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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问：作业改革是个综
合项目，牵涉到方方面
面，金华市作业改革主要
改什么？

答：金华市全域推进

作业改革的主题确定为指

向素养提升的单元作业设

计和项目化作业设计与实

施。大单元教学和项目化

学习是当前教学改革的新

方向，单元作业设计和项

目化作业设计是推进大单

元教学和项目化学习的重

要抓手。在项目主题的引

领下，各学科深入研究作

业类型、作业功能、作业目

标、作业规范、作业难度、

作业时间、作业结构等真

实问题。在研究过程中还

重点关注如何优化作业

链，即从整体性的视角关

注作业的设计和使用的全

过程，全面梳理作业的设

计、布置、批阅、数据统计

及讲评和订正中的真实问

题，让作业给教学以正确

的导向。

问：金华市推进作业
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
域推进，如何推进？

答：全域推进是指全区域、全学科、全员

推进作业改革。金华建立了“市—县—校”

三级联动机制：市级层面在省教育厅教研

室指导下，由金华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牵

头，设计全域推进作业改革方案；出台各

学科、各学段的作业设计标准；建立畅通

的作业互动交流和展示平台。县级层面

由各县市教研室牵头，在原有研究的基础

上，找到一个有研究、有思考、有特色的项

目进行深入研究，实施“一县一案”。校级

层面则由市教研中心学科教研员牵头，各

学科建立20人组成的作业设计研究团

队；每学科设立2~4所作业设计与实践的

实验学校，与学科特色教研组的培育紧密

结合，在校本作业方面实现新的突破。立

项100个市级专项课题，以研促改，鼓励

全域全员齐思共研作业改革。

全域推进还体现在重视对音体美劳

和综合实践等课程的作业研究，重视实

践性作业对教学的积极引导作用。

问：您曾说，作业改革引领未来教学
方向，如何理解？

答：我认同“教—学—评”一致性的理

念，作业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

各种机制和培训，帮助教师学会鉴赏和编

写优秀试题。通过对作业的认识，提升教

师对课程标准和教材的理解，从而提升课

堂教学效率。主要途径有两个：一是开展

说题教学研讨，包括优秀试题设计的原则

和方向、试题水平层级的划分、优秀试题

的设计技巧等；二是创新试题设计大赛，

通过比赛提升教师的试题设计水平和课

题教学水平。

在培训的基础上，教研部门积极组织

教师学习优秀作业的编写，通过试题的编

写让更多的教师慢慢理解作业的情境之

新、设问之巧和思维之妙。鼓励教师在

教学中尝试着让学生参与作业设计，可

以让教师慢慢理解教师与学生之间思维

的差异。

问：金华市作业改革想实现的目标是
什么？

答：一是区域整体教学质量得到有效

提升，助力区域办学水平均衡发展；二是区

域作业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作业链不断得

到优化，形成作业设计、布置、批阅、数据

分析、反馈等环节组成的作业链闭环；三

是培育一批作业改革实验典型学校，提炼

作业改革与作业管理典型案例，形成系列

化、特色化、有较大参考价值的校本作业

样例，建立以数字化、精品作业集等形式

的精品作业共享资源库；四是培育一支有

理念、善研究、具备较高作业设计水平的教

师队伍。教师设计作业的能力显著提升，

“教—学—评”一致性得到有效落实。及时

发现提炼作业改革典型做法与成果，为全

省贡献作业改革的“金华经验”。

2021年8月开始，金华市作为浙江省“双减”工作唯一试点市，工作成效显著，两次在教育部“双减”工作通气会上作经验

汇报。2021年金华市被列入教育部首批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2022年3月18日，金华市成功入选浙江省义务教育

阶段作业改革实验区。

金华作业：从“时间”的控制走向“实效”的追求
□俞寅琳 言 馨

几天前，金华市湖海塘小学人声鼎沸，

“船王争霸赛”热闹举行，学生们乘着自己

设计制作的小船乘风破浪，兴高采烈。“项

目化作业基于真实情境，我们的作业设计

要以生活为来源，不仅要实现知识的掌握，

更要提升综合素养。”校长吴志坚说。为了

破除学科教学与项目化学习“两张皮”的痼

疾，学校强调项目化学习要与学科教学内

容相结合，形成了系列化的学习项目，诸如

“工程技术系列”“农业种植系列”“土壤改

良系列”。通过实践探索，形成了“明确目

标、调查研究、头脑风暴、建立模型、测试优

化、沟通反思”的学习步骤，让学生像科学

家一样思考和实践。学生在这个过程中焕

发出巨大的热情。

这只是金华市进行作业改革的一个场

景。金华为了改变作业形式单一、作业内容

陈旧、作业任务繁重、作业倦怠等现状，正努

力全域推进作业改革。

作业改革到底改什么？推进作业改革

的抓手在哪里？全域推进作业改革如何实

施？带着这些疑问，笔者到了金华，走进改

革现场。

作业的设计和实施是促成

学 校 和 谐 师 生 关 系 的 重 要 路

径。从学校的视角、教师的视角

和学生的视角3个维度寻找学生

作业中的真实问题，激发教师参

与作业改革研究。

“怎样恰当地和学生沟通作

业意图？”“学生作业一直拖拉怎

么办？”“学科作业如何统筹安

排？”“怎样的批改方式可以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这些问题涉

及作业习惯、安排、意图、设计、

兴趣及对学生的帮助，是金华市

金东区实验小学进行作业改革

的切入点。针对作业管理的难

题，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在向

教师广泛征集的基础上，提炼出

了“作业管理20问”。学校各教

研组从中认领研究问题，每周安

排固定的研讨时间，确定问题项

目的研究方案，规划进程，形成

成果。学校利用周前会，为各学

科组提供交流平台，分享阶段性

研究成果。“我欣喜地看到这一

项工作从外在的任务转变成了

教师内在的自觉需要。‘作业管

理20问’是从‘时间’的控制走

向‘实效’的追求。”校长方青说：

“更希望以作业为媒介，建立良

好的师生关系。”事实上，所有问

题的解决，都是基于学生与老师

之间能有更多的理解，不仅仅是

布置、督促、检查、惩罚，而是有

更多的沟通、引导、帮助和思

考。这也与学校这一阶段的办

学方向“解决关系与情感的问

题”是一致的。

走进浦江县实验小学，墙上贴满了“约

练之星”的名单和照片。校长徐双莲笑着告

诉笔者，有家长说，自己家的孩子现在已经

“走火入魔”了，看到任何物体都“要拿卷尺

量量看”。上了《测量物体的长度与宽度》

课后，三年级学生群体中掀起了“测量

潮”。这与学校出台的“十约争章”反馈激

励办法有关。学校开设了作业争章，包括每

日约算和每日约练等，通过目标达成情况来

获得五角星，累积获评“约练之星”。题目

可以自己约，同伴可以自己约，教师可以自

己约，实现了做作业的自主性，学生焕发出

巨大的热情。

学校围绕契约文化，构建了小学生自主

发展评价体系，有“小鬼约题”“师生有约”

“三方有约”等方式。“小鬼约题”角色互换，

创新作业批改方式，把学生“被批改”转换为

学生“自批改”。“师生有约”拉近师生距离，

包括随堂模式、小组模式、抽查模式、面批模

式、交流模式等。“三方有约”是三方互评：

“作业开放日”和“作业点赞日”中，师评生、

生评生、约家长参与评，从而让作业反馈成

为教师和学生、教师和家长、学生和家长之

间最有效的纽带。“小鬼有约：小学生自主发

展评价体系”把儿童放在评价中央，将评价

融在“有约”活动过程中，建立了班主任、任

课教师、同伴、家长、社会力量等组成的多元

评价主体；将评价内化为学生自我成长的过

程，实现“老师喂食”到“自己觅食”的学习方

式变革。

实践发现，当师生关系改善，学生做作

业的效率与学习效果可以大大提高。

学生通过逐步完成项目中的活动

任务，最终产生一件“项目作品”作为

作业成果。这种以“做中学”理论为基

础、基于项目学习的综合性作业，是对

标未来、培养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未

来人才的好途径。

金华市环城小学植物园“明月园”

的东南角是学校的蝴蝶园。这段时

间，蝴蝶园里有十几种蝴蝶。学校以

项目为导向，以蝶为媒，整合学科知

识，形成蝴蝶系列课程，开发了系列校

本教材，“以蝶为媒，大单元整合教学

的实践研究”成为浙江省教研重点课

题。学生居然从这样的研究起步，被

评为中国“小院士”。学校蝴蝶研究小

组学生也被邀请到电视台直播间介绍

蝴蝶。

“学习不仅仅是知识的输入，更是

学生内化后的输出。好的作业，要能

发展学生的思辨力、应变力和创造力；

实现个性化、弹性化和多元化，趣味

性、层次性和选择性。”义乌市绣湖中

学教科室主任严兰芳认为，作业要让

学生学会用习得的知识和掌握的技能

来解决未知的问题；要布置更符合学

生成长规律和年龄特点的作业；要从

“眼中有作业”向“心中有学生”迈进，

让学生做一题，会一类。以数学为例，

绣湖中学数学作业的布置符合学生最

近发展区，引发学生辨析、思考、反

思。同时，开展错题辩论，提倡作业

对话，还重视专题学习，提倡一题多

变。学校开发项目作业，提倡创新自

编。学生通过编题目、写数学小论

文，提高创造力。在绣湖中学，目前

最受学生欢迎的是项目化作业“科学

家的故事班级汇演”。一个班学生分

成七八组，每个组演出5分钟。学生

们自己编写作业。道具的设计，场

地、服装、音乐等的选择，人员的安排

分工，需要的费用等，都由学生自己

设计、实践、探索……学生们结合美

术、数学、音乐等学科知识，最后呈现

出了精彩绝伦的数学作业。

推进作业改革，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我们像钉钉子一样，扎扎实

实推进学校作业改革”永康中学校长

胡德方说。永康中学开展单元整体作

业设计，以素养为本进行有机整合、提

炼单元目标与主题，使教学目标更加

集中、更加聚焦。通过统领单元的情

境、任务等设计，构建单元作业整体设

计的体系，形成作业单元整体设计流

程：整体规划单元目标、研制单元作业

目标及核心任务、依据目标设置单元

作业、根据反馈调整完善作业系统。

在每一个课段及单元作业的最后部

分，学校都会设计学习反馈活动，以检

测反馈学生该课段或单元能力的习

得。如历史教材中《走向和平发展的

世界》单元的整体活动设计，时政述评

活动贯穿始终，让学生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分析历史与现实问题，增强国际

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社会责任感和

历史使命感。

学校在开发项目化作业、跨学科

作业、单元作业的过程中，提倡思考辨

析，让学生在“真实风浪中学会了游

泳”。而学校通过各项活动促进改革，

培养教师对学科课程的整体把握能

力，提升教师作业设计能力和实施水

平，助力教师专业成长，提升教育教学

质量。

B.作业改革就是改内容，
焕发学生学习积极性

作业不仅仅是检查学生的学习效

果，更应该是“教—学—评”一致性中

的重要一环。学校应形成作业设计、

布置、批阅、数据分析、反馈等环节组

成的作业链闭环并不断得到优化。

在金华第一中学，紫色封面的一

本活页册引起了笔者的注意。封面上

书“明疑录”，翻开一页，发现上半页为

“录疑、释疑、明疑”区，下半页为学习

交流区，包括“每日之疑”“教师答

疑”。册中学生有疑、教师有答，还附

录了往届学生的一些自创好作业。

学校教科室主任王少华告诉笔

者，金华一中秉承丽泽书院“凡有所

疑，专置册记录”的治学之风，在全校

推广使用《明疑录》，旨在倡导学子于

日常学习中养成“勤思善思，及时明

疑”的优良学风，引领全校师生进一步

形成交流切磋学问的良好氛围。

学校以《明疑录》作为载体，开展

作业链的闭环管理，从教师和学生两

个维度强化作业落实，引导学生自主

整理、学生明疑、教师释疑、同类归类，

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目的。

“作业减下来，学生才有时间整理，

自我学习。”王少华说，“目前，经过改

革，学生作业已经减少了40%~50%，

我们希望把晚自修还给学生，让学习

自主发生。”学校首先加强了教师作业

调控，包括学生作业信息的录入分析、

反馈、跟进、调整，及时反映和处理作

业中出现的问题，加强作业的闭环管

理，从解决真正的问题切实转向真正

解决问题。学校对作业进行全新的设

计，有历史课本剧、海报设计等跨学科

展演创作类作业，模型制作、实验设

计、STEAM设计等实践探究

类作业，社会调查、野外测量

等实地调查类作业，基于真实

情境习题训练类作业等。作

业布置体现层次性，作业评价

注重定量评价数据采集、整理

和分析。

不同的作业形式与不同

的作业内容，对作业功能的发

挥程度必然不一样。而全作

业链的设计更需要管理导

引。学生的学习时间、学习能

力是相对固定的，在科学的作

业设计基础上，进行合理的作

业布置，是实现作业管理目标

的一个重要环节。

金华市通过开展作业布

置的调研活动，从作业量源头

管理、作业布置管理、作业质

量要求 3个维度展开实践探

索，聚焦作业的数量、难易、频

度、形式等方面，使作业成为教学的补

充和延续，让学生愿意做、能够做、做

得好，从而达到作业改革的预期目标。

在金华市金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智能化管理的“双减通”颇受欢迎。校

长郑建洪告诉笔者，“双减通”是“浙里

办”中的模块，使用非常方便。通过建

立作业校内公示制度，合理调控作业

结构，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

家庭作业；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作业

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

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

坚决防止学生书面作业总量过多。

金华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主任

周红星告诉笔者，该市自主开发“双

减通”的作业管理模块：一是通过与

教研员的交流和研究，建立作业量标

准，提升教师对作业质量和作业难度

的判断能力；二是通过平台使家长和

教师建立一个作业的互通平台，实现

家长和学校的有效沟通。比如，教研

员为每个学科梳理主要的题型，为每

个题型提供不同难度的3个样题，分

别用一、二、三颗星表示不同试题的

难度样例，并提出样例的答题时间供

教师参考。每门学科教师可以根据

本校学生的情况调整作业的难度系

数。通过题量、难度系数及预估的每

小题答题时间，可以很容易地通过

“双减通”平台判断学生的作业时

间。一份作业中，至少可以分为3个

梯度：基础性的题目全班基本达到

100%的完成度，发展性的题目达到

60%左右的完成度，拓展性题目达到

30%左右的完成度。金华市积极利

用大数据进行精准诊断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重视作业过程诊断，及时

反馈发现课堂作业中的主要问题，实

现了对学生作业的差异化管理。

C.作业改革就是改机制，建立完整作业链

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学生在进行向金华市金东区实验小学学生在进行向
日葵项目化乐考日葵项目化乐考。。

金华市湖海金华市湖海
塘小学学生乘着塘小学学生乘着
自己设计制作的自己设计制作的
小船小船，，参加参加““船王船王
争霸赛争霸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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