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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东海县实验小学将跳绳、跳格子、踢毽子等孩
子们喜爱的运动融入课间活动，让孩子们增强体质，提
高抵御寒冬的能力。 张开虎 王亚楠 摄

以“美”润心助力学生健康成长
“金属圆扣在暖黄的灯光下散发

着幽幽光泽，绣有纷繁纹样的传统布
匹展现着具有历史厚重感的古典神
韵……”王雅清是东南大学外国语学
院的学生，在上了一次该校“润心育
美”课程后，她将制作压花口金包的过
程发到了朋友圈，并附上了几张“成
果”照，同学们纷纷点赞留言。

扎风筝、做针绣、剪窗花……如
今，在东南大学这所以理工科见长的
高校里，学生不出宿舍楼，便可以体
验这些传统手工制作。原来，2019
年，在开设文科试验班（郭秉文班）的
基础上，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在九龙湖
校区桃园宿舍区建立秉文书院。“作
为文科精英人才培养的‘试验田’，书
院遵循‘秉文达理，成己成物’核心理
念，将对学生的培养延伸至第一课堂
之外，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
审美和人文素养。”东南大学人文学
院院长王珏教授表示，“秉文书院给

学生带来了很多惊喜，也成为现在大
家最常去的地方。”

依托学生生活社区而设的秉文
书院不仅建有报告厅、研讨室、艺术
排练房，还开设了茶室、书房，充溢着
古典与传统韵味。在这里，学生的学
习生活更多是“书香”“茶香”味的。
书院由学生团队自主运行管理，进门
处的观赏花瓶，棱窗下的生动绿植，
墙面上的大师鸿迹等都是学生匠心
独具的自主设计。刘晓刚是东大人
文学院研三学生，如今，书院的驻点
服务成了他学习生活的一部分，“服
务大家的同时，我还在秉文书院感受
美、追求美。”

值得一提的是，自 2020年 10月
起，秉文书院面向全校开展“润心育
美”特色课程，以“鉴赏课+体验课”的
单元式课程模式，将书院美育活动辐
射全校。鉴赏课由来自不同学院的老
师们讲授，涵盖建筑、音乐、诗画等，引

导学生感知文化、历史、知识之美。体
验课则结合二十四节气、重要节日等，
推出特色的民俗活动，将传统工艺、现
代手工一一展现在同学们的面前。

为丰富课程主题和内容，书院邀
请民间手工艺人来校授课，并鼓励师
生积极参与。这段时间，为迎接新年
的到来，秉文书院开展了“品茶暖冬夜
剪彩迎新年”活动，人文学院研二学生
金婷婷成了当堂课的主讲人。从折纸
到图案描摹，她在课堂上一步步为同
学做了详细示范。“我是传统剪纸的

‘忠实粉丝’，成为主讲人也是一次传
播传统文化的宝贵机会。新年到了，
我就想与大家分享剪窗花的技巧，大
家回去后也能照着剪。”

延伸课程内涵，秉文书院“润心
育美”课程还从美育走向了心育。书
院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心、二级学
院心理健康分中心合作，开展“茶疗”

“画疗”“诗疗”课程，发掘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育人元素，积极搭建交流
空间，面向学习困难和存在心理问题
的学生提供服务，由辅导员或同学陪
同参与。

20级本科生小玉入学后不能很好
地适应新环境，学习有困难，有轻度抑
郁倾向。发现问题后，辅导员带她参
加了端午香包团做课。小玉原本有些
抵触，但课堂上轻松的氛围，让她很快
放松了心情，沉浸到手工制作中。课
程结束后，她兴奋地向老师展示了自
己的作品，“我一直觉得自己挺笨的，
没想到也能做出这样的作品！”

“在孕育学生美学素养的同时，引
导其发现自我、欣赏自我，从而纾解不
良情绪，舒缓学业压力，是我们开设

‘润心育美’课程的另一初衷。”王珏
介绍说，一年多来，“润心育美”精品活
动已经吸引了全校千余人的参与，“随
着时间的推移，相信会有更多学生加
入其中。”

■本报见习记者 杨潇 记者 潘玉娇 通讯员 高珺

东南大学设立秉文书院，开展“润心育美”特色课程，积极探索美育实践——

“双减”意见出台以来，各地教育
部门应声而为，纷纷制订配套措施推
进“双减”工作，尤其在减轻学生过重
作业负担方面动脑筋、下功夫。减轻
作业负担的关键是减负增效，作为终
端践行者，教师应该在这一过程中做
什么？我认为，从完整的作业流程来
看，教师要抓住五个基本环节。

一是编制高质量作业。高质量
作业要具备诊断、巩固的作用，具体体
现在教学内容和作业内容相对应，检
验学生是否对内容全面理解掌握，以
达到巩固效果。高质量作业要符合学
生年龄特点和学习规律，教师根据学
生实际、学科特点编制匹配度高的作
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应杜
绝使用未经筛选、整合的作业，减少对
整本辅导用书的依赖性。高质量作业
要面向全体学生，体现素质教育导向，
减少抄写、默写等机械重复作业，不出
偏题、怪题、难题，在打牢学生共同基
础的前提下，为学有余力的学生设置
选做题，改变“优等生吃不饱，学习动

力不足；学困生吃不下，课业负担过
重”的现象。高质量作业在编制上要
建立教师合作机制，实行“1人主编、1
人主核、1人主审”的“1+1+1”责任机
制，并借助学科组的教研活动，推动高
质量作业的持续研究。

二是采取真场景训练。编制高
质量作业是前提，真实场景中的训练
是关键。教师对学生进行真场景训
练时要做到“限时、独立、赋值”。“限
时”即培养学生做事的专注度和敏捷
性，没有时间限制的作业无法培养学
生的效率意识，久而久之，学生会养
成懒散、拖沓的不良习惯。“独立”即
培养学生自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增强测试的应景能力。独立完
成的作业能真实反映学生对教学内
容的掌握程度，便于教师及时采取补
救性教学。“赋值”是作业评价的衡量
标尺，教师根据学科特点和题型特点
对作业予以赋分或者赋等级，在不公
布赋值结果的前提下纵横向对比学
生作业成绩，及时查漏补缺。

三是保障全覆盖批改。由于教
师教学负担繁重、作业批改枯燥重复
等原因，有的教师采用选批、学生自
批、学生小组互批等方式，这种做法
有悖“双减”要求。我们提倡教师全
批学生作业，面向全体学生，全面获
取作业信息，为全面、真实的作业反
馈奠定基础。同时鼓励教师创新作
业批改形式，探索发挥学生主体作
用、锻炼自学能力的作业批改。有条
件的学校可以借助大数据平台，实行
网上阅卷、系统自动分析考试数据，
减轻教师机械劳动的负担。

四是做好及时性反馈。作业反
馈是教师把作业检测结果经过分析、
归纳、总结后输送给学生，让学生了
解作业达成度。反馈的时间间隔越
短，学生校验、反思、纠错的效果越
好。教师可以在精讲精练、作业全批
的前提下当堂反馈，也可以充分利用
课后“5+2”服务时间当日反馈。课堂
教学当天没有服务的学科，教师可以
隔日反馈。教师反馈作业经常采用

的方式有评语、讲评、点拨、小组研讨
等，反馈时要多鼓励表扬，努力达到
反馈的正向效应。从反馈对象数量
来说，可以分为集体反馈、小组反馈
和个别反馈。对学困生尽量采用面
批式个性化反馈，因材施教，关注学
习弱势群体。

五是加强多维度巩固。学生对
知识的真正理解、记忆、运用不是一
蹴而就的，大部分学生不可能通过一
次作业就完全掌握知识点，而是需要
一个反复的过程。教师可以从作业
的“频度、强度、变式度”三个维度加
以巩固。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指出人
的遗忘呈现“先快后慢”的规律。因
此，教师要在作业巩固的 20分钟、1
小时、1天、5天、8天后，14天等关键
期予以复习强化，以保障频度和强
度。针对学生作业中反复出错的知
识点，教师应变化知识的情景、数据、
条件等，训练学生发现差异，认识本
质，并利用作业“变式度”培养学生触
类旁通、举一反三的能力。

“减负增效”，教师应该做什么？
■灌云县教师发展中心 赵斯明

“双减”是党中央、国务院为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
保障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作出的重大
决策。实施“双减”，就是坚持教育的
公益性，切实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
让所有人都能平等享受公平教育；就
是要聚焦人的发展，发展素质教育，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是要确保教育
方向不偏，教育方针不乱，实现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全面落实“双减”政策是中小学
校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双减”政策
落实到学校层面，就是要调整优化学
生的学习和生活结构，既要做好减轻
学生过重的作业和校外培训负担的

“减法”，让学生在校内学足学好，又
要做好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个性

发展的“加法”。为此，学校要在提升
课堂质量、科学设计学科作业、开发
多样性课程和课后服务上下功夫。

一要在提升课堂质量上下功夫。
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提高课
堂效率是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
最有力抓手。我们要加强学科研
究，深刻钻研课程标准，强化集体备
课，以十足的准备进入课堂。课上
强化“讲、思、练”巧妙融合，通过合
适的情境激发学生探究新知的好奇
心，以问题引发学生深度思考，以回
忆、总结归纳知识结构，以应用学会
知识迁移。

二要在开发个性化学习的课程
资源上下功夫。“双减”政策明确提出

“要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
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

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
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
动。”学校要充分挖掘和整合教师、家
长、社区和网络的课程资源，从学科
能力拓展、优秀文化传承、多元智能
发展、创造力提升等方面，充分结合
学生的身心特点和学习兴趣，系列化
开发满足学生多样化成长需求的校
本课程，如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各
类体育、艺术等领域的社团课程，面
向未来社会的 AI、STEAM等新形态
课程，让学生在体验式、参与式的学
习中培养和发展学习习惯、健康生
活、审美情趣与艺术表达等综合
素养。

三要在提升作业设计和批改质
量上下功夫。在减负的同时，更要

“提质”，这就要求教师在作业设计上
下真功夫。首先，要有作业设计的多
元化和层次性意识。学生是一群风
格各异、个性鲜明的生命体，不同的
学生有不同的需求，我们要兼顾作业
设计的多样性和“营养性”，也就是既
要让一部分学生“吃饱”，也要让另一

部分学生“吃好”，还要让部分学生吃
得“丰富”。其次，要提升作业设计的
质量。学生作业负担之所以重，主要
还是作业质量差，各种题目反复出
现，学生重复劳动，收效甚微。为此，
老师要博观而约取，让学生通过有效
作业实现举一反三，实施知识迁移。
再次，要提高作业批改的质量。学生
学习效率的高低，要通过作业来检
测，教师通过批改作业来获得教学反
馈。要及时调整教学策略，对特殊学
生进行面批，在面批中发现问题，解
决问题，并融洽师生关系。

四要在课后服务上下功夫。课
后服务既要解决家长接孩子难的问
题，也要解决学生学习多样性和个性
化需求的问题。一方面，我们要把学
生在校时间延长到家长下班后，解决
学生放学后无处去的问题。另一方
面，要利用这段时间开发教师、家长
和社会资源，开展社团活动，发展学
生特长。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开
展学科辅导，让学习问题“日日清”，
促进学生综合素养提升。

落实“双减”政策，中小学校的时代使命
■泰州市第二中学附属初级中学 韩新正

“请问，你们为什么选择
研究元代古船？”“因为这是迄
今为止，江苏省内发现的保存
最完整、最大的海运货船。透
过这艘 660年前的元代古船，
我们可以了解太仓六国码头
的辉煌历史！”1月 9日下午，
太仓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小记者新闻发布会。
该市 12所小学的 48名孩子开
展“乘风破浪——揭秘元代古
船”PBL项目式学习（即设计
学习情境、以问题为导向进
行项目式学习），合作探寻“六
国码头”的繁荣，并以新闻发
布会方式展示学习成果。而
此前一天，太仓美术馆还举办
了“活力绽放”青少年活动中
心学员书画展，147幅水彩画、
线描、国画和书法作品，呈现
出孩子们用笔墨触摸生活、描
画世界的精彩。

一展一会，正是“双减”落
地后太仓市青少年活动中心
推进馆校合作、引领学生科学
规划课余生活的创新之举。
该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王
晓婧告诉记者，“双减”出台
后，太仓市教育部门将为青少
年提供“高质量公益课程和成
长服务”作为重要课题，秉持

“五育并举”“素养培优”课程观，联动关工委、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服务中心、团市委、红十字
会等部门，率先在苏州地区开发 PBL青少年
媒介素养、情商与情绪管理、奥尔夫音乐等数
十个课程，“做校外机构不愿做、无法做
的事”。

发布会现场，主持人介绍“揭秘太仓元代
古船”学习历程后，小记者们化身各大电视
台、报社记者，围绕PBL学习目标和内容积极
提问。新闻发言人条理清晰、沉着应答，表现
出较高的语言素养和反应能力。“非常荣幸，
我能作为新闻发言人参加发布活动。我看到
了一个阳光、智慧的自己，也收获了属于自己
的掌声。”太仓市城厢镇第一小学六年级学生
史文迪的言语中充满了自信。她告诉记者，
报名参加青少年媒介素养课程后，她和小伙
伴一起在太仓博物馆揭秘古船历史，聆听精
彩讲座，还主动筹备新闻发布会，“我喜欢这
样的学习方式，它让我的周末意义非凡！”

据悉，太仓市青少年活动中心精心打造
“成长频道”校外德育平台，将其作为少年儿童
课余和寒暑假参与校外学习生活、发展综合素
养、建设思想道德的窗口。邀请PBL专家担任
工作坊指导，鼓励教师积极运用PBL原理和技
术；研发“青少年媒介素养”新课程，以PBL项
目课程“讲好中国故事”；鼓励少年儿童创作文
艺作品，让艺术特长变成儿童可行的德育。
2021年秋季，活动中心开班 460个、学生社团
22个，其中包括 30元/1.5小时的惠“生”课程；
开展学生心理咨询 31次，举办文化寻访等活
动19场，为全市40%的学生提供公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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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素养：
品味“收获美”的成长

早在 2005年，苏州市就开始将艺术学科纳入
中考考查科目，以分等级形式评估初三学生音乐、
美术素养，作为高中学段录取依据。16年间，美
育评价的过程性在以“美育进中考”为抓手的评价
体系探索中不断凸显。2016年将学生艺术素质
测评结果纳入政府教育目标责任履行情况考核，
2018进一步规范过程性评价考核，2020年起将音
乐、美术学科正式纳入中考计分科目，过程性评价
占比 60%，现场考核占比 40%……在苏州市，“美
育进中考”越来越注重反映各阶段的课堂教学质
量和学生综合素养。

渐渐地，根据自主性、差异性设计的过程性评
价让学生从传统的“定量考核”中解放出来。孩子
们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展现美，在项目式学习和真
实情境中收获“专属成绩单”。

诵读童谣讲述苏灯历史，提起画笔鉴赏灯彩
光华，跟随传承人学习苏灯“四技”，在名家名作中
体悟苏灯内涵……提起苏灯，苏州市平直教育集
团的每个学生都能说上几句。“希望每个孩子都能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学习、解读苏灯，真正在美育课
程中提升综合素养，将文化之美植入自己的生命
律动。”集团总校长张萍告诉记者，集团开设苏灯
传习所，研发覆盖全学段的“流光溢彩”苏灯读物，
将苏灯文化融入各学科课程和劳动实践中，每名
学生都能接触苏灯文化，也能用适合自己的方式
展示成长足迹，完成课程评价。

在苏州市沧浪中学校，初二学生黄昱琪向记
者展示了一条她参与创作的“沧浪丝巾”。丝巾
呈现了大运河的粼粼水波和著名的“运河十景”，
渔人、仙鹤等国风图样穿插其中，古韵十足。“在
运河主题下，我们自己寻找素材，在实践课上讨
论，尝试把心中的江南文化元素设计成型。”黄昱
琪说，经过一年左右的运河文化文创设计实训，
她对美的认知也愈发深入，“就算日后不从事相
关职业，我也会继续用手、用心创造美、传播美。”
该校副校长卢燕表示，“学生不仅能在运河文化
课程中接受美的滋养，还能衍生创新成果，激发
推广江南文化的社会责任感，现阶段的美育浸润
将会滋养学生终身。”

苏城尚“美”
“育”见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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