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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我们从哪里来？

开设这门课最初的想法是 2007 年我刚从怀柔支教

回来，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进修生物化学，遇到王耀的时候

产生的。他一看就是那种特别“不安生”的老师，一个教

化学的，到我们生命科学院里掺和什么？我们一起聊人类

文明、教育理想、科学教育……某一天的夜晚，我们顶着

大风，走在前几天下过雪，已经结成冰的跑道上，一圈又

一圈，一直畅谈到深夜三四点。那天，我们便决定在初中

给十三四岁的孩子开设一门课程，叫做“身边的科学”。
龚宇说到在物理课上，他有时也会穿插其他自然学科的

知识，觉得“身边的科学”是一门有意义的课程。相同的

志趣让我们走到了一起。随后，李京燕老师也应邀加入了

我们的团队。我们四个人都有自己学科领域内的知识，多

年的分科教学让我们对于陌生的综合科设计和实施既感

到好奇，也感到充满挑战。
我们从这门课伊始到现在，身体疲惫得很，但心理亢

奋。我觉得自己就是喜欢这件事情，和别人如何评价没有

关系，我就是喜欢，自私的喜欢，想要满足自己爱好罢了。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个问题上是一类人，我们都喜欢学

习，向往知识。
———段玉佩

2.我们要到哪里去？

集体备课中，我们经常遇到困惑：除了把一些知识告

诉给学生之外，还有别的目标吗？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些知

识告诉学生？我们从什么角度训练学生的科学素养？我们

如何训练学生理性地思考问题？我们是把一堆体系完整

的、高中还会再学一遍的知识混合到一起告诉学生，从而

训练学生科学和学科交叉素养？还是基于他们现在的学

情，安排一些零散的知识，让他们加深对科学的体会？我们

一直在思考。
———龚宇

早在 20 世纪后半叶起，西方发达国家就率先掀起了

综合课程研究的高潮。作为综合课程重要形式之一的综

合科学课程，得到迅速发展。开设综合科学课程，已经成

为当今国际初等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新

一轮基础教育改革浪潮中，在义务教育阶段实验性地设

置了综合性质的“科学”课程。但北京地区至今还未正式

在初中教学阶段设置综合科学课程或广域课程。
我校初中部自 2003 年恢复以来，虽有科技和人文两

大类选修课，但多为拓宽新领域或加深旧领域的课程内

容，鲜有指导学生将已经学习过的相应领域的知识进行

融会贯通，用综合的思想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

课程，不失为一个遗憾。2008 年，由四位分别来自地理学、
化学、物理学、生物学专业的志同道合的教师，合作开设

了北京四中“身边的科学”选修课。

课程目标与特点
1.课程目标

“身边的科学”选修课力求激发学生对于科学和自

编者按：20 世纪 70 年代，在课程领域兴起校本课程开发运动。校本课程开发与国家课程开发，作为两

种不同的课程开发策略，此消彼长，相互冲突与融合。在单一国家课程开发策略同具体学校的多样性和差异

性的矛盾中，凸显了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多年来，各中小学在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和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与汲取的。本期，我们将对一所学校的校本课程案例进行全方位分析，感受校

本课程的构建与实施。在后续的几期栏目中，我们将陆续以校本课程的目标、价值、实施、评价、管理等方面

为线索，分享各学校鲜活的校本课程案例，携手推进校本课程科学发展。

上升中的科学舞台
———校本选修课“身边的科学”综合课程开发与多学科教师合作
文 / 段玉佩 王耀 李京燕 龚宇（北京市第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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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热爱，培养学生将物理、化学、生命科学、地理等自然

科学融会贯通的能力，努力提高学生的整体科学素养（科

学精神、态度、科学方法、科学价值观），注意运用多学科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发展学生理性思考的

能力，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使学生形成科技与社会问

题联系的意识。在熟悉自然科学的现象和规律的基础上，

注重学生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关注，发展他们科学地观察、
看待、理解社会的意识，提高他们科学地参与社会活动并

学会评价与决策的能力。
在教师们合作创设课程的过程中，我们力求使课程

具备：身边性、时效性、综合性等特点，另外，还努力尝试

进行不同学科间教师的合作，促进学科教师的发展。
2.课程特点

身边性。课如其名，“身边的科学”选修课所关注的

内容，都是学生身边司空见惯的物体或现象，从最熟悉的

事物出发，尝试还原科学的本来面貌。
时效性。学生们喜欢关注身边正在发生的事物。如果

能用学到的科学知识，从多角度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进行

解释，让学生感到学以致用的同时，还能引发其主动学习

的热情。
例如，关注 2010 年南方旱情，包括从自然地理学角

度尝试解释气候令旱灾发生的原因；从植物学角度分析

桉树的大量种植并非南方旱灾的主要凶手，辨识桉树并

非像有些新闻媒体中提到的“抽水机”。关注玉树地震，

包括课程模拟了地震现场，演练了地震逃生过程；去北大

医院实地学习急救技巧；从认识死亡开始关怀生命。关注

2012 世界末日谣言，包括用天体运行规律破解玛雅神话；

提示虽然末日谣言是无稽之谈，但关注地球安危的行动

应该即刻做起。日本海啸之后，日本核辐射告急，国人“抢

盐补碘”令人哭笑不得。我们从海啸的成因分析，到能量

转化———获取海浪能；从怎样预防核辐射到是否有必要

对核辐射恐慌进行分析，讲解作物生产中常用到的诱变

育种……
综合性。课程的综合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我们四位

教师还努力将综合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在自己领域的讲

解过程中，也会渗透综合性的思想。我们还曾经尝试过避

开自己执教的本学科，而讲别的学科领域的知识，以此鼓

励学生们打破知识之间的栅栏，让舒畅的思维自由驰骋。
在形式和内容及精神上的综合熏陶下，有学生评价

本课：“我是个对科学没什么感觉的人……起初我只是觉

得这门选修课挺好玩，几个老师 T台走秀似地轮流讲，还

从来没见过。上了几次课后，我对科学有了一些新的认

识。”另外，我们还先后邀请了化学、生物、地理、语文、心
理组教师参加备课和上课的环节，将课程设计更加综合

与立体。
让我们以“水”为研究对象，尝试体会一下课程的综

合性———
从地理组李京燕老师引导“水对于地球和生命的重

要作用和生活中发现水面可以浮硬币的现象”，到生物组

段玉佩老师介绍“不同生物对于水环境的适应”，提出了

本节课的主题：“水知道答案？”而后，物理组龚宇老师解

释“水的表面张力”，让学生理解身边现象的科学本质。
最后，由化学组王耀老师进一步通过实验为学生揭示“水

分子的内部特性”。结束这个话题的同时，学生对于生活

中司空见惯的水，有了更多本质性的认识。当“水知道答

案”这一主题的学习结束后，学生的头脑中除了增加了有

关水的新知识以外，更多的是与水相关的各个知识之间

的联系，即水分子结构、水的性质、水的分布、水的形态、
水循环、水质、水与社会、水与生命，形成了综合立体的知

识网络。
3.课程内容

作为校本选修课，限于课时数量少（50 分钟 / 周）、
教师经验不足、没有固定的备课地点、难找专门用于集体

备课的时间等因素，“身边的科学”课程内容参考了国外

综合课程的内容，结合北京四中初中部学生的特点和学

校资源，开发校外活动场所和资源，现在只对 8 年级学生

开设。其课程形式模仿英国的纳菲尔德综合科学课程

（Nuff ield Combined Science）———“主题为中心组织课

程内容的综合科学”。
自课程开设以来，学生每学期学习两个或三个主题，

已经开设过一轮以上的成熟主题有 6 个：光影与颜色、水
知道答案、天空与大地、生命的历程、大气与环境、螺旋，

还即将开发饮食与健康、交通与能源、微观世界等。附表

中列出了课程的主题和与之相关主要内容的关键词。

课程的实施
1.“头脑风暴”式的集体备课

四位教师集体备课过程采用“头脑风暴”的形式，汇

集与主题相关的关键词，由四位教师依据自己提出的关

键词阐明所代表的学科知识，扩充教学内容，提出教学思

路，后由其中一位教师作为主讲教师，对关键词进行取

舍、更替，设计出主线清晰的综合教学内容。其他三位教

师为“助教”，随时协助主讲教师充实教案。
2.“主讲与助教式”授课

经过几轮的实践，老师们形成了“一位主讲，多位助

教，同时上台”的授课方式。主讲教师担负起课程进程的

把握责任，当课程主线进入到某个环节，需要更加深入的

专业知识解释时，相应专业的教师（助教）会担当授课角

课程与教学KE CHENG
YU JIAO XUE

43



北京教育 普教 / 2013 / 04

色，为学生答疑解惑。当这个环节完成后，再由主讲教师

继续推进课程。
3. 活动为主，体验结合

在课程设计中，以活动为主，为学生呈现出真实的生

活场景，从身边发现问题，综合运用科学解决实际问题。在

“水知道答案”这一主题教学中，我们为学生设计了“造

纸”活动。当将自己的名字写在亲手制作的纸上时，学生

感到骄傲的同时也明白了纸张的制造技巧和一张纸的来

之不易。造纸过程中应该“对水进行合理的使用”，“珍惜

纸张和珍惜水源”这些原来看似大道理的话，通过亲身体

验的活动已经润物细无声般地融进了学生的思想中。

专家点评

问题与发展是课程开发的焦点

孙智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北京四中开发的校本选修课程———“上升中的科学

舞台”，是集问题性、综合性、活动性、动态开放性为一

体的综合科学课程。本课程的开设，有力地提升了学生

的科学素养，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是一门成功的校

本课程。
四位教师主动开发的这门课程，首先将问题聚焦在

学生身边的自然现象以及社会上突发的自然科学现象，

积极解决学生生活中的疑问。当“南方大旱”“日本海

啸”“世界末日”这些话题袭扰全球时，教师们发现了

它们的科学意义。问题是思维的起点，是学生发展的原

点，所以，只有关注问题，才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同

时，关注学生和社会上的时效性问题，有利于学生对知

识的活学活用，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决策，提升学生

的公民素养。
综合性是综合课程的突出特点，也是“上升中的科学

舞台”课程的突出特点。世界各国之所以开设综合课程，

在于科学概念和原理具有统一性，科学在向纵深分化发

展的同时，又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相互渗透和多层次的综

合。四位教师对这门课程开发，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他

们将科学和科学发展特点，具体化为科学教学的特点，引

导学生打破知识之间的栅栏，形成科学综合能力。
该课程的实施，突出了教学过程的活动性。活动是学

生发展的源泉，以实验为特征的科学课程，更具有活动的

特点。因此，四位老师在各课程主题的开发中，都将学生

活动置于中心位置，深刻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精神。
动态开放性是该课程的又一特征。四位教师时刻在

关注着社会热点问题，关注着科学、技术、社会和环境的

关系，从而使该课程始终保持着鲜活的特征，增强了课程

对学生的吸引力。
该课程的开发有力地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展。课程

意识和课程开发能力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新课程改革对教师的期盼。从该课程的开发过程来

看，四位教师不仅具有课程意识，而且也具备较强的课程

开发能力。同时，需要特别肯定的是，他们的课程开发是

自发主动的行为，反映了校本课程开发以教师为主体的

特点，这更有利于他们自身的专业发展和学校办学水平

的提高。
该课程不是完美无缺的，从发展的角度而言，还需

要突出学生的问题意识，增强课程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发

展性。因为任何一门课程的开发，都必须明确“学生现

在在哪里”，将把“学生引到哪里去”，这其中的关键就

是学生的发展，而学生是在问题中得以发展的，因此，问

题与发展是课程开发的焦点，“上升中的科学”也需要

聚焦于此。■

课程主题 课程主要内容的关键词

光影

与颜色

可见与不可见的光、光的传播、眼睛与视觉、美丽

的色彩、色觉和色盲、颜色与心理等

水知道

答案

水与生命、蓝色的“水球”、水的性质、水的化学

变化等

天空与

大地

浩瀚的星空、太阳与能量、时差季节与历法、环球

航海、板块、重力、磁极和指南针、地形、土壤与粮

食等

生命的

历程

生命的特征、生命的起源、进化、寿命、死亡与循

环、食物链和天敌、生命的价值、关于地球外生命

的探索、保护和尊重生命等

大气与

环境

大气层的形成与作用、尾气与污染、垃圾和白色

污染等

螺旋
自然界中的螺旋、人类世界的螺旋、螺旋曲线的

计算、螺旋的奥秘等

饮食与

健康 *

食物的成分、消化与运输、免疫与药物、菜肴的烹

饪、营养保健食品、运动与代谢、毒品与心志

交通与

能源 *

交通方式的便利、速度、消费成本、商贸、乘车安

全、城市与乡村、网络、汽车电车和自行车的能量

变化、电的本质、电池、发电厂、生物电和安全用电

微观的

世界 *

从大到小（尘埃、微生物、细胞、分子、原子、质

子、夸克）、蝴碟效应、量变和质变、元素、周期

性、结构与性质的关系等

附表：“身边的科学”选修课课程内容概览

课程与教学 KE CHENG
YU JIAO XUE

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