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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手拉手”助力乡村体育教师成长

■新课标新教研

科学教育加法科学教育加法““加加””在教育供给能力在教育供给能力

■研修动态

创新管理机制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近日，60余名体育教育工作
者齐聚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怀柔
分校，通过观摩零点体育、课堂
教学研讨、与特级教师面对面沙
龙等活动，共享一场体育工作的

“盛宴”。
这 60 余名参与人员分别来

自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卓越教师
工作室、北京市怀柔区和河北省
唐山市。现场，实验二小怀柔分
校教师李雪松、中关村二小教师
王金良，以同课异构的方式，呈
现了两节各俱特色的现场课。
怀柔区体育特级教师崔海明、北
京市上地实验学校体育特级教
师周真群等专家对两节现场课
进行了专业点评。

李雪松将国防教育融入体

育教学中，有机渗透了新课标的
理念，以体育德、以体促劳，实现
了跨学科融合的育人价值培养，
得到了专家的充分认可。王金
良采用小组合作、比赛、鼓励等
教学法，让孩子们在玩中学、玩
中练、做中学、学中思、思中得，
整个课堂极具特色。

借助活动契机，体育教师们
抓住与特级教师零距离牵手的
机会，与特级教师开展了一场深
度对话。针对“远郊区县及乡村
体育工作发展前景和实施办法”

“怎样搭建家校共育体系，促进
家庭运动习惯的养成”“怎样把
名师‘手拉手’的活动延续下去”
等体育工作中的热点、难点、焦
点问题，北京市中小学体育卓越

教师工作室项目负责人、北京教
育学院教授袁立新，体育特级教
师周真群、崔海明等五位名师，
为与会教师们分别作出了专业
的解答。

对于“怎样把名师‘手拉手’
的活动延续下去”这个问题，袁
立新教授表示，恰逢其时，北京
教育学院学科创新平台——新
时代学校体育综合发展研究申
报成功，包含双新工程、体育树
人工程、乡村振兴工程等“十大
工程”。其中乡村振兴工程就是
最好的契机、切入口和抓手，参
与的对象主要是房山、昌平、怀
柔三区的中小学校，以“雪中送
炭、精准帮扶、城乡一体”为目标
和定位，从“智力支持、硬件改

善、资源共享”三方面入手，以
“手拉手”“师徒结对”“课题引
领”等形式，为乡村体育教师提
供专业支持和帮扶。

本次活动由北京教育学院
学科创新平台——新时代学校
体育综合发展研究（乡村振兴
工程）团队、北京市中小学体育
卓越教师工作室、崔海明特级
教师工作室与实验二小怀柔分
校联袂组织。主办方希望通过
特级教师“手拉手”支持乡村振
兴计划活动，发挥特级教师示
范引领和精准帮扶作用，促进
特级教师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助推青年教师专业发展与快速
成长。
□文/记者 邓丽 通讯员 邢桂伶

编者按：“做好科学教育加法”，为学校和教师进一步落实“双减”政策指明方向。北京教育学院科学教育研究中
心组织专家专题研讨，深入剖析，引领首都教师校长将“科学教育加法”落实于课堂，扎根于育人理念之中。

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教育是提升公民科学素
养和为国家培养科技人才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从
源头和底层推动国家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性工作。作为一线学校和教师，如何在教育“双
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北京教育学院科学教
育研究中心提出，要以落实课程标准为核心，以提
升科学教师素质为关键，聚焦课堂教学提质增效，
并充分利用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和教育空间构建
学校科学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供给能力上实现

“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科学教育加法应体现
在以下四个方面。

海淀区实验小学大兴分校
依托集团总校办学资源优势，积
极推进学校创新管理。为建强
教师队伍，学校创新管理机制，
让研究推动教育改革，通过梯队
培养机制让教师走向专业发展，
为教师创建共享智慧的展示
平台。

建立课题申报机制

科研引领学校发展已经成
为大家的共识。我们通过对教
育教学实际存在的问题、相关文
件需要落实的问题，以及教育教
学重点、难点、热点问题，设立

“校、区、市”三级课题申报机制，
来推动学校创新管理走向深度
和广度，引领教师在“教中研，研
中教”，让每一位教师成为研究
者，在内部形成一套队伍建设的

“造血机制”，促进了队伍建设的
内生发展，既激发了老教师专业
发展的后续力，又增添了青年教
师专业成长的新活力。

建立梯队培养机制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关键。
为此，我们通过“两种途径，四种
教研模式”促进教师专业化发
展。对青年教师，我们借助青年
教师工作室，定目标、定责任、给
任务、压担子，促进青年教师在
学习中成长、在实践中提升、在
各项展示活动中不断走向优
秀。对全体教师，我们采用四种
教研模式促进专业发展：“引领
式”教研模式，聘请集团校以及
集团校资源库的专家作为导师，
定期来校开展专业引领；“牵头
式”教研模式，由学校干部作为
学科牵头人，引领教研活动；“沉
浸式”教研模式，学校干部或教
学骨干对老师们开展一对一帮
扶；“开放式”教研模式，学科教
研活动向不同年级和不同学科
开放，资源共享，促进整合。

建立研究展示平台

课堂教学是教育教学主渠
道，每学期我们开展的“教研开
放日”是各教研组研究水平的展
示平台，也是教师们在教研活动
中发挥作用的直观反映。为了
呈现出最好的效果，各组教师在
组长的带领下全员参与，提早规
划，精心准备。老师们经过前期
的研究积累，在活动当日通过课
堂展示、单元整体设计说课、作
业设计案例交流、主题研讨等多
种形式，共享了各组的教育智
慧，分享研究成果。活动聘请各
学科教研员和专家来校指导，高
屋建瓴的点评让老师们有了更
深入的认识；观摩组从不同角度
畅谈、互动，带给大家更开阔的
视野。

此外，我们还通过校级研究
论文和研究成果评优活动，创办

“教科研公众号”等一系列工作
搭建起成果发布平台，营造“研
究文化”，提升实践效能，让老师
们感受到成果带来的体验和
快乐。

□文/张宝萍（北京市海淀
实验小学大兴分校）

提升科学课程的学校地位
一直以来，科学课程在学

校中的地位不高是一个不争
的 事 实 。 原 因 有 很 多 种 ，其
中，学校、家庭或社会对学生
科学素养的重视程度不高是
关键因素。于是，连带出现了
科学教师专业化水平较低、专
职情况较差、教学质量不高等
问题。

就当前情况而言，做好教
育“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
首先需要学校、教师、社会以
及政府部门彻底扭转对科学教

育的偏见，从发展国家基础研
究和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的高
度，以实际行动给予科学课程
和科学教师应有的学校地位，
用高质量的科学课堂教学满足
学生的学习发展需求。比如，
要确保科学教师的专业背景，
避免随意安置非专业教师从事
科学教学；减少“杂事”对科学
教师的干扰，给予科学教师充
分的培训学习时间；加强学校
教研组建设，提升教研活动质
量等。

全方位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目标
《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

（2022 年 版）》提 出 了 培 养 学
生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规定
了科学教育的内容和科学教
学的基本要求。当前，科学教
育教学已从“知识本位”转向

“ 素 养 立 意 ”，科 学 教 学 要 能
通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
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科学
兴趣，培养科学观念、科学思
维和探究实践能力，使学生掌
握探知世界的知识与方法，树
立科学价值观，养成科学家精

神和科学家品质，为终身学习
和发展奠定基础。因此，科学
教育加法应着重体现在全方
位 实 现 核 心 素 养 的 培 养 目
标上。

学校与教师要深入理解和
高度重视科学课程在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中的重要作用，纠正
单一知识为本的教学理念，倡
导以科学探究实践为主的教学
方式，让学生爱上科学、追求科
学，真正实现科学课程的独特
育人价值。

丰富科学教育资源
科学教育资源是丰富多样

的，科学学习是生动有趣的。根
据资源的表现形态，可以将科学
教育资源分为实物资源、印刷品
资源、专家资源、音像资源、数
字资源等。

在科学教育教学中，学校和
教师不应仅仅局限于教材的使
用，还要利用多种形式的资源调
动学生的多元智能。比如，利用
学生身边的实物资源开发探究实
践活动，让学生在真实生活情境
中学习科学知识，了解科学与社

会生活的联系，感悟科学的重要
价值；可以利用音像资源和数字
资源丰富学生的宏观感受和微观
认识，降低学生的思维难度，拓展
学生的科学视野；要为学生提供
科学家传记、科学发展史或科技
发展前沿等科普书籍，或者让科
学家走进学校和课堂，让学生了
解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取得
的最新成就，了解我国科学家在
解决“卡脖子”问题中的事迹和精
神，用科学家追求真理、永攀高峰
的科学精神感染鼓舞学生。

拓宽科学教育空间
科学课堂是科学教育的主阵

地，但毕竟课时有限，除了强化提
质增效外，科学教育加法不能简
单地做时间上的加法。这就需要
从空间上进行拓展，将科学教育
从课内拓展到课后，甚至校外。

课后服务是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为科学
教育拓展了空间，有条件的学校
可以组织教师开发系列校本科

学活动课程，重点突出跨学科
性、实践性和选择性，来满足不
同 学 生 的 学 习 兴 趣 和 学 习 需
求。“馆校结合”开展科普教育活
动也是拓展科学教育空间的重
要方式，学校要充分利用博物
馆、科技馆、植物园以及科研院
所的特色空间，让学生走出课
堂，走进科学天地，走近科学家，
感受科学的价值与魅力。

□文/王钦忠 周玉芝（北京教育学院科学教育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