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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领导力袁是校长领导力的核
心内容之一遥在促进学校课程改革与
建设发展中袁课程领导力主要体现为
校长在课程规划尧设计尧开发尧实施尧
评价等方面的能力遥农村地区是我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阵地袁其课程
与教学水平直接影响到我国课程改
革的整体发展遥

自从我国实行 野三级课程管理冶
体制后袁学校具有了一定的课程自主
权袁农村新任校长不仅需要落实好国
家课程袁也需要带领团队开发校本课
程袁构建学校特色化课程体系袁从课
程管理走向课程领导遥无论采用何种
提升课程领导力的方式袁都需要助力
校长做好学校整体课程规划袁重点抓
好以下六个方面院

第一袁摸清学校课程基础遥 农村
新任校长要做的不是野另起炉灶冶袁而
是在学校原有课程基础上进行适宜
性再创造遥对外要了解掌握学校所处
的地域文化尧乡土文化以及可供利用

的课程资源曰对内要梳理分析学校既
有的办学传统尧办学条件尧学生情况尧
教师能力等遥 例如袁某农村新任校长
在学校原有课程基础上袁将 3 门分散
的校本课程按照一定的理念与逻辑
框架袁融入信息技术手段袁改造形成
了学校以二维码呈现的野码课程群冶袁
凸显了学校的课程特色遥

第二袁明确学校课程哲学遥 美国
课程专家约翰窑古德莱德指出袁 哲学
是课程决策的起点遥学校课程哲学是
一所学校课程改革信奉的根本理念
和价值追求袁 诸如有些学校提出的
野成志教育冶野率性教育冶野融创教育冶
等价值理念遥 它是学校自主建构尧指
引学校课程改革的核心精神袁包括学
校使命尧学校愿景尧育人目标袁三者一
脉相承袁其中育人目标是核心遥 对育
人目标进一步分解和细化袁就形成了
学校的课程目标遥

第三袁搭建学校课程框架遥 可从
三级课程结构的视角搭建课程框架袁

即构建宏观课程结构袁 设计课程门
类曰细化中观课程结构袁创设课程门
类下的具体课程曰 聚焦微观课程结
构袁设置每门课程中的核心内容遥

第四袁组织学校课程研发遥 成立
课程研发团队袁 制定课程研发方案袁
明确课程研发策略袁通过培训使教师
理解学校的课程框架与目标袁掌握课
程研发的必备知识与技能遥

第五袁推动学校课程实施遥 从丰
富学生学习经历的角度袁通过课堂教
学尧社团活动尧校园节日尧研学旅行尧
项目学习等多种方式实施遥

第六袁开展学校课程评价遥 课程
评价不仅包括对课程本身立意尧目
标尧内容尧方式尧手段尧课时等维度的
评价袁也包括对学生学习效果和家长
满意度的评价袁每种评价都要有具体
标准遥课程评价的目的旨在不断改进
与优化课程袁使课程真正成为农村学
校的品牌袁惠及更多农村学生遥

王姣姣

24 年前袁19 岁的我从师范院校
毕业袁 被分配到一所偏僻的完小教
书遥 这所完小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袁
我的教学工作是包班三年级袁除了音
乐其他学科都教遥 一个月后袁年龄带
来的代沟不再是问题袁我与老教师已
经沟通自如袁也许在他们身上没有先
进的理念和高超的教学技艺袁但他们
身上那种朴实和自然可能正是现今
教师或者当下教育所缺失的遥

一年后袁 我被调到中心小学任
教遥 在那里袁我感受到了压力袁许多与
我年龄相仿的人常常引经据典袁教学
也游刃有余遥 农村学校的经历告诉
我袁只能埋头苦干遥 夜里办公室的灯
亮着袁已不再是我一个人在灯下遥 没
有网络的日子可以与书本靠得更近袁
携着墨香的文字可以让头脑更清醒尧

思维更敏锐遥 我记得那时袁不管什么
人叫我做事袁我都回答野没问题冶遥

10 年后袁我进了城袁不同的学校尧
不同的理念袁 让我对教育的理解也越
来越深刻遥看着其他教师写论文尧搞课
题袁我才发现成长的另一条路遥 于是袁
我重新拾起那些曾经丢掉的教育学尧
心理学书籍袁 蓦然回首才发现经典就
在眼前遥读书才会发现自己的肤浅袁思
考才会认识自己的片面遥 但读书带来
的变化并非在短时间内能凸显袁 我只
能感受到别人说的话有点听懂了遥 我
也开始做课题研究袁 从市级小课题做
起袁直到省规划办的课题袁课题研究的
幸福感来自于对一个问题的深究袁是
对野为什么冶之后的追问袁是对野这样
啊冶之后的反思袁最后形成一种思考的
习惯遥 而这种思考的习惯会凝聚成一

个想法院什么才是更适合孩子的方法钥
行文至此袁你可能会发现袁我并

未讲述从教以来大起大落的故事袁因
为确实没有曰也没有述说我与学生之
间感人至深的情谊袁 这个真的有曰更
没有涉及课堂教学中的一点一滴袁虽
然我曾获过江苏省乃至全国小学数
学录像课一等奖遥 我想说的是袁教育
人生更多时候是由平凡小事汇聚而
成袁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关键事件或
关键人物遥 我们只有把每件事当作关
键事件袁 把每个人当作关键人物袁能
吃苦尧爱读书尧肯研究袁教育人生才会
更丰富遥 那时袁我们也许会明白袁自己
的经历和努力不是为了超越别人袁也
不是为了超越自己袁只是为了看到不
一样的世界袁从而更好地带着孩子一
起去看更广阔的世界遥 梅志华

为了让孩子
们了解端午节的
由来和习俗袁感受
中华传统文化的
源远流长袁6 月 9
日袁谢坊中心幼儿
园开展了主题为
野粽情端午尧 粽叶
飘香冶的端午节主
题活动遥图为老师
带领孩子们包粽
子遥

杨娜 郭文君摄

农村校长应从课程管理走向课程领导

教育人生,不只在课堂

绎6 月 9 日袁壬田中学和壬田初中举行
了野体教融合校际篮球交流赛冶袁加强了学校
间的友谊交流袁丰富了校园生活袁达到体教
融合尧以体育人的作用遥 沈小生

绎6 月 7 日袁瑞林长沙小学开展了野毒
品危害知识教育冶主题班会袁通过观看视频尧
图片等形式袁增强学生们识毒尧防毒尧拒毒意
识遥 黄祥 刘丹

绎瑞林镇稳村小学于 6 月 8 日召开心
理健康主题班会袁教育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上
克服任性袁在男女同学团结友爱上正确处理
同学友谊袁以阳光的心态排解心理困扰遥

黄祥 黄草原
绎6 月 8 日袁拔英乡中心小学开展了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默写活动袁让学生在潜移
默化中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并付诸于
行动遥 朱杨珍

绎6 月 9 日袁谢坊初中老师在钟建东校
长的带领下袁来到各小学进行理想信念教育
经验交流袁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意义深刻的
思政课遥 谢水萌

绎传承红色文化袁发扬苏区精神袁九堡
镇中心小学近日举行学生红色文化知识竞
赛活动袁 激发学生深入了解红色文化的兴
趣遥 钟建军

绎井冈山小学钟小菲老师推选的大课
间活动叶激情大课间 悦耶链爷越健康曳荣获
赣州市中小学首届大课间活动评比一等奖遥

杨金媛
绎5 月 7 日袁瑞林镇廖坳小学开展野爱

护眼睛 预防近视冶主题班会活动袁强化学生
爱眼尧护眼意识袁纠正不良用眼习惯遥

黄祥 刘鹏飞
绎为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

化袁丰富节日文化内涵遥近日袁日东乡炉坑小
学开展了野粽叶飘香尧走进端午冶的活动遥

谢南昌
绎6 月 9 日袁日东乡龙井小学开展野争

做红色小导游冶活动袁再现了瑞金的光辉历
史遥 范健娇

绎近日 袁 九堡镇羊角小学各班举行红
色文化知识竞赛袁 让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袁受到红色文化的熏陶遥 杨雨强

绎6 月 10 日袁 冈面乡竹园小学召开六
年级学生家长会袁探讨并消解毕业班学生心
理焦虑问题遥 黄冬林

绎中考临近袁云石山初中为紧张备考的
初三毕业班学生开展野减压助考冶系列活动袁
缓解学生紧张焦虑的心理状态遥 赖远远

绎为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袁日
东乡沿岗小学于 6 月 10 日开展了 野粽叶飘
香尧走进端午冶的包粽子活动遥 刘婷

绎6 月 9 日袁武阳镇国兴小学开展了主
题为野我的体育运动冶的绘画比赛袁让学生通
过绘画的形式记录参与的各种运动及收获遥

张宣优
绎6 月 9 日袁 市公安交管大队云石山中

队民警深入石背小学袁开展 野喜迎建党一百周
年我送平安进校园冶交通知识宣传遥 钟盛发

绎6 月 7 日袁大柏地乡中心小学召开小
学毕业班复习研讨会袁就当前毕业班复习策
略尧学生心理疏导尧考试技巧等方面问题进
行交流研讨遥 雷瑞华

绎6 月 3 日袁泽覃乡中心幼儿园开展了
城南片区教研活动袁增进各园教师间的相互
交流尧相互学习袁实现资源共享遥 谢巧

绎6 月 4 日袁为了让每个残疾儿童都能
享受教育的权利袁云石山乡陂下小学组织教
师积极开展野送教上门冶活动袁及时为陂下小
学服务范围内未入校的残疾儿童送去温暖遥

郭金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