中，我们立
足“系统规划，选点突破、经验
沉淀、辐射带动”行动路径，总
结形成了以“学科+”为显著特
征 的 课 程 综 合 化 实 施 模 式
——“基于学科育人功能的课
程综合化实施与评价”。

一路走来，我们始终秉持着“教育是
做的哲学”。团队一起做、做起来、做出
来，更为重要的是，在不断“做”的过程
中，始终贯穿“为何做”的追问，不断激发

“持续做”的内生动力，最终形成活力，实
现师生成长。

在我们看来，成果的最大价值在于
课改中更多激情和共识的凝聚和改变。
安静的巴蜀人在“共同经历，彼此滋养”
中相互浸润成全，尽情享受着静心做教
育的欢腾，生长起一所小学文化的力量。

越来越多的巴蜀老师正一步步地将
课改主题化为真实有效的教育行动，化
为常态鲜活的育人现场，展现出自信开
放的学术气质。国家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的获得，是历史的沉淀与新时代创新的
发扬，是对巴蜀教师团队的肯定，也是重
庆教育几代人的荣誉。

愿以此为契机，掀开新时代巴蜀教
育更美丽的篇章。

为什么偏偏是一所小学校？

查阅百度百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是按照《教学成
果奖励条例》设立，一等奖和二等奖由教育部批准，其
中的特等奖教学成果由国务院批准，是教育教学研究
和实践领域最高级别的业务类奖励。

据了解，基础教育的国家教学成果奖4年一届，特
等奖要求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建树，在教学改革实践
中取得特别重大突破，不少于4年的实践检验，在全国
产生重大影响，代表目前我国教育教学工作的最高水
平。

本届评选，申报成果共计有1382项，其中最高奖
特等奖只有2项（仅有0.14%的获奖率）。巴蜀小学成
为该奖项成立以来第一所获得特等奖的小学校。对于
地处内陆重庆的巴蜀小学，实属不易。

为什么这次偏偏会是巴蜀小学？

重庆，孕育优质名校的沃土

“这不仅是对巴蜀小学的肯定，也是对重庆基础教
育的肯定。”市教育学会会长钟燕认为，这是重庆教育
优质发展环境的显现，是重庆教育几代人努力的结果。

据了解，重庆基础教育水平积淀深厚，涌现出一大
批以巴蜀小学为代表的优秀学校。这得益于市委、市
政府坚持教育优先，长期持续地加大教育投入。单在
2017年，全市地方教育总投入高达948.4亿元；全市6
个区县成为国家课程改革实验区，27万节课入选“一师
一优课”；35个区县已顺利通过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区县国家督导认定，完成率达87.5%……这一切都为重
庆教育的优质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巴蜀小学所在的渝中区，区委、区政府更是不遗余
力支持建设，在政策倾斜、设备投入等各个方面帮助学
校解除后顾之忧，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

改革趋势在巴蜀课改中彰显

“某种意义上，国家教学成果奖代表着未来中国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方向。”业内人士分析获奖背后的原
因。

针对课改中“学科至上”及与之相反的“去学科化”
倾向造成的不能充分发挥课程育人功能而提出的课改
主张，巴蜀团队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国家课程为主干、
学科育人为基础，历经三阶段数年时间，形成以“学
科+”为显著特征的课程综合化实施模式；是国家三级
课程管理在一所学校落地的系统解决方案，探索的是
发展素质教育的可操作、可复制，力求把握综合化实质
的行动路径。

在巴蜀小学的课程体系里，国家课程置于最基础、
最重要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学校主动进行国家课程
校本化实施的探索，针对长期困扰基层学校的分科与
综合不平衡、实施与评价不协同等问题，进行持续探
索。

“其实有更多比巴蜀小学更优秀的学校。”巴蜀小
学校长马宏，很平静、很客观地看待此次获奖。她认
为，从某个点比较，比如评价改革、项目式学习，在全国
范围内，巴蜀小学并不是做得最好的学校。

在业内专家看来，巴蜀小学可贵之处在于，针对诸
多课改难点，能提供一套完整、系统化的解决方案，并
且改革的每一步历程，从“学科内融合”、“学科+学科”、

“学科+生活”、“学科+技术”以及评价协同、管理护航
等都有具体的实践成果做支撑。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裴娣娜评价：“巴蜀小
学找到了一条符合自身特点的草根式的内涵发展道路
……更是一场变革性的实践”；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
员王湛主任，用“实至名归”充分肯定了巴蜀团队“做的
哲学”，是一所基层学校对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路在何方”的行动回应；顾明远教授盛赞“素质教育看
巴蜀”。

慢，是为了更好地改革

历时多年，某种意义上，巴蜀小学的课改之路走得
很“慢”。

“慢，是为了改革的每一步走得更扎实、更精准，更
经得起时间的检验。”马宏认为。巴蜀的课程改革方
式，采取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
相结合。

改革，总是在争论中前行。
“课程综合化实施的理论基础在哪儿？课程之间

的综合为什么一定会是“1+N”，不能是“2+3”或“4+
1”？有鉴于不少学校在学科综合化过程中失去自己的
形态，语文课没有语文味，数学课失去数学的本真，国
家课程找不到踪影……巴蜀小学秉持慎之又慎的改革
态度。

“任何改革都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马宏认
为，改革的每一步都要找到理论和实践的“根”。为此，
巴蜀团队主动“慢”下来，充分论证后才着手下一步推
进……

这当中，自下而上的自主实践创新不可或缺。“既
是对改革设想的论证，也是促进基层教师真正从内到
外发生裂变。”副校长吴倩认为。

分管课程的副校长李永强回忆，当“学科+”改革在
基层教师中进行推进时，就遇到一些教师的不理解。

“我们做好自己本学科的事就行了，‘学科+学科’
不是自找麻烦吗？”“‘学科+技术’不就是信息化技术运
用，有新意吗？”……

面对改革阻力，学校并没有“一刀切”，而是让教师
告诉教师，教师影响教师。

“语文和英语学科在语言、思维和文化上能找到共
同的知识点，可以相互借鉴。”“信息化技术能促进课堂

观察从定性到定量，教学分析诊断更有针对性。”……
一系列培训、教研，反复研讨，促进教师课程观念的转
变。

数学教师陈瑶和学科组成员一起研究特色数学实
践作业；语文教师冉义利用喜马拉雅媒体平台，以讲故
事的方式提升学生语文素养，吸引几十万的粉丝；科学
学科教师刘莹和学科组成员研究多元评价方式，鼓励
学生学以致用，获家长点赞……无数人的成长，自下而
上推进课程综合化改革的进程。

围墙外，无论各种吸引眼球的改革探索，巴蜀团队
始终坚持安静务实的改革态度。

新课程改革伊始，成功开发“优卡乐园”、“巴蜀榜
样章”评价软件等；开启巴蜀儿童礼课程，完成大中小
一体化教学模式建构……

2009年开始，“学科内融合”实现研究突破，研发
“节假日序列课程”，承办“桥”主题的小学教育巴蜀峰
会……

2014年开始，开展“律动学生综合评价”、“评价协
同”推进，成功举办全国项目式学习主题峰会，总结提
炼“学科+”成果，沉淀“做”的哲学（DOING）行动范式
……

教育是做的哲学
变革来自于行动的力量

在巴蜀流传最广的一句话是，“教育是做的哲学。”
在这里，做不是盲目的开启，而是有思想的行动，

是“带着思想去实践，实践之中出思想”、“以学术的方
式守候生命的静好”、“共同经历、彼此滋养”……巴蜀
小学在探索过程中，形成了为何做—一起做—做起来
—做出来—持续做的“DOING”行动范式。

“改革不能为综合而综合，不能以牺牲学生成长为
代价。”以丁小彦为代表的语文学科组首先达成“为何
做”的共识。

一起做、做起来、做出来。学科组团队先在小范围
内尝试用不同手段进行学科内融合：采取相似、对比、
拓展等方式进行教材重组，再运用比较教学法、群文阅
读法、单元整体教学法、“1+2”主题教学法等进行整体
传授。每一步都有科学理论指导，不是想当然的教程
重构，拼盘式综合。

“几轮改革试验下来，综合化理念在各学科组深入
骨髓。”副校长潘南介绍。

持续做。语文教师唐先俊利用课程辅助活动时间
开设了“儿童小说”创作班。一学期下来，四年级的孩
子一般已经可以写2万多字的作品了。学科组开发的
《一诗一文一著》《“我是快乐小书虫”巴蜀儿童星级阅
读手册》得到学生及家长的好评。

音乐教师陈雅丹和学科组成员的成长，更是印证
了巴蜀小学做的哲学。

从最初的班级演唱会，到课前5分钟音乐特长展
示，到律动音乐会、美术+舞台剧表演……他们始终不
满足。

一点点行动，一点点改进，巴蜀教师秉承做的哲
学、行动的力量，汇聚成改革突破的强大洪流。

学校连续3届荣获重庆市人民政府教学成果最高
奖。第三方机构调查显示，该校学生、家长对课程实施
效果高度认可，每年学生获奖近1000人次。承办多次
全国学术会议，接待访学教师上万人次，在全国产生广
泛影响；是教育部全国基础教育定点联系的4所小学之
一；被誉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实验室”……

团队熔炼
巴蜀课改的核心竞争力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走得远。
巴蜀课程综合化改革的每一次突破与收获，都离

不开其背后优秀的团队文化基因。
“经历过无数次的迷茫、困惑，痛苦的煎熬。”见证

了改革全过程的课程部负责人张帝和张超说，为做好
顶层设计方案，推倒、重构，再推倒、再重构……每一次
对于团队来说都是一次新生。

“总感觉有人不停地推着自己向前走。”英语教师
李小兰说，有一次自己牵头准备评价峰会，汇报第一轮
就被打回，专家直接说“你们的工作坊还是不要开了。”
她和同事实在不甘心，查阅文献，请教专家……工作坊
任务单设计前前后后修改了10多次，最后终于获得突
破。

“感激学校为教师搭建的多维度的成长平台，让我
尽情施展和成长。”年轻教师夏武说。学校有独具特色
的学术委员制、律动讲师团、学术沙龙、常态化的阳光
杯教学竞赛、巴蜀学术年会、学科工作坊……从不同维
度给每位教师足够的成长平台和空间。

“校内搭平台，校外重辐射。”副校长李杰介绍，巴
蜀小学坚持“1+1+N”城乡文化互助交流活动，覆盖辐
射市内外200多所小学校，向逾十万人次师生分享了
教育资源，更多城乡学校与巴蜀小学携手共进。

酉阳县龚滩小学老师刘勇华，对巴蜀小学“1+1+
N”城乡文化互助交流活动特别认同。“有了巴蜀小学的
指导，感觉很踏实。巴蜀小学让学校课程改革方向更
加明晰，特别是课堂教学的实践方法让一线教师受益
匪浅。”

彼此滋养，共同成就，一代代巴蜀名师撑起新时代
巴蜀教育发展的脊梁。近年来，丁小彦等老师荣获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等区级以上荣誉和奖励100多人次。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十大青年名师，全国青年教师
语文教学观摩活动第一名，重庆市首届树人杯“阅读之
星”比赛特等奖第一名，市创客嘉年华比赛一等奖……
语文、数学、音乐、英语学科以及德育、班主任青年教师
参加市区赛课均获一等奖。

迎着朝阳，巴蜀团队以更坚定的步伐迈向教育新
时代。

李达毅 图片由巴蜀小学提供

不
忘
初
心

迈
步
巴
蜀
教
育
新
时
代

巴蜀小学党委书记、校长 马宏

2019 年 的 全 国
“两会”开启了改革奋
进的新征程，教育再
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
点，“发展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成为两会
代表的普遍共识。

作为基层学校如
何贯彻落实“两会”精
神，推进公平而有质
量的教育？

去年底获得2018
年国家级基础教育教
学成果特等奖的重庆
市巴蜀小学，用自己
安 静 务 实 的 办 学 态
度，历尽艰辛的改革
探索历程，回答了这
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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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洋溢的巴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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