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10－82296896�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478209202015 年 10 月28 日 星期三
教育展台 12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政编码：100082� �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 电报挂号：81108� �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第 0128 号（1-1） 印刷：解放军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 24.00 元 零售每份：1郾00 元

﹃
新
村
美
课
程
﹄
助
梦
飞
翔

“修身立德”， 培养学生良好的
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是学校工作的重
点。 确立 “德育就是质量” 的思想观
念， 切实推进学生思想道德建设， 培
育学校德育特色。

———新村实验小学校长李青春

德育为先， 化育美的心灵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思想，结

合新课改，把德育纳入“美课程体

系”中，形成了“尚美主题德育课

程”。以“美”为核心主线，落实学

科育德策略，实施常规德育课程，建

设好班会、队会、午会、集会等活动

阵地，以特色班级建设为抓手，营造

丰富多彩的班级文化，促进学生良好

个性发展。创新班级升旗仪式暨主

题展示活动、国旗下讲话，多渠道

组织文明礼仪、法制教育、安全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消防疏散演

练、尊老爱幼等德育活动；开展主

题德育课程，整合学校节日文化、

开学典礼、散学典礼、结业典礼等

内容，设计每月一个主题的德育序

列实践活动；打造品牌德育课程，

将“1+N”多元的“创星”评定活

动打造成精品德育项目。

新村学生谭百茜在“江北身边

好人”系列评选活动中被授予“身

边最美少年”荣誉称号，被评价为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践

行者、公民道德行为的引领者。像

谭百茜一样的学生在新村实验小学

还有很多，他们在成长之路上努力

学会爱、奉献爱。正是这一颗颗质朴

而闪亮的心灵，汇聚成了最美的道德

之光！

立德树人， 塑造美的行为

美的心灵需要在美的行为中体现

和强化。学校在全校范围内开展了

“最美少年”评选活动，旨在通过寻

找、发掘、宣传典型代表，展现他们

诚实守信、助人为乐、孝老爱亲、逆

境拼搏、见义勇为、知书明理、健康

阳光、多才多艺的感人事迹和美好情

操，营造积极向上的成长氛围，引导

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学校涌现出了一大批“各美其美”的

优秀学子，以他们美的心灵和美的行

为诠释着学校新美教育的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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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艺术团表演的舞台剧 《颜色》
获重庆市艺术展演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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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兼修” 浑然天成， 和谐美丽卓然绽放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核心与关键。
学校的跨越发展， 在于树立 “教师发
展学校， 学校成就教师” 和培养 “教
师主动发展意识” 的教师成长工作理
念， 造就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 专业化教师队
伍。

———新村实验小学校长李青春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

计，教师为本。要打造“美校园”，

培养“美少年”，自然离不开一群

“美教师”的辛勤耕耘，而经过那些

颇具创造性的工作的洗礼与锤炼，教

师的美也愈加醇厚，愈加丰满。那

么，新村实验小学是如何塑造“美教

师”，在彰显教师之美的同时，为学

校的“求新尚美”之路奠定坚实基础

的呢？

青蓝工程， 加快成长步伐

学校重视“青蓝工程”建设，新

进教师与校内同学科的骨干教师结成

对子，进行一对一的帮带活动，让青

年教师实现“一年入门，三年合格，

五年成骨干，七年挑大梁”。受益于

“青蓝工程”，学校一批又一批青年教

师迅速成长起来。青年教师杨鑫敏、

廖艳荣获重庆市辅导员风采大赛特

等奖；刘前艳、杨思涵在全国“十

二五”规划课题录像课大赛中获一

等奖；肖猷莉、胡韧杰、王刚、李

真、张净、白静、张蕾等在市区级

赛课中荣获一等奖；瞿炼、李明可、

陈永杰、万梅、彭劲在全区举行的

班主任风采大赛中勇夺一等奖；音

乐青年教师张力夫在江北区中小学

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中荣获冠军；

数学教师黄娟、体育教师侯心怀形

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成为了江北

区名师工作坊成员……

菜单培训， 输送丰厚营养

结合教师成长的多样化需求，

学校建立起教育教学资源库，形成

“培训菜单”，教师可以根据自身成

长阶段特点以及职业规划发展步骤

按需“点单”培训内容。学校结合

教师自身选择再给予推荐课程，从

而形成教师发展的独一无二的专业

素养、综合素质成长的“菜单”，

教师对照“菜单”汲取营养获得成

长。学期末学校评选优秀教师汇报

“菜单”培训的成果。多样化、多

层次的培训对提高教师的专业技

能、研究水平、反思能力等专业能

力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使教师成长

真正实现了“各美其美”。

教研引领， 厚重生命底蕴

“教研力”既是教师的“教学

力”，也是学校的“发展力”。学校要

求全校教师以教研组为单位，申报一

个微课题研究，以研究促教学，并以

学校为单位，申报至少一个市级课题

开展研究。做到“四个重视”，即重

视研究内容的进展、重视研究方法的

运用、重视研究资料的积累、重视阶

段性研究成果的表达与发布。同时，

学校深入推进“互上、互听、互评”、

“同课异构”、“同课再构”、“异课

同构”等常规教研活动。要求学科年

级组内教师每人每周至少要互听一节

随堂课，每月至少上一节组内随堂

课，并相互探讨和启发，及时交流、

解决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形成常态研

究氛围。

学校以深入推进“新美课堂”为

核心，广泛开展“年级周集体教研”、

“骨干教师风采课展示”等特色校本

教研活动，大力推进“学科中心组教

学研究活动”，促进教师更新教育理

念。还以“生本理念、精彩课堂”为

主题举办“新美课堂节”特色课堂展

示活动，提高课堂效能，促进教师专

业化发展。

各展所长， 尽享职业幸福

为展示教师除教学之外的特长，

不断提高全体教师的综合素质，使教

师们的工作和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学

校别出心裁地开设了“新村小学教师

大学堂”。“大学堂”间周开设一次，

固定在周一下午放学后，分为手工组、

书法组、名画欣赏、剪纸组、摄影组、

健美操组、绘画组、篮球组、简笔画

组等十余个小组，老师由本校在某方

面比较突出的老师担任。学校相关活

动也采取教师项目负责制，让教师通

过组织学校活动，展示个性，消除职

业倦怠，增强职业幸福感。

通过一系列平台和机制的创新，

学校成功构建出了一条独具新村特色的

教师成长链。目前学校已培养出4名重

庆市特级教师、2名重庆市教学名师、

13名重庆市骨干教师、3名区级教育导

师、3名区级学科带头人、26名区级骨

干教师和1个英语自主工作室。学校成

为了优秀教育人才成长的摇篮，而一支

形象好、气质佳、专业强、有智慧的教

师队伍，也使新村实验小学求新尚美的

步伐更加坚定从容！

构建教师发展链条， 打造精英成长摇篮

在思想上感知大爱， 在行为中践行大美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实施
素质教育， 科学育人全面育人， 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和生动活泼主动学
习与发展， 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充
分展现新村教育之美。

———新村实验小学校长李青春

学校以培养“健康、乐学、创

新、尚美”的具有国际视野的新时

代公民为目标，通过完善、创新课

程体系，全方位为学生搭建成长的

阶梯，让每个孩子都能尽情享受幸

福童年，自信迎接精彩明天。

新美课程， 放飞成长梦想

宏观构建
学校建立了课程改革领导小组、

课程改革执行项目小组、课程改革

专家指导小组，全力、全面、全员

推进课程改革，构建了“两层四领

域”的“新美”课程体系。“两层”

即基础性课程和拓展型课程。基础

性课程保证质量，拓展型课程满足

个性；基础性课程面向全体，拓展

型课程面向差异。“四领域”即将

所有的基础性课程和拓展型课程整

合为健康美课程、语言美课程、创

新美课程和艺术美课程，形成了学

习方式多元、课堂教学高效、课程

特色明显、课程选择多样的课程文

化生态。

巧妙融合
学校积极进行各学科国家课程

的校本化实施，即国家课程整合后

的基础性课程实施。其一，学科内

整合。横向整合：在遵循课标要求

的基础上，精研国家课程的配套教

材，筛选、归拢相关教学内容，重

组教材板块，挑选与本学科核心素

养相关的教学内容精讲精练，实现

课程内容的优化。纵向整合：探索

教材内容的序列化与重组。分学科，

在年级间统筹规划，各制定一套

《学科质量目标指南》，即：细化各

年段、各学期的知识、技能体系，

给出相应的实施策略，提供完善的

配套附件。其二，跨学科整合。为

使学生建立系统的思维方式，体验

知识之间的联系，打破学科间的界

限，找到整合的联系点，以统一的

主题、问题、概念、基本学习内容

来连接不同的学科，整合学科教材

内容，实现学科综合性学习。

亮点频现
为最大限度地开阔学生视野，

使得综合性、创造性地看待问题、

研究问题和探究学习成为可能，学

校在开发多种课程的基础上，提出

“全盘整合、多学科整合”的教育理

念和策略，将学科知识和社会生活

紧密相连，以“美”为核心主线，

开发了“玩”主题式项目研究性学

习课程。学校根据学生年级设置研

究性学习课程，陆续开发了：“五

彩缤纷足球梦”、“美在春天绽放”、

“黄桷树 （市树） 之美”、“你好，

十岁”、“中华文化国粹美”、“校

园美、师生情”等主题研究性学习

课程。学校旨在让学生在真正意义

的跨学科年级综合研究性学习中，

体验美、欣赏美、创造美、传播美。

同时，为进一步实现“以新求

美，以美促新”，为孩子们提供觉察

美、探索美、感受美、认识美、实

践美，敏锐身心、多元感知的学习

方法、机会和环境，学校挖掘美感

启蒙元素，设计了一套“美感启蒙”

课程。选取美学的5个核心要素———

秩序、色彩、质感、比例、构成，

作为五大课程主题，分别在1—5年

级实施，6年级则实施整合型美感课

程（我的童年魔幻旅程）。各个课程

主题既关注孩子的生活和情境体验，

又与真实世界相联结。教师以设计

具有美感教育功能的课程资源为目

标，以主题绘本、视频、图片、音

频等多种形式呈现课程资源，还围

绕不同主题，以多学科视角进行课

程统整，以自然探究、语言、数学

逻辑、空间、运动、人际交往、内

省、音乐8个层面作为课程目标，每

个主题均设计了30课时的课例。如

此，通过游戏化学习、主题式项目

学习、跨学科课程统整，以好玩、有

趣、审美的课程形态塑造孩子们的多

元智能。从日常生活中培养学生美的

感受，进而使其将美实践于生活，提

升其整体的美感素养。

此外，以“社团活动课程化”为

宗旨，学校组建了书法、国画、演

讲、棋艺、烙画、机器人、球类、田

径、游泳、民乐、舞蹈、葫芦丝等40

多个社团，孩子们可以各取所需。定

期举办科技节、体育节、艺术节、读

书节等，培养、展示学生的综合素

养。

新美课堂， 凸显以生为本

学校着力打造“生本、求真、创

新、尚美”的新美课堂。新美课堂关

注“以生为本”、“全员参与”、“动

态生成”、“资源整合”、“思维灵

动”、“各美其美”、“生命成长”等

要素，追求的是“学生学习方式最优

化，教学环境、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最融合，师生关系最和谐，学生发展

最适切”。

“新美课堂”以“自主习得+互

动提升+反馈巩固”为框架，不同年

段、学科根据实情创造性实施，形成

多种教学设计变式。在课堂教学中，

学校要求教师既要夯实基础，又要注

重过程目标的落实，整个教学过程要

体现“四让”和“四重”，即让学生

参与、让学生合作、让学生探索、让

学生应用；重方法指导、重主体发

挥、重习惯养成、重能力培养。通过

“新美课堂”，一方面让丰富多彩的操

作、讨论、实验、调查等主体性活动

走进课堂，另一方面重视方法类知识

教学，创造一种客观情境让学生经历

智慧探究过程。在这样的“新美课

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

生之间、学生与自己，充分互动，交

流研学，还原教育最真实的面貌，让

学生得到最真实的收获。总之，课堂

教学突出“课型有风格、过程有优

化、训练有务实、质量有保证”的特

点，实现“课堂活、负担轻、学习

乐”的新美课堂生态，让学生在轻松

愉悦的氛围中，在自主、合作、探究

中，升华情感，增长知识，提升能

力，实现师生的互动与“双赢”。

辛劳付出收获美的赞誉。学校荣

获了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红

旗大队、重庆市文明单位、重庆市文

明礼仪示范学校、重庆市优秀基层党

组织、重庆市红领巾示范校、重庆市

信息技术示范学校、重庆市现代教育

示范学校、重庆市民主管理示范学

校、江北区窗口学校、中央教科所英

语活动化教学实验学校、中澳音乐实

验学校等近百项殊荣。

新村教育之美， 体现了校长的思
想力 、 教育的生命力和学校的创新
力 ； 新村教育之美 ， 美在沉稳 、 厚
重、 大气， 美在灵动、 诗意、 多彩，
美在活力四溢 、 生机无限 。 大爱无
疆， 大美无边， 新村实小求新尚美的
脚步也永远不会停歇。 学校立志在推
进教育现代化方面有新提高， 在实施
素质教育上有新举措， 在优化教师队
伍建设上有新成效， 在提升教育质量
上有新进展， 在集团化办学模式上有
新突破 ， 不断打造学校发展的新亮
点， 提升学校品位和社会声誉， 着力
打造新村教育品牌， 努力展现新村教
育之美。 让我们共同期待一幅更新更
美的教育画卷在巴渝大地铺展开来，
让童年梦五彩斑斓， 让教育梦更加完
满， 为 “中国梦” 再添靓丽一笔！

新美无界， 追梦无悔！
（邓建中 闫思兰 陈永杰 周晶晶）

“以美育美、 各美其美” 的主张
源于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思想 “各
美其美， 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
大同”， 这是一种教育哲学， 一种教
育追求， 是遵循教育规律、 回归教育
本质的实践探索。

———新村实验小学校长李青春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十分

重视校园环境建设，他强调，“孩

子所处的环境，应该召唤他向往某

种事物，教给他某种东西”、“学校

所做的一切，都应当包含深刻的教

育意义”。因此，校园环境建设，既

要让学生身处美、感受美，又要让

他们认识美、向往美，进而产生追

求美的愿望和动力。以此为目标，

新村实验小学在校园建设中做到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内外兼

修”，使校园时时处处都“美不

胜收”。

校园之美，以优雅的“外壳”传神

清新、淡雅、别致成为新村校

园环境的关键词。这里，一草一木

会说话，一墙一壁皆育人：“各美

其美”的校训墙，朴素而大气；张

贴着名言警句的楼梯间，展示学生

各种作品的过道，整洁干净又不失

班级文化特色的教室，“吐故纳

新”“青出于蓝”“名师风采”等

文化景点，都以其别样之美装点着校

园，濡染着师生的心灵。

校园之美， 以精进的氛围点睛

李青春校长深知，校园建设是一

项系统工程，若没有精神，也只是一

副华而不实的“空壳”而已。为此，

他和学校领导班子不断完善和充实校

园精神文化建设，深入梳理办学历

史、提炼办学理念，凝共识，集众

智，最终提出了“以美育美、各美其

美”的“教育哲学”，全面实施“新

美”教育，以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

地成长。在新村人看来，教育，应该

是“人”的教育，具有提升人生命价

值的意义。教育贵在引领学生求真、

向善和尚美，并尊重学生生命差异，

让他们每天都有新收获，都能绽放各

自的美丽与精彩。这就是关于美的

“教育哲学”。践行这样的教育哲学，

建设“新村教育之美”这一品牌，不

但美在环境，还美在精神、美在课程、

美在课堂。为此，学校致力于培育学

生之美，美在健康、美在乐学、美在

创新；修炼教师之美，美在优雅、美

在专业、美在智慧。在“求新尚美”

这一教育价值观的引领下，全体干部

师生秉承“精益求精、新益求新”的

学校精神，倾力实现“各美其美”，展

现“日新月异”的教育蓝图，向着最

新最美的教育境界不断迈进！

于快乐中增智长才， 于创造中丰满羽翼

以“尚美”教育情怀 塑“新美”成长乐园
———解读重庆市江北区新村实验小学的“以美育美 各美其美”的新村教育之美

新村实验小学成立于1937年， 是重庆市首批办好的
示范小学之一。 学校先后培养了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著
名教育工作者龚为邦教授、 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金奖获得者
何绪华、 著名歌唱家张迈等一大批杰出校友。 面对时代发
展对教育的崭新要求， 李青春校长带领当代新村人遵循生
命成长规律， 回归教育的本源， 秉承“一切从学生的全面
发展出发， 一切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服务” 的教育宗旨， 遵
循“以美育美， 各美其美” 的办学理念， 践行“各美其
美、 日新月异” 的校训， 全面实施“新美” 教育， 致力于
教育思想之美、 课堂之美、 课程之美、 教师之美、 学生之
美、 校园之美的“新村教育之美” 品牌的塑造， “让每一
名学生都个性发展， 让每一位教师都幸福工作， 让校园每
一处都传递文化”， 促进了学校的特色发展、 内涵发展与
和谐发展， 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 大美山城， “新美”
教育， 新村人正高擎着“求新尚美” 的旗帜， 在教育归
真、 教育创新之路上坚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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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心协力 永争第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美是山梁上摇曳的绿， 是溪边明媚的花， 是晚舟归来的渔歌， 是山涧流泻的飞瀑。 面对大自然的美景， 人们会流连忘返； 置身于美

妙的旋律中， 人们会如痴如醉。 然而， 真正令人怦然心动的， 是生命之花灿然绽放的温馨之美， 是生命拔节成长的天籁之音！ 重庆市江
北区新村实验小学所致力于打造的， 正是这样一方 “让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让教师幸福智慧工作” 的美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