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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素质在学生教育工作中举
足轻重。在震泽中学，两个省级课
程基地项目——“晓庵天文”与

“育英太极”相辅相成，一文一
武、文武兼修，以课程建设引领
学校特色文化、以课程基地助力
学生学习，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

“‘晓庵天文’是我们学校的
传统项目，有着几十年的历史，让
学生在脚踏实地学习的同时，还能
仰望星空。”震泽中学教务处副主
任庞玉忠告诉记者，早在 1982
年，震泽中学就成立了“晓庵天文
小组”，并设立“晓庵天文观测
站”。“全国青少年天文夏令营”
“‘相约世纪日食’江苏千名少年
儿童日全食观测天文夏令营”等匠
心独运的“晓庵天文”活动薪火相
传，并在一代代震中人心中播撒下

“天问”“求索”的种子。2011
年，“晓庵天文”课程基地正式成
立，是江苏省首批课程基地项目之
一；2018年，震泽中学依托“晓
庵天文”课程基地成为“苏州市基
础教育课程中心校”。

为了让学生充分学习天文科普
知识，震泽中学以“需求评估——
资源调研——资源收集与整理——
资源分析”为开发流程，整合九门
国标课程开发建设 《学究“天
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概
览》《怀想诗意的天空》《高中数学
与基础天文》《天文视窗》《高中物
理与天文》《宇宙化学》《宇宙中的
生命探究》《谈天说地》《史海天
文》等九册“晓庵天文校本课程系
列教材”，以及 《晓庵天文微课
程》《自然生态》《机器人制作》等
科普校本课程，使科普教育走进学
生课堂。

每周，高一的学生都会按照课
表进行天文观测、仪器使用等活
动。此外，夜间天象拍摄活动、

“国际观月夜”天文观测等活动的
开展，更是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
力，丰富了他们的课余生活。

活动的开展，不仅提升了震泽
中学学子的科学素养和人文情怀，

也发挥着课程基地的辐射作用，对周
边地区乃至全国范围都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我们与苏州青少年科技馆开展
合作，联合举办‘晓庵天文’普照吴
江活动，让其他学校的学生也能到我
校学习科普知识。”庞玉忠说，学校的
天文活动并不局限于吴江地区。近年
来，学校还接待了来自加拿大等国家
的师生，让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

“依托‘晓庵天文’课程基地的建
设，我们还与南大共建了‘育英科学
院’，为学生提供了近距离感知‘双
一流大学’学术氛围以及科学精神的
机会。”

说起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就不
得不提到2017年震泽中学建设的“育
英太极”课程基地。《太极体验》《太
极技能》《太极哲学》《太极国学》《太
极养生》《太极拳理》等，一本本校本
课程，将“育英太极”课程基地的主
题理念——“乃武乃文，养正化人”
进一步升华。“我校以‘太极竞训中
心’和‘太极文化研究院’两大主体
建设为依托，以王健工作室为核心，
开发了适合太极拳套路练习的育英太
极十式教程。”庞玉忠表示，育英太极
十式已经成为学生体育课上必学的内
容。有时，学校还会在大课间组织全
体学生进行太极操表演，场面十分壮
观。

同时，学校的育英太极社在“太
极套路”训练、“太极推手”竞训、

“太极国学”探究等活动中迅速成长，
获评了苏州市第十二届“阳光团队”
称号。学校也培养了一批太极竞技选
手，在大赛中屡创佳绩。在平时的生
活中，震中学子还将太极拳带往大街
小巷，在街头进行太极表演或将太极
拳融入公益活动等，进一步扩大了太
极拳的辐射面。

2019年1月，学校15名学生游学
法国，在文化交流的同时，不忘传播
中国太极文化，在法国进行了太极表
演，还教授住家家长和学生育英太极
十式。“太极讲究一个‘静’字，在学
习生活中，学生有时难免会心浮气
躁，太极拳既可以强身健体，又可以
让学生的心安静下来，增强学生内在
的学习动力。”庞玉忠说。

一文一武 文武兼修

课程基地助力学生学习
本报记者 史韫倩

暑假已开始10天，震泽中学高一
的部分学生除了做各学科作业外，还
在忙于研究性学习课题的资料收集和
调查。“2000年以来，震中的每一位
学生都需要参与研究性学习，通过课

题研究，培养他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尤其是收集、分析和利用
信息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责任心和
使命感等多方面的能力。”震中副校长
王建荣告诉记者。

课 题 参 与 培养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王建荣介绍，研究性学习是指学
生在教师指导下，从学习生活和社会
生活中选择和确定研究专题，主动获
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活
动。

每年10月，震中高一学生都要参
加学校开展的课题开题指导会，学习
课题选择方向和研究方法等。之后，
学生三五一组，共同商定课题、撰写
课题报告表等。“这些课题的内容，一
般都是结合了校内资源、社区资源或
家庭中的教育资源。”教科室副主任翁
天虹介绍，学生确定后的课题会在班
级内亮相，接受班内其他同学的评

定，得到其他同学的建议或资源帮
助，使课题更好地开展。学校以各学
科老师为主的课题研究性学习中心组
成员，会进一步对学生课题进行审
核，指导学生完善或优化课题的内容
和操作方法。

课题最终确定后，组员会进行任
务分配，有人写文案，有人拍照，有
人问卷调查，有人找资料等。一般一
个课题的完成时间是一年，到了高
二，大部分学生需要重新选课题，也
有学生继续高一的课题。震中每年高
一学生有600人左右，加上高二学生
的课题，会形成170多个课题研究。

课 题 评 选 积累丰富研究经验

为了督促学生不折不扣地开展课
题研究，学校对课题进行了网络化管
理，每个课题都会挂在校园网上。

高一第一学期末，各课题组成员
需要上传课题研究的相关内容到校园
网上，如照片或视频，个人活动感
悟、组员互评、指导老师评估、家长
意见等。高一结束时，学校会评选班
级优秀课题，再评选校级十大优秀课
题，汇编成每年一期的校刊《放飞翅
膀》，同时送区评选。

“震中的研究性学习开展了 18
年，《放飞翅膀》出了18期。”教科室
主任孙杰介绍，学生们的课题研究经
历三个发展期，即从开始的人人参与
课题研究，到做好做优课题，到立足

校园资源，结合学校天文特色开发的
9门校本课程，使课题既优又特。在
课题的确定方式上，也经历了教科室
拟课题学生做；到学生提课题、老师
修改；再到学生自己提出、完善课题
等三个阶段。

18年来，学生在课题研究方面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出了不少优秀作
品。《“诗意星空”情景室的创设》获
苏州市二等奖；课题《物理——流体
的研究与运用》获吴江区一等奖，苏
州市综合实践活动样板学校课程实施
展示活动、省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课
程培训会（苏州）都曾在震中举办；
学校的研究性学习课题也曾在省精品
课题研讨会上作汇报展示。

课 题 研 究 培养探究求知精神

“研究性学习不同于综合课程，虽
然它涉及的知识是综合的，但是它不
等同于活动课程。”王建荣介绍，虽然
它是学生开展的自主活动，但它是以
科学研究为主的课题研究活动。它也
不等同于问题课程，虽然以问题为载
体，但是以研究性学习为主要学习方
式的课程。

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学生需要
运用多种手段来完成相关内容，如观
察、调查、访谈、试验、设计、制
作、评估等。如课题《欧美流行音乐
对我们的影响》，就需要进行问卷调

查；《对吴江各地美食文化的研究》，
就需要到各乡镇去实地调查；《如何投
准三分球》，就需要运用所学的物理知
识进行分析等……通过一个个课题的
研究，学生在获取知识、得出结论、
形成产品的同时，也培养了科学的态
度，懂得了分享与合作的重要性，更
是培养了探究和求知的精神。

孙杰告诉记者，随着新高考方案
的出台，学校的研究性学习也将与时
俱进，会更加务实，在课时、内容等
方面会进行更精细化的管理，为学生
参加高校的自主招生添彩加分。

“知识”发现“方法”习得“态度”形成

研究性学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本报记者 易彧

多年来，吴江在不断提高学生文化知识教育质量的同时，素质教育也紧抓不放，通过对学生在思想道德建
设、能力培养、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促进每个学生有个性、有创造地发展，培养出
了一批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子。“吴江教育”从本期开始，将陆续对部分在素质教育方面有
亮点、有特色的高中、初中、小学进行展示，敬请关注。

编者按

要成绩单 更要学生全面发展
——记震泽中学素质教育

省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培训会省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培训会（（苏州苏州））在震中举办在震中举办。。

课题在班级课题在班级““亮相亮相”。”。

学生学习使用天文望远镜学生学习使用天文望远镜。。

拳击训练拳击训练。。

学生表演太极学生表演太极。。

“如今，充满趣味、有声有色的
社团成了学生们的课外根据地，不少
特色社团更是成了学校的‘金字招
牌’。”近日，记者走进震泽中学，探
访该校社团开展情况，震泽中学德育
处主任王静芳如是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震泽中学
在不断提升教研、教学质量，保障学
生学业和成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素
质教育，不断开展丰富多样的社团活
动，激发学生自主管理、自我培养、
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培养学生在“第
二课堂”的学习兴趣。

多元社团“百花齐放”

“今年是社团开展的第12年，期
间，我们对社团进行了多番调整。”
王静芳告诉记者，震泽中学社团遵循

“优胜劣汰”的原则，每年，根据学
生的兴趣爱好与需求，对社团进行调
整，保留并增设学生喜欢的社团，去
除不受欢迎的社团，以便更好地调动
学生参与社团的积极性。

震泽中学的每一名学生都经过社
团的“洗礼”。记者了解到，每年新
学期伊始，社团纳新大会就会在校园
内隆重举行。那时，学生可以通过网
络报名，自由选择喜欢的社团。“保
证一个学生报一个社团，旨在为学生
搭建展示自我的平台，丰富他们的校
园文化生活，培养他们各方面的兴趣
爱好，也发挥学生的优势和特长。”

王静芳说道。
“目前，震泽中学开设了咔咔动

漫社、冷月书社、配音社等39个社
团，涉及了音乐、舞蹈、体育、书
画、天文等多个领域。”王静芳介
绍，每到学校社团活动日，学生都
兴致盎然，积极参与。校园里矫健
的运动身影，优美的舞姿，嘹亮的
歌声……成了震泽中学一道亮丽的风
景。

注重学生自主管理

针对社团管理，震泽中学采取
“学生管理为主，教师指导为辅”的
管理制度。王静芳告诉记者，大部分

社团实行学生管理的方式，学生通过
自我推荐和相互竞选，选出自己认可
的社长等社团负责人，并自主组织管
理社团的各种活动。

“每次社团活动，从一开始的活
动策划、活动申请，再到活动举办、
后续报道等，皆由社团的学生一手操
办。”王静芳介绍，每一次活动，学
生集思广益、团结协作，擦出了许多
智慧的“火花”，收获了友谊，经历
了成长。在学生心里，社团已经成了
一个发展自我的平台。

震泽中学还设立了学生会社团
部，定期做民意调查，检查各个社团
开展的情况等，并及时将调查的内容
整理反馈、汇报给相关负责老师，对
社团进行调整完善，提升社团质量。

此外，每个学期末，根据各社
团递交的汇报材料，学校评选出明星
社团，并予以奖励，以此肯定学生社
团的自主管理能力，激发学生的参与
感、荣誉感和积极性。

让更多梦想成为现实

经过12年的成长，社团建设不
断完善，多个社团荣获全国、省、
市、区等各级的奖项。“去年，光阴
的故事微电影社获评‘苏州市第十三
届阳光团队’。”王静芳介绍，该社团
制作的宣传片《新生攻略》上线后，
点击量过万。

除了获奖，社团还有不少成果。

不少社团根据社团特色，制作出了各
类衍生品。如利用LOGO设计出本
子、信封等文创产品……在社团活动
中，震泽中学学生都收获颇丰：有的
掌握了一项技能，有的提升了自己的
人际交往能力，有的则进一步凸显自
己的个性特长……每一个学生在这里
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小天地，感受到
幸福的校园生活。

“在社团中的锻炼，让不少学生的
梦想成为可能。”王静芳说，参加光阴
的故事微电影社的沈佳慧，因为社团
练就了传媒本领，也爱上了传媒行
业，考大学时，她选择了传媒专
业。现在该社团的社长盛书瑶，也
因为社团的影响，梦想明年考入传
媒大学。

社团：让每一位学生绽放个性风采
本报记者 贾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