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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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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12月 28日，《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 （2011年
版）的通知》正式下发。课程标准的颁行，意味着课程改革又开始了新的出发。
为准确理解新课标，在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基础教育课程》杂志
社大力协助下，基础教育版将分期邀请各课程标准修订组、学者专家对修订主要内容进
行解读和点评，敬请关注。

新课标，变在哪儿
思想品德
修订重点：具体课程内容条目
的调整，涉及许多细微之处，有增有
删，有丰富也有精简。以知识点来衡
量，缩减约 5%，主要集中在法律和国
情部分。这里从课程内容的三个主题
入手，概括一些重要的修订内容。
1.“ 成长中的我” 部分的重要
修订
（1）增加有关生命教育的内容
（2）引导学生体会青春期的美
好之处
与思想品德课程标准实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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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对于青春期现象，修订稿采
用了更加积极的视角，引导学生从
积极角度理解青春期生理变化的
意义，乃至面对青春期问题时也是
如此。因此，建议教师要了解学生
青春期的过渡与矛盾心理，理解学
生这一阶段的困惑与不适，给学生
一个走出青春期的时间和出口。同
时，要引导学生理解自己身心发展
过渡期的特殊状态，有针对性地引
导学生理解在这些“不适与痛苦”
变化背后正在进行的成长，寻找自

回归生活的理念，经过近十
年的实践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
必须坚持。此次修订，继续推动德
育课程生活化，联系社会变迁、科
技发展、青少年成长需求，综合相
关知识领域，选择并形成教学内
容。强调教和学的过程是学生学
习综合应用知识处理生活经验与

己在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自主与
自由，感受“长大了”、“成熟了”
的美好与责任。
2.“ 我与他人和社会” 部分的
重要修订
（1）要求学生学会与父母有效
沟通
（2）要求学生增强与家人共创
共享家庭美德的意识和能力
（3）引导学生“领会学校生活
的幸福”
3.“ 我与国家和集体” 部分的

生命成长中问题的过程。
思想品德类课程当然应坚
持价值观引导，但我们过去在
教育和价值引导上主要，强调
国家和社会的要求，对学生的
学习需要缺乏关注和发现，引
导势必缺乏针对性，很容易变
成了灌输，这既不利于学生有

文

语文课程中的渗透学科课程标准是
国家意志的体现，世界各国都对母语教育
课程是否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给予了特别
的关注。本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的修
订，强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
导向，并努力把它有机地渗透到课程目
标、内容以及课程实施的各个方面，与学
科教学尽可能水乳交融，紧密结合。
增强课程目标的适切性和教学实施
的可操作性
有的部分原先设定的目标难度过高，
需要适当降低；有的地方需要补充说明，
要强调改变繁琐的教学过程和过于理性、
抽象的要求；有的地方要修改对“目标”、
“建议”的表述，力求使各学段目标的梯
度和层次及有关表述更加清晰；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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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品德课程标准修订组
重要修订
第三部分的几个标题的顺序和
内容有较大改动。由原先的“积极适
应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承担社会责
任”、“法律与社会秩序”、“认识国情
爱我中华”四部分，改为“积极适应社
会 的 发 展 ”、“ 认 识 国 情 爱 我 中
华”、“法律与社会秩序”三部分。
（1） 积极关注青少年成长的新
—现代媒介
环境——
（2）补充“了解不同劳动和职业
的特点及其独特价值”这一内容要求

意愿和热情投入学习，也使课程
目标难以实现。实际上，教育永
远不能脱离学习者自己的学习，
不经过学生的独立思考和自主
实践，一切价值引导都会成为形
式，教育的初衷往往落空，甚至
走向教育的反面。因此，对教学
的组织更多地提倡讨论、辨析、

分享，重视情感体验以及实际能力
的培养。
（朱小蔓，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大中小学德育课程衔接研
究课题组负责人之一、初中思想品
德课程标准修订组长）

□ 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
目标”和“实施建议”中，还有必要进一
步强调关于语文学习的关键性要求，补充
相应的措施和说明。例如，强调“读书”
在语文学习和思想文化修养中的关键作
用，要求高度重视阅读的“兴趣、习惯、品
位、方法和能力”，对于推荐阅读书目和
诵读篇目也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和补充。
针对语文教学中出现的偏差，如阅读
教学中 “以教师的分析代替学生的阅读
实践”、“用集体讨论代替个人阅读，或
远离文本进行过度发挥”，明确要求改正
和防止。
汉字教育是本次修订工作重点考虑
的问题之一。此次课程标准修订，主要有
如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 从第一到第四学段始终强调

修订后的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
目标很鲜明，就是打好“三个基础”：
为学好其他课程打好基础；为学生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形成健康的个性与
人格打好基础；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
好基础。
现在提出“语文素养”的概念，
涵盖面大一些，既包括阅读写作能
力、口语交际能力，又不只是技能性
的要求，还有整体素质的要求。就是
说，语文课程在语文基本能力培养的

“正确的写字姿势” 和 “良好的写字习
惯”，强调书写的规范和质量。
（2）适当降低第一、二学段识字写字
量的要求。 如， 第一学段， 识 字 量 由
1600~1800个改为 1600个左右，写字量
由 800~1000个改为 800个左右。
（3）针对识字写字学习负担过重的问
题，在教学建议中进一步强调“多认少写”
的教学原则，希望下工夫扭转多年来形成
的每学一字必须达到“四会”要求的教学
观念和做法。
（4） 在国家语委和有关专家组的支
持下，推出《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和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识字
写字教学基本字表》的作用就是，让学生
在初级阶段熟练掌握 300个“基本字”。

过程中，必然要注重优秀文化对学生
的熏染，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以及道德修养、审美情趣得到提升，
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得到培养。
（温儒敏，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召
集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学
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
对于教师来说，发现儿童也就是
发现自己。儿童文学素养的提高，可
以帮助我们不断地发现儿童。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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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 “人文性与工具性的统
一是此次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的最
大亮点”，合理调整课程内容，科
学控制课程容量，减轻学生学习负
担成为此次修订的一个重要任务。
对课程内容和容量的调整
在二级和五级的语言知识的
学习标准中，分别明确小学阶段
和初中阶段的主要教学内容。如：
单列出小学阶段应该学习的语音
项目、语法项目、功能项目和话题
项目，减少了小学阶段需要学习
的话题范围，调整部分语言技能
的目标要求。减少了一级和二级
语言技能标准中学唱英文歌曲和
歌谣的数量，将表演英文小话剧
修改为简单的角色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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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是教育，是让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
发现儿童是我们每天要做的工作。尝试
一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乐趣，这与教学是
互补的。教师们有生活经历，积累素材，
变成作品，培养了运用语言的能力，再去
讲课文的时候，一定会讲得很生动、很活
泼。
（金波，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
员会委员，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组
核心成员。）

□ 英语课程标准修订组

将二级目标描述中 “说”的 要求为图片、实物等写出简短的标
要求中的“语调达意”改为“语调 题或描述”修改为“能根据图片、
基本达意”，同时还删除了话题项 词语或例句的提示，写出简短的语
目中的植物、玩具等话题，以及数 句”，体现语言学习的规律和渐进
量、时间等相关意念；
性，为初中学习英语奠定基础。
调整和删除了文化意识标准
对小学阶段课程提出更加具
中的部分内容。对个别语言技能 体和明确的要求与指导
标准的调整是从遵循语言学习规
（1）明确提出小学阶段（二
律和把握好渐进性原则出发的。 级）英语课程在语言知识（语音、
主要调整的内容有：在一级语言 语法、词汇、话题、功能）各个部分
技能标准的“读写”要求中，增加 的分级标准。
了“能模仿范例写词句”，体现语
（2）在情感态度、学习策略、
言学习的渐进性；
文化意识的二级标准中，增加了
在二级标准“说”的要求中， “ 能 体 会 到 英 语 学 习 的 乐 趣 ”、
增加了 “能就日常生活话题作简 “ 乐 于 感 知 并 积 极 尝 试 使 用 英
短叙述”，体现语言学习的规律； 语”、“在小组活动中能与其他同
将二级标准“写”的要求“能根据 学积极配合和合作”和“乐于接

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
英语课程有利于为学生的终
身发展奠定基础。
通过情感态度、语言技
能、语言知识、学习策略、文
化意识等五个方面来共同培
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

力。
不同地方可以根据自己
的具体情况来拟定其英语课
程开设的起始年级。
“减负” 不单纯是一个
“减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在教学中贯彻正确的教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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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外国文化，增强祖国意义”。在学
习策略中，补充了“对所学内容能主
动复习和归纳”、“在课堂交流中，
注意倾听，积极思考”。在二级文化
意识的标准中，增加了“在学习和日
常交际中，能初步注意到中外文化
异同”。
（3）在原初中英语技能教学参
考表的基础上，独立撰写了小学英
语技能教学参考建议，以加强对小
学英语教学的指导。
（4）在教学建议中特别强调小
学英语教学要重视培养学生对英语
的感知能力和良 好 的 语 言 学 习 习
惯；评价建议中特别强调了小学阶
段的英语课程评价要以激励学生学
习为主。

念和方法，实现 “兴趣 +有
效”。
通过好的教学案例来说
明课标倡导的原则在具体的
课堂教学中是如何实现的。
无论课内课外，让学生用
外语完成我们设计好的任务。

简单来说，就是培养学生用英
语来“做事情”的能力。
（ 陈琳，英语课程标准研
制组组长、修订组召集人，著名
英语教育专家，北京外国语大
学教授。）

如何培养
幼儿分享行为
□ 王福兰
分享是亲社会行为的表现方式之一，是指幼儿与他
人共同享用物品，把属于自己的财富、权利、智慧、思想
和情感分给别人，让别人共享，它的对立面是独占、独
享、多占。分享意识与分享行为的培养，对幼儿社会性发
展及健康心理的形成意义重大。
一、影响分享行为的因素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儿童的亲社会行为发
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前运算阶段 （7岁以
前）。这时的儿童以自我为中心，他们关于亲社会问题
的思考通常是以享乐主义为原则，为自我服务的。第二
阶段是具体运算阶段（7-12岁）。儿童的自我中心减少
了，学会了角色扮演技能，开始把别人的合理需要当作
亲社会行为的主要依据。第三阶段是形式运算阶段。这
时青少年开始理解并尊重抽象的亲社会规则的意义，并
将亲社会行为指向更广泛的人。处于前运算阶段的幼儿
的分享行为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是父母教养方式。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幼儿经常因父母、老师奖励亲社会行为而学会分享和帮
助他人。在亲社会行为的社会化过程中，父母的直接教
育和对亲社会反应的强化起了重要作用。霍夫曼关于抚
养幼儿的研究表明，温和养育型的父母趋向抚养利他幼
儿，父母与幼儿的温和养育关系对幼儿亲社会行为有重
要作用。二是家庭环境。家庭生活的核心化、小型化的发
展趋势，有利于儿童生活环境的优化，但由于没有兄弟
姐妹共同生活、互爱互让的经验和相应的训练，孩子成
了家庭的中心，父母的迁就、忍让及不良的教养态度，都
对分享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使其独占欲望膨胀，难以产
生分享行为。三是幼儿自身心理因素。幼儿自我意识形
成较早，但道德认识水平和道德感还处于较低阶段，是
与非往往以自己的愉快或满足为标准，易与同伴发生冲
突。同时受认知水平的影响，缺少分享认知。四是物质条
件。以玩具为例，物质匮乏年代客观上使玩具成为奢侈
品和共享品。但今天的幼儿由于物质条件的优越，不需
要几个人“分享”一个玩具了，久而久之，使其养成自我
中心意识，自己的东西谁也不能动，不利于分享意识的
培养。
二、幼儿分享意识和分享行为的培养
1． 营造适宜的家庭环境
父母应让幼儿从小生活在平等的家庭气氛里，不要
给孩子特殊的地位，以免形成“自我中心”感。方式上要
多与孩子一起玩，陪他做游戏，能如朋友般的交流，能倾
听他的声音，分享他的喜怒哀乐。物质上不纵容也不小
气，能满足他们的一些合理的要求，让幼儿感觉到父母
爱他，给他一个良好的心理预期。导向上要营造公平的
环境，教育幼儿既看到自己也要想到别人，知道自己与
其他成员是平等的关系，不能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同时
支持幼儿与同伴分享。效果上要让幼儿能从父母的反应
中，看到分享行为的结果，感到分享行为带来的快乐。
2． 营造亲密、信赖、和谐的幼儿园氛围
不受任何拘束的心理环境更有利于幼儿各方面能
力的发挥，因此教师应随时以亲切的语言、赞赏的目光、
友善的态度与幼儿平等交往，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心
事，引导孩子去倾听同伴的叙述。教师引导的话语，赞许
的目光，微笑的面容，亲切的点头等，能使幼儿受到极大
的鼓舞，自觉的做出更多的分享行为。
3． 为幼儿树立分享的榜样
爱模仿是幼儿的共同特点。幼儿的模仿对象主要有
父母、玩伴以及书本、电视等媒介里的主人公。越是孩子
喜爱的人，对孩子的影响作用也就越大。因此，父母要以
身作则，言行一致，为孩子做出表率。父母要带头孝敬，
关心长辈，使先长者，先他人，后自己成为家庭关系的行
为准则。工作中的成就或挫折可以告诉幼儿，让其分享
快乐与忧愁，学习赞赏别人和给予同情、理解。还有要让
孩子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教师之间的交往是幼儿同伴
交往和发出亲社会行为的重要榜样。教师之间互相关
心、互相帮助，会给幼儿带来温情的气氛，容易激发积极
的亲社会行为。要在幼儿同伴中树立有分享行为的典
范，让其他幼儿学习，对有分享行为的幼儿做出积极评
价和鼓励，激发其他幼儿向他学习的动机。有意识地引
导分享意识较强的幼儿同分享意识较差的幼儿一起游
戏，促进幼儿分享行为的产生。
4． 移情训练法
霍夫曼对儿童移情及其与行为的研究表明，移情在
儿童亲社会行为的产生中具有重要作用。移情训练法即
培养幼儿理解和认识他人的情绪情感，并引导幼儿产生
与别人情感、状态相一致的情感共鸣的教育训练。让幼
儿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理解他人情绪，在此基础上再教
他们具体分享的方法、规则等，效果就会比较好。
5． 给孩子创造分享的机会
父母要经常给孩子创造分享的实践机会，让孩子的
分享行为得以练习。教师也应该利用幼儿园中的一切活
动为幼儿创造分享的机会。在这些活动中，家长和教师
应及时称赞孩子的分享举动，使孩子得到快慰的心理体
验，促使孩子分享行为的进一步发展。
6． 建立良好的分享规则
一是平等分享。让幼儿通过情感换位来体会，感受
别人的心理，并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从而
建立起平等分享的规则。二是共同分享。同一时间内两
个或两个以上幼儿自愿组合，通过语言与行为的相互配
合协调融洽分享玩具、食物或其他，最终使彼此的情感
都获得满足。三是轮流分享。不同的时间内幼儿将分享
物轮换使用，可以使幼儿在资源少的情况下顺利分享，
培养秩序意识。四是先宾后主的分享。这种分享有一定
难度，可以引导幼儿采取换位思考的方法去展开，同时
对幼儿表现出的先人后己的行为给予肯定，以强化幼儿
类似行为。这有利于培养幼儿宽容忍耐的美德。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