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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教研”
成就市中
“品质教育”
山东省教研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济南市市中区举行
如何建设现代化教研
体系？怎样推动教研高质
量发展？12月4日—5日，山
东省教研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济南市市中区举行，全
省教育同仁共话教研40年
改 革 成 就 ，全 省 各 地2000
余名代表还走进济南市经
五路小学、济南市纬二路
小学、济南育英中学等8所
中小学考察交流，共享了
一场“‘匠心’做教育、课程
唯‘品质’”的教育盛宴。
市中区教育局局长刘
绍辉走进纬二路小学一
年级全课程教室，与学生
面对面交流。
通讯员 何友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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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同仁齐聚
探讨教研新理念
4日上午，由山东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主办的山东省教研工
作经验交流会在济南市市中区
举行，
会议由济南市教育教学研
究院、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局承
办，
来自全省的教育同仁共话教
研40年改革成就，
梳理教研发展
重大变革，探索教研工作新理
念、新路径，一场关于促进教研
工作水平的教育盛宴拉开序幕。
此次交流会以纪念改革开

放40周年为主题，
聚焦
“建设现代
化教研体系”
“
、推动教研高质量
发展”
“
、实现教研优化转型”
等议
题，历数教育改革开放成果，也
为破解新的发展命题积蓄动力。
济南市市中区教育局党委
书记、
局长刘绍辉以
《新视野、
新
路径、
新生态——
— 济南市市中区
“品质教研”实践综述》为题，介
绍市中区教研工作经验，
从聚焦
教育原点、打开变革的新视野，
构建四梁八柱、
探索教研的新路
径，遵循两个规律、追求育人的
新生态三个视角，
分享了品质教
研的市中智慧和实践探索。
5日上午，山东省各市进行
教研工作经验分享以及全省教

研 工 作 回 顾与展望，并举行了
闭幕式。近年来市中教育以“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围绕
“公平”
与
“质量”
两个核心，
以培
养
“身心两健，
气质独特”
的市中
学子为目标，借助“教育家成长
平台”
，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建立
三地、七校、九专家的人才培养
体系，打造了一支勇于担当、充
满活力的市中教育人才队伍。

八大分会场
共享教育盛宴
4日下午，来自全省各地的
2000 余名代表，兵分八路对济
南市经五路小学、纬二路小学、

济南育英中学、济南实验初中
等8所中小学展开考察与交流，
集中展现市中教育的精神风
貌、教研成果与课程特色。
经五教育集团以“立足品
质课程 向体验更深处漫溯”
为主题，与嘉宾共同交流“基于
深度体验学习的思考与实践”。
济南十四中现场，校长杨荣耀
以《办一所适度失控的学校》为
题，汇报学校变革。
纬二教育集团站在面向基
础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实
施‘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育”
为主题开展交流。与会来宾参
观了纬二路小学为学生的成长
而精心设计的学习空间，观看

曹晓琳老师现场执教的数学课
《乘法分配律》。
济南实验初中以“课程建
设撬动学校变革”为主题，郭隆
刚校长介绍了学校校本课程的
建设及开发。育英中学分会场
展示活动以“匠心追求卓越，品
质铸就品牌”为主题，从各个角
度展现对新形式、新理念的认
识和理解，对新课标、新教材、
新课程的把握和探索。
在舜耕小学分会场，学校
以生态化教育理念为引领，围
绕“让学生真实地发生”这一主
题，向与会人员展示了学校专
注十年的生态化教育教研成
果。胜利大街小学通过课程成
果展览、主旨报告、教师论坛、
主题项目推介等环节，向与会
人员展示了具有深厚文化底蕴
的教育和教研改革之路。在南
上山街小学分会场，
“ 中国趣”
传统游戏体验课程、
“ 中国风”
传统工艺制作课程、
“十大国
粹”中华优秀文化课程等丰富
的课程资源给与会的专家代表
留下了深刻印象。
“作为区域教育的管理者，
我们以价值引领、
制度建设为核
心进行顶层设计的优化，
涵养教
育生态，让教育的主体——
— 学
校、教师、学生拥有充分生长的
空间。在品质教研的引领下，全
区各学校都在持续追问教育价
值，
不断反思教育行为为思维原
点。”市中区教育局局长刘绍辉
表示，市中教育人将深度挖掘
“教研红利”
，
带着对课堂、
课程、
教师、
学生的研究继续前行。

实景体验课照亮学生多彩童年

立足品质课程，经五路小学开展教研成果推介会
12月4日，山东省教研工作经验交流会在济南
市中区举行。其中经五教育集团以“立足品质课程，
向体验更深处漫溯”为主题，承办了山东省改革开
放四十周年教研成果推介会分会场展示活动，共同
交流“基于深度体验学习的思考与实践”。
建校72周年，济南市经五路小学一直走在课程
改革的最前沿，始终坚持“立德树人，启智成才”的
校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知行合一”特质的
经五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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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实景体验课程群
种下创新的种子
4日下午，在经五路小学教
研成果推介会现场，
“ 七大实景
体验课程群”展示成为重头戏，
近二十堂实景体验展示课受到
了与会嘉宾的一致好评。
编程课、3D 建模课、3D 打
印 课 、M E V 机 动 电 能 车 项
目……在科技课程群展示教
室，同学们在教学情景中发现
问题，自主研究问题，与团队伙
伴展开头脑风暴。一颗颗自信
与创新的种子，在孩子们小小
的心田里生根、发芽……
在运动课程群展示中，同
学们带来了乒乓球、高尔夫、网
球等课程的精彩展示。学校体
育学科将国家课程校本化，一
年级学习乒乓球，二年级学习

跆拳道，三年级学习高尔夫，四
年级学习网球，五年级学习游
泳，六年级学习球类，为学生提
供更多体验的机会。
“我们小组种植的是油菜，
在不使用杀虫剂的情况下，解
决油菜上的虫蛀问题是我们研
究的课题。”在花卉种植课上，
五年级八班学生赵奕诚向记者
介绍了小组的研究成果。据介
绍，学校建立了山东省第一家
小学“生物组培室”，学生在校
园中就可以体验种植小实验，
走进植物细胞分裂、生长的神
奇世界。
花卉种植课是综合课程群
中的一种，在这个系列的课程
中，学生还可亲身参与家政、生
态 种 植 、茶 艺 、组 培 实 验 等 项
目，在探索中培养孩子的实践
应用能力和热爱生活的意识。
除此之外，学校还进行了
艺术课程群、阅读课程群、生命
安全课程群、思维课程群的课

▲在经五深度体验课程研究成果汇报中，同学们一起演奏，学生在体验音
(学校供图)
乐、创作音乐、表达音乐感受的过程中，落实学科艺术素养。

堂展示，管弦乐队演奏、财商课
程、地震体验研究课等同样令
人耳目一新。
“各类课程群立体交叉、相
互补充，为体验教育找到了落
实的载体，也为实现育人目标
找到了具体的路径。学校就是
采用‘价值引领’的改革思路，
确立育人核心任务，从单一学
科走向课程整体构建。”学校校
长阎莉表示，通过研发体验课
程资源共享机制，形成了七类
教育合作路径，建立了七大体
验教育学习平台，丰富了学校
体验教育的供给系统，构建了
全过程、全阶段、多向度的完整

育人模式。

坚持科研引领
深度体验课这样讲
在深度体验课堂教学观摩
环节，通过语文实景体验习作
研究、数学实景体验概念研究、
音乐实景体验教唱课研究和学
生英语素养展示，展示了不同
的学科特点的深度体验课堂教
学研究成果。
语文教师韩琳进行《走进
尼山圣境》游记习作教学，师生
互动思想碰撞，激发学生内心
的精神体验感知，一步步引导

学生把研学的体验由耳闻目睹
的感知层面升华到对圣贤崇敬
之情的情感层面，指导学生能
借助总分总、移步换景等写作
方法，写出有血有肉、洋溢着学
生个性体验的游记。
数学教师耿冲执教的《公
顷的认识》打破了传统的课堂
限制，通过校内初体验、校外深
体验、课后拓展体验三个层次，
构建1公顷大小的表象。
音乐教师刘琳执教的《我
们大家跳起来》课堂，通过多途
径、多形式的音乐体验，充分拓
展学生的音乐体验空间，让学
生在体验艺术魅力的同时，表
达自己的艺术情感体验。
英语素养展示环节，王冠
老师推介了经五英语团队在
“ 学 好 世 界 语 言 ，讲 好 中 国 故
事”实景体验课题中的研究成
果，以辩论赛的形式展示了学
生的英语学科素养。
校长阎莉表示，建构课程
的同时更要回归课堂，深度体
验的课堂一定是反思性学习、
连续性学习、团队学习的课堂。
“近十年来学校以‘体验教育’
办学品牌创建为契机，坚持科
研引领，先后经历了两项省级
课题的深入研究，基本实现了
育人目标从顶层设计到学段聚
焦的有效落地，实现了学习方
式从课堂改造到深度学习的根
本变革，实现了办学内涵从课
程建设到整体育人的全面提
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