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19年 10月 12日 星期六
责编 屈茸 盛志信 美编 夏隆杰CHONGQING DAILY

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教育

Thematic deep
learning（单元主题式
深 度 学 习 ）、Team
deep learning（团队互
助式深度学习）、Ta-
ble deep learning（项
目菜单式深度学习），
三个英语词组的首字
母 缩 写 组 成 的

“TDL”，成就了沙坪
坝区新桥小学在英语
课程创新上，携手并
进的全新目标。

去年9月，沙坪坝
区教委组织实施小学
学科课程创新基地建
设工作，为打破内地
小学英语教学课程改
革明显滞后的桎梏，
新桥小学与树人凤天
小学联手打造“TDL”
英语课程创新基地。
通过“深度学习”，着
重培养学生的思辨、
创新与解决问题的能
力，强调学习内容的
有机整合与学习过程
的建构与反思，倡导
问题化学习、推进实
践性学习、开展主题
性学习、强化拓展性
学习。一场课程创新
大戏，由此开启……

环境嬗变 润物无声

组织师生对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
景一区进行环境标语设计。通过英汉
对照双语展示，让学生一进校园，便浸
润在英语学习的氛围中。

在每周二和周五，学校英语广播站
准时为师生送上英语栏目——“每周一
句”学会英语日常用语；英文“音乐榜
单”寓教于乐；各班英语“学霸”走进演
播室举办“听我朗读”；“英语故事会”精
彩纷呈……

不仅如此，学校还利用教学楼走廊
空间，创设开放式“英语书吧”，为学生
们提供各种优秀的英语读物，如英语绘
本、双语名著、英语视频点播等。与之
对应，每间教室外墙上开辟“英语角”，
供大家展示英语特色作品和交流学习
感受。优秀作品收入“班级学习成长
册”，树立典型，激励成长。

环境的变化，还体现于课堂。根据

问题探究所需，教师们将座位调整为田
字形、T字形、马蹄形等，以利学生互动
交流和开展研究。同时，建立了英语主
题活动室，设计各类主题区，采用影院、
论坛、咖啡厅、宴会、圆形等多种模式，
为学生深入学习提供阵地和资源。

积极的课堂心理环境，比课堂物理
环境的变化更重要，要求让学生具有安
全感、有自信心、有归属感。

创新基地英语课堂格外注重师生、
学生之间的积极互动，无缝衔接。营造
合作型、支持型课堂氛围，鼓励学生根
据自身个性特长自由发挥，通过演讲、
表演、介绍读物等展示活动，增加成功
体验，降低挫败感，使自己存在的价值，
得到特有的尊重，在民主、自由、安全的
课堂学习中焕发生命活力。

此外，创新基地还结合小学英语学
科教学特点，构建起有利于提升学生英
语素养的社会环境。如利用重庆图书
馆这一社会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教学

研究活动等。
一年来，随着新桥小学环境的点滴

变化，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学生们对英
语的认知和学习的态度。

创新引领 变革求“深”

环境的改变仅仅是第一步。“TDL”
英语课程创新基地，以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和分布式认知理论为基础，以“深度
学习（deep learning）”为主体内容。

“深度学习”的核心特征，就是“高阶思
维”的发展。

目前，国内小学英语教学呈现出发
展不均衡的现象，沿海地区的英语教学
质量普遍高于内地。创新基地相关负
责人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之
一，就是内地小学英语教学课程改革明
显落后。教学中多是采用识记、理解和
简单应用的浅层思维方式教学，而对分
析、评价和创造这些“高阶思维”发展关

注甚少。
创新基地倡导的“深度学习”，并非

指学习内容更难更深，而是对一种学习
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简而言之，凡
是培养学生思维品质、训练学生思维能
力的学习过程就是深度学习。我们课
程改革的目的，就是培养小学生在学习
英语的过程中训练思维能力，促进其高
阶思维的发展！”

“TDL”英语创新基地的核心，是
“深度学习”项目研究。要让学生深度
学习，教师必须开展深度教学，这就需
要教师变革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行
为，走上专业发展之路。

基地以“TDL”小学英语校本课程
构建蓝图为依托，从认知、人际和自我
三大领域，分别聚焦教师的“深度教学”
能力提升，为基地老师研修指明方向。

在认知领域，通过单元主题式深度
学习引导教师开展大单元教学，以单元
教材整合为载体构建小学英语课程资
源库。目前基地正在开展三、四年级教
材的整合工作，已经编写了一个学期，
做到每课有详尽的教案和与之配套的
课件。

在人际领域，通过团队互助式深度
学习搭建联合研修的平台，通过团队研
修增强教师研究力量，以课题研究为引
领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研修活动，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

在自我领域，通过项目菜单式深度
学习对传统的学业水平评价方式进行

改革，创新评价途径和模式，培育学生
核心素养发展。

此外，创新基地每月固定一次单元
整合研讨会，通过讲座、课例展示、学案
编写等活动，提升教师课程开发力，搭
建课程资源平台，为教师共同研修提供
坚实阵地。建立了微信和QQ群，方便
教师线上交流，同时通过组内互助、基
地联盟、区域研修、课题研究4个不同层
级的联合研修，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以课程基地为依托，学校广泛吸收
兄弟学校加入，进行跨校联合教研，先
后与树人凤天小学、大学城一小、大学
城人民小学、高滩岩小学、名校联小等
基地成员校，开展共同研讨。共同建立
教学资源库，共同合作编写专著，扩大
了课程基地的辐射带动效应。

一年来，基地共开展基地联盟研修
10次，承担区级教研员两课展示活动2
次，5个教师申报了区教师成长课题已
成功立项，基地还成功申报了市级规划
课题。

基地建设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热
情，基地教师积极参加各类竞赛，在
2018年的沙坪坝区小学英语教师论坛
微讲座比赛中，5人获得一等奖，2人获
得二等奖，教师撰写的论文在全国及市
区比赛中获得一等奖6人次，发表文章
2人次。在2018年的“一师一优课”中，
2人获得市级优课。

周珣
图片由新桥小学提供

学生在开放式英语书吧里阅读

沙坪坝区新桥小学是一所创建于1936年的公办小学，至今已有75年办学历史。此
次与兄弟学校联合承担“TDL”创新基地建设任务，其研究成果，对其他学校可以起到不
同程度的引领和借鉴作用。与此同时，基地建设带动学校校本课程改革，2018-2019年，
学校先后成功申报“精读妙写”“五心德育”两门精品课程。

新桥小学着眼于孩子的未来发展和人生幸福，明确提出“快乐新桥、畅达天下”的办
学理念，制订“1244快乐新桥”特色学校发展规划，建构以“乐思、乐学、乐问、乐享”为四大
课堂文化品质为特征的四乐课程体系，推动学校特色内涵发展。学校先后被评为国家课
外活动“2+2”项目基地学校、全国家长示范学校、重庆市文明单位、沙坪坝区特色学校、沙
坪坝区课程改革先进集体、沙坪坝区教师培训基地、学本教学改革三年工作先进单位、中
小学内涵发展工作先进集体、沙坪坝区教育科研工作先进单位等。

链接>>>

——新桥小学打造“TDL”英语课程创新基地初结硕果

用“深度学习”打破小学英语课改桎梏

“努力让每个孩
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
质量的教育”是时代
赋予每个教育人的重
大使命。

从办学条件薄弱
的城郊小学到南川区
基 础 教 育 的 一 抹 亮
色，重庆市南川区隆
化第三小学校（下称

“隆化三小”）在百余
年的砥砺征程中腾飞
巨变。“办成传统与现
代兼容、规范和特色
并举、老百姓满意的
优质学校。”校长刘卫
华多年前许下的愿景
逐步成为现实。

近年来，隆化三
小以“果林文化”为引
领，以特色课程和课
堂改革为抓手，全面
提高义务教育质量。
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提
升民生温度，跑出新
时代优质教育发展的
加速度。

文化引领
百年老校焕发新生

始建于1910年的穿洞小学，是隆
化三小的前身。近一个世纪的办学历
程中，隆化三小从未停止对自身特色发
展道路的探索。

在隆化三小领导班子看来，校园文
化是师生共同的价值与信仰，更是恒久
感召的精神文化和学校长久发展的根
本所在。

在“拒绝千校一面，聚力特色发展”
的背景下，隆化三小立足更高视野和站
位，凭借依山而建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
环境和新时代立德树人、个性培养的教
育思想，明确了以“山石果林”为核心的
校园文化体系和“天天精彩，个个香甜”
的办学理念。

近年来，来自各地的校园文化建设
的交流考察团相继走进隆化三小，无不

沉醉于校园的阵阵果香、书香、墨香。
学校领导班子因地制宜，将自然的山石
精雕细琢，在校园里布局了君子园、柑
橘园、香梨园、樱桃园、桃李园、百花园
六大园，辅之以王羲之塑像、名家作品
等书法特色元素，构成一所“四季果香不
断，书香墨香交融”的山水园林式校园。

不仅如此，学校还将“果林文化”渗
透到中队文化、班级文化当中，深度挖
掘其所蕴含的“谦让”“团结”等教育内
涵。

“学校将山石、果林、书香等元素融
入校园文化建设，并不只是简单的形态
植入，而是通过最接近自然本真的全方
位文化熏陶，赋予师生蓬勃向上、个性
发展的内在力量。”刘卫华强调。

近年来，在“果林文化”的引领下，
学校由内而外迸发出新的活力。自然
的生命力与教育的活力相映成趣，学校
成长为一所内涵丰富，设施完备的现代
化校园。

特色课程
全面培育时代新人

每周四下午的活动时间，学校书声
笑声此起彼伏，人影树影相映成趣，构
成一幅和谐、活力的校园美景。

这样生动的教育画面背后，是学校
聚焦核心素养，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教育智慧。

根据“天天精彩，个个香甜”的办学
理念，结合“山石果林”和“翰墨书香”的
特色文化，学校开发了包含翰墨飘香、
书香四溢、果香喜人的“三香”特色校本
课程在内的人文类、艺体类、科技类、手
工类课程共计近40门。

作为“重庆市艺术特色学校（书
法）”，书法在隆化三小不仅是中华文化
的传承载体，更是传递着“用笔在心，心
正则笔正”精神境界的人生必修课，学
校将墨香课程与国家课程书法整合。

每周两课时，分学段开展；每年举办“五
个一”特色活动，即每天课间操开设“翰
墨之星”展示台，每周开展一次书法特
长生培训活动，每期开展一次百人现场
书法展示活动，每个春节开展春联书写
赠送活动，每年“六一”举行毕业生作品
收藏仪式。

在隆化三小的校园中，一年四季均
可看到师生在果林中穿梭忙碌的身影。

“学校就地取材，化校园果林为育
人阵地，不仅开发了《果林初识》《果林
护理》等校本教材，与国家课程《科学》
和《综合实践》整合实施，还在“育苗、赏
花、护果、采摘”四大季节活动纳入环保
意识、艺术审美、农耕文化、科学知识、
动手能力、劳动精神的全面培养。”学校
课程负责人表示。

学校将“一会三节”活动（运动会、
科技节、艺术节、“六一”节）与四大季节
活动有机结合。配合“采摘”环节，学校
将“六一”儿童节与学校“果林杯艺术
节”结合，举办“采果节”，师生各自教与
学的丰硕果实。

近两年，学生获教育部、市级征文、
绘画、田径等竞赛一二等奖10余人次、
南川区级上百人次。

三课联动
优质教育擦亮品牌

在南川区强力促进“三课”（课程、
课堂、课题）联动纵深推进区域课改背
景下，隆化三小制定《学校“三课”联动
实施方案》，建立由校领导整体负责的

“三课”联动工作网络结构，以教学实践
和教师培训为抓手，提升教学质量。

课间休息时间，刚刚推门听课的校
领导、教学负责人和各位老师们就两个
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展开“问题教研”。

这样的场景，老师们都不陌生。
质量的关键在课堂，核心在课堂。

学校以“三课”联动工作小组为主体，开
展“推门听课”“联合听课”等，在课后进
行现场点评，针对目标分解、评价任务

制定、课堂结构实施、教与学的方式等
及时开展校级“问题教研”。

谢小会老师调到三小才两年，初进
学校，总感觉在实践中许多问题与理论
脱节。通过学校组织的多次外出学习
和定期校本培训，谢老师很快成为教学
能手，赛课获区一等奖，教学成绩名列
全区前列。

谢老师的成长经历，在隆化三小并
不是个例。“学校教师队伍中，年轻老师
占比大，干劲足。学校每年送出教师参
加区内外培训100人次以上，涉及教学
管理、教育教学、教育科研、课堂观摩等
方面。”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老师们带
着校长的“三思”要求，即思想、思考、思
路，将更多的前沿理论和经验带回学
校。

学校邀请重庆市教科院、区教科所
专家和区内优质学校教研团队到校开
展基于学科的专业讨论交流。学校通
过新教师课堂展示、精品课堂展示、课
堂验收和“果林杯”赛课活动等，为三小
老师们搭建起一展身手的广阔舞台。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坚持以科研作
为学校发展的生长点和支撑点，力争

“人人有项目，人人有课题”。据学校教
导处负责人介绍，目前，学校已承担教
育部“深度学习”项目研究，《区域内城
乡义务教育基于隆化三小的质量提升》
《小学书法教育特色学校书法特色课程
开发与课堂教学研究》《数学阅读对提
升小学生数学建模能力的影响》3个市
级课题，10余个区级小课题。以教育科
研实验课堂，服务教学的良性循环正在
三小变为现实。

近两年，学校获国家级奖项2次，被
评为重庆市书法艺术特色学校、重庆市
绿色学校，获南川区课改先进学校、“一
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优秀组织工作
奖等20余个奖项。教师在国家级、市
级、区级赛课活动中斩获一等奖、二等
奖60余项，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连年攀
升，“三小”优质教育品牌日渐明朗。

陈明鑫 覃燕
图片由南川区隆化第三小学校提供

跑出优质教育发展加速度南川区隆化第三小学校

“果林文化”为引领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孩子们在喷泉边“悦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