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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
不断夯实学校品质

提升的“基石”
重金可以短时间内改变校园硬件

环境，却无法迅速提高教师素质。学

生与家长对学校的信任与喜爱，取决

于教师水平而非校舍环境。因此，作

为影响学校品质的重要元素，提升师

资队伍成为提升学校品质不可逾越的

环节。基于对此的清醒认识，南门小

学一直注重对教师乃至名师素养的不

断提升，夯实学校品质提升的“基石”。

“名师发展室” 为教师架
一座攀登的天梯
作为百年名校，南门小学拥有一

支高素质教师队伍。他们拥有鲜明的

教育思想、精湛的教学艺术，独特的教

学风格。他们高质量完成教育教学任

务，但从未停止对更高、更好的追求。

2011年，南门小学在合肥市庐阳
区率先成立了学校层面的“名师发展

室”，各发展室的负责人及室员实行自

愿申请加入制。

从教已经26年的美术教师刘晶辉
设立的创意美术发展室，全天候向学

生开放。这也成为学校美术教师迅速

提升自我的平台。“我把自己的教学

经验、走过的弯路，都分享给年轻老

师，就是希望他们尽快成长起来。”

在受邀编写 《教学设计经典案例研

究》书籍的时候，刘晶辉老师就特意

邀请发展室的年轻教师参加，给了他

们难得的锻炼机会。

作为语文发展室的负责人王宏玉

教师，则对发展室的老师们要求更加

“严格”。只要是看到老师们教学过程

中有不合适的地方，她肯定要讲出来，

并提出改进措施。作为合肥庐阳区的

“小学语文名师”，她还在庐阳区的名

师工作室中承担带头人的职责。“在带

动南门小学语文教师成长的基础上，

我们也在努力推动整个区域的语文水

平提升。”王宏玉老师如是说。

对于名师发展室，学校在网站上

建立了专栏。每个发展室也建有自己

的网页、博客，学习与交流国内外教

育发展动态，研究教育教学改革，传

递学习、研究心得。学校每年进行两

次过程性评价，优秀发展室成员享受

优先外出学习与培训的机会。“外出

学习，我们在就餐的时候还在激烈地

讨论课堂细节。”英语发展室负责人

王彤老师介绍，“晚上回到宾馆，老

师们还要聚在一起‘沙龙’，分享学

习心得。通常都学习到深夜，也没有

人喊累喊困。”

现在，南门小学已经组建了以特

级教师、省市教坛新星、骨干教师命

名的发展室七个。他们是徐年乐、王

宏玉语文发展室；吴玮、盛莉莉数学

发展室；王彤英语发展室；何炜、胡

家和德育发展室；刘晶辉创意美术发

展室；赵健音乐发展室；黄新科学发

展室。在庐阳区成立的6个名师工作
室中，南门小学就占据了其中的3个。

这些教育思想日臻成熟、教学艺

术不断提升的教师队伍，已经成为南

小最为宝贵的发展资源。

弹性评价机制激发教师内
生动力
开学之后，在南门小学的教师座

谈会上，学校提出开展一次队列比

赛。起初，老师们有些抵触情绪：

“举行队列比赛又要进行紧张的准备、

“时间好紧、压力好大……”

学校管理层在听完老师们的议论

之后，给了老师们一颗“定心丸”。

“比赛结果不是目的，让孩子们体会

整齐队列的过程才是目的。我们可以

改变最终评奖标准，还可以分门别类

设置不同奖项。”

老师们欣然接受。

事实上，南门小学对教师的管理

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硬性制度约束。

“做一名幸福的南小教师”是南门小

学管理层始终坚持的理念。“有自由

地约束”也给了学校教师很大的发挥

空间，以正向激励替代实施压力，结

果是教师们获取了信任、激发了内生

动力，反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正如

队列比赛一样，老师们在毫无压力的

情况下准备比赛，敬业态度丝毫没有

改变，效果没有丝毫折扣。更为重要

的是，教师们还把应对比赛时的愉悦

与轻松传递给学生，带给学生正确的

比赛观。学校坚信，这样的言传身

教、潜移默化，是任何语言的说教所

不能取代的。

为了更好地推动班主任队伍建

设，学校广泛征集学生意见，让学生

们担任“评委”来给教师打分，评选

并颁发别具创意的班主任荣誉奖项：

“智慧型班主任”、“善管理班主任”、

“多才多艺班主任”、“民主型班主

任”、“幽默型班主任”、“最阳光班

主任”、“最有亲和力班主任”。

另外，学校还注重让教师体会

“与学生在一起所获得的快乐”。通过

开展“班主任论坛”和“师德建设大

讨论”，让班主任老师通过一个个真

实、鲜活的典型案例，展示自己对教

育事业的理解、对学生的热爱。组织

全体教师共同学习著名教育家霍懋征

教育思想，树立无私奉献、快乐学

习、心有大爱的教育理念，用正直的

人品、高尚的师品、端正的学品与孩

子共度健康、愉快的童年生活。

帮扶分校教师走上专业化
成长之路

2014年，南门小学恒盛皇家花园
校区的美术老师贺弯飞，在全国白板

课比赛中获得一等奖，这位毕业才3
年的年轻教师的快速成长，正是得益

于南门小学本部对分校的辐射与带

动。

在合肥，南门小学是拥有分校最

多的小学之一。分校多年的实践经验

证明，一旦纳入“门下”，就一定会

严格按照南小的制度来统一管理，按

照总校的教育理念和特色来办学，

“要让海恒分校办出总校的水准，甚

至高于总校的水准，绝不让周边的老

百姓失望。”这是位于合肥市经开区

的南门小学海恒分校成立伊始，学校

做出的庄重承诺。

对于分校，南门小学最注重的是

师资队伍的培养。

为提升分校教师队伍水平，南门

小学本部领导和骨干教师定期对分校

进行教学视导。上午，每人深入课堂

听课，深入办公室查看教师备课、作

业批改情况；下午，与老师们一对一

沟通交流，集中反馈，对分校教学常

规、班级管理和学科建设等提出改进

意见。这样的视导每月一次。

此外，学校还安排本部骨干教师

和分校教师开展“师徒结对子”活动。

每月的前三周，徒弟每周赴本部听师

傅半天课；每个月的第四周，师傅赴分

校听徒弟课半天，并给予指导。

视导和“师徒结对子”活动，极

大地促进了各分校水平的整体提升。

教育是奠基工程，也是民生工

程。作为合肥小学教育的领头羊，承

载着家长殷殷期望的南门小学，在提

升自我的同时，也在为教育均衡化做

出自己的贡献。在高标准建设分校的

同时，南门小学将自己的优质资源向

众多分校辐射，让远离本部的孩子们

也能实现不仅“好上学”，而且能够

“上好学。”

校本课程
立体构建学校品质

提升的“支点”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他看

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

东西也变成他的一部分。”美国诗人

惠特曼笔下的“最初的东西”，就是

教育者要通过课程提供给孩子的。学

校课程要使生物的人培养成历史的、

社会的存在———自我实现的人，就得

由知识课程、情意课程及体验（或说

综合）课程组成。

“星期五课堂” 在20年坚
守中不断创新
从1995年开始，南门小学就一直

坚持在周五下午放弃文化课程的学

习，开展丰富多彩的综合实践活动类

课———“星期五课堂”。

经过了20年的探索与创新，学校
的“星期五课堂”已经拥有了40个不
同的特色课程，如习作、英语、乒乓

球、围棋、形体、书法、京剧、武

术、篮球、网球等等。“星期五课

堂”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全员性、选

择性、自主性。全校所有的孩子都能

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适合自己

的课程来参与。

在“星期五课堂”的基础上，学

校又开始创设特色班级，形成“一班

一品”。从一年级新生入学开始，家

长即要给孩子填报“特色志愿”，比

如信息技术班、阅读班、书法班、京

剧班、武术班、英语班等等。除了正

常学习文化课和参加“星期五课堂”

外，特色班的孩子还在每周的固定时

间里对某一专长进行学习。

从一年级到二年级，虽然只有短

短的两年时间，但特色班的孩子们已

经开始带有明显的“特色痕迹”：京

剧班的孩子不仅能说出有关京剧知识

的子丑寅卯，经典唱段也是人人张口

就来；书法班的孩子在学校举办的

“母语节”上大显身手，书法作品有

模有样，遒劲有力，被张贴在校园内

供师生欣赏……

涤荡心灵的研学之旅丰富
孩子的内心
今年9月30日，在烈士纪念日这

一天，南门小学组织六年级学生来到

大蜀山革命烈士陵园，缅怀追思先烈

们的英勇事迹与丰功伟绩。

哀乐低回，400名学生整齐列队，手
捧菊花，俯身默哀。现场庄严而肃穆。

这一幕，被参加活动的家长看在

眼里，感动得热泪盈眶。“真想不

到，孩子们在这里是如此自觉地守规

矩，能感受到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向英

雄致敬。”

这是南门小学开展的“特殊课

程”，即让孩子们心灵得到洗礼，也

是学校送给他们的“毕业礼”。参加

完活动后，每个学生都收到一张卡

片。卡片上会写着九一八事变、七七

事变、日本投降日、国家公祭日等小

知识，以此引导学生学习了解重大纪

念日的由来和意义，并写出自己的心

得体会。

在研学方面，南门小学还根据不

同年级孩子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

不同项目。比如，一年级游览合肥美

景，认识美丽家乡；二年级体验生态

环保，获得自然新知；三年级探秘工

业科技、力争徒步勇士；四年级探索

工业奥秘、感知家乡文化；五年级探

访千年文博、弘扬传统文化；六年级

踏入科技前沿，领略发展魅力等。

南门小学计划将“纪念日课程”

和“研学课程”一直开展下去，让孩

子们在真实的场景中、以震撼心灵的

方式自我感悟，自我提升。学校的老

师们相信，这样的“立体课程”效果

远远好于干巴巴的言语说教。

特殊家庭作业将教育理念
延伸至家庭
今年春节期间，南门小学的学生

们收到一份特殊的寒假作业———记录

压岁钱的来源、款项、数目和压岁钱

使用计划，并跟父母一起置办年货，

学习理财。

之所以布置这项家庭作业，南门

小学是希望培养儿童正确认识财富、

养成合理积蓄、合理消费的好习惯。

并在理财教育中，培养儿童感恩、诚

信、责任、勤俭，树立正确的财富

观、价值观、人生观，引导儿童创

造、探究、体验“从六岁开始实现的

幸福人生计划”。

细细观察这份经过精心设计的卡

片式作业，你会发现内容设置上的

“奥妙”：让孩子与父母商讨合理使用

压岁钱的方式，培养孩子独立精神的

同时，也在培养家长的民主作风；让

孩子为自己的财富做出计划，则是引

导孩子学会独立思考，为今后品质生

活奠定基础；在与父母共同置办年货

的过程中，不仅向孩子传递传统节日

的文化习俗，也在不知不觉中引导父

母和孩子量力而行、勤俭节约。

与父母共同完成一份经过精心设

计的作业，学校的教育理念开始向家

庭延伸，这样的效果远远大于家长会

式的传统说教。

南门小学正在不断开动脑筋让此

类“亲子课程”更多地惠及孩子和家庭。

今年暑假，南门小学发给孩子们

一份“行万里路 读万卷书———亲子

研学课程单”。在这份“课程”中，

孩子和家长要在出门前规划好目的

地、做好行程时间安排、设计合理线

路以及各项开支预算等等。

在完成这份清单的过程中，孩子

们需要学会通过查询了解景点和旅游

中的注意事项，需要学会使用地图，

需要学会制定计划。这一切，将教会

孩子课堂上学不到的生活技能，这些

将为孩子的“幸福人生”埋下伏笔，

为孩子打好人生基础。

这，也正是南门小学对小学教育

本质的不懈追求。

学生核心
全面发展彰显学校品

质提升的“内涵”
每个孩子都同等重要，以学生发

展为第一要务，关心温暖每个学生；

让每一个孩子主动全面发展，健康快

乐成长。南门小学一直是这样做的。

“全员运动会”给每个孩子
展示自己的平台

根据国家教育部门发布的“义务

教育学校管理标准”92条规定，学校要
制订并实施阳光体育运动方案，积极

开展体育活动。每年举办全员参与的

运动会。

事实上，南门小学早在92条规定
发布之前，就已经酝酿实施了“全员运

动会”———让每一个孩子都参与进来，

而不是让大多数孩子放假回家。

学校改变了传统运动会的模式，

在竞技项目之外添加了更多带有娱乐

性和参与性的项目，如团体跳绳、绑腿

赛跑、拍球接力、滚轮胎、拔河等。每年

的体育节，每一个孩子都异常兴奋，每

一个孩子都积极参与。看似简单的改变，

却做到了让全体学生百分之百的参与。

全员参与，在为每个孩子提供平台的

同时，也培养了孩子们的团队精神。“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主动全面发展、健康快乐成

长。”南门小学的理念正在实践与创新中，

逐步变成学生幸福人生的一部分。

把孩子们“自己的节日” 交给
孩子
“六一”儿童节怎么过？组织一台精彩

的演出成为惯常做法。但是南门小学坚决

摒弃这种做法。因为在南门小学看来，这

样的方式庆祝儿童节，只有少数孩子获得

了登台表演的机会，大多数孩子只是这场

节日狂欢的看客与陪衬。

南门小学打破常规，取消舞台和领导

观看席，让整个校园变成“文化庙会现

场”，孩子们以自己的方式庆祝属于自己

的节日。

“环保时装秀”上，孩子们走上T台，
向观众展示自己设计的服装；“美食街”

里，孩子们穿上围裙、带上面点师傅的帽

子，现场制作面包、饮料、蛋挞、水果拼盘；

孩子们可以自由地使用“南小币”、“兑换

券”购买食品或者手工艺品。

让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场别开生

面的文化庙会都是孩子们自己设计的。看

着孩子们在“庙会现场”来回奔波开心忙

碌的身影，老师们不无感慨地说，这才是

真正的孩子们！给他们一方自己的舞台，

他们会还你一份意想不到的精彩！

在南门小学，像这样的活动还有很

多，母语节、科技节、学科节、艺术节……

各有所长的孩子都能在不同的节日里找

到自己的闪光点。在这些节日里，他们充

分发挥着自己的特长，享受着属于自己的

快乐校园生活。

每一位学生都在老师的关注
中
每年，南门小学新入学的孩子都能收

到学校发出的一份“录取通知书”，这份经

过精心设计的通知书不亚于大学录取通

知书。在很多人认为“小孩子还不懂”的时

候，南门小学就坚持让小学生活的开启更

具纪念意义和庄重内涵，以这样的方式给

孩子一种认同感和归属感。

而当孩子们即将毕业的时候，他们每

个人又能收到一份学校精心制作的毕业

纪念册。毕业纪念册里记录着孩子们在小

学六年的点点滴滴，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这

些精彩的照片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踏进南门小学综合楼，入口处是一个

面积不大的门厅。门厅左侧“笑脸墙”鲜艳

夺目，这里集纳了全校2400多个学生的笑
脸。学校为每一个孩子拍照、选取最美的

瞬间记录下来。2400张笑脸拼接在一起，
远远望去是一位年轻的教师带领4个孩子
读书。现在，这里已经成为孩子们乐意驻

足的“热门场所”。因为，在这里，他们能找

到属于自己的笑容。而这个笑脸墙的名字

也正如这所百年老校对教育本质的诠释：

守望未来。

百年名校南门小学尽管已经站在安
徽小学教育的“领头羊”位置，但是依然在
品质提升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在这里，每
一个孩子都被视若珍宝；在这里，每一个
教学举动都历经打磨； 在这里， 每一位
教师都不能停止前进的步伐。

肩负万千家庭希望与重托的南门小
学， 在追寻教育本质的道路上， 亦在进
行着更加深入的、 更加符合孩子成长规
律的思考与探索。 所有的出发点， 不在
于所谓 “成功”， 而在于奠定孩子一生幸
福的基础。 （费广海 王昌余）

今年， 合肥市南门小学的每一位毕业生都收到了一本纪念册， 里面记录了孩子们在学校6年学习生涯的点点滴滴， 最为难能可贵的是， 每位学生都能在纪
念册的成长照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无一缺漏。

用有温度的教育关注每一个孩子的现实， 通过充满人情味的现代管理方式促进教师队伍的不断提升， 从而实现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这是南门小学最令人动
容的精神所在。

合肥市南门小学， 创办于1897年， 先后培养出了奥运冠军李娜等一大批英才。 他们是南小的骄傲， 也见证着南小的辉煌。
在孩子人生的起步阶段， 为他们的“幸福人生” 奠定基础， 这是南门小学务实而温暖的理念。 始终站在安徽基础教育第一方阵的南小， 一直在品质提升的

道路上砥砺前行。

提升学校品质 为孩子幸福人生奠基
———合肥市南门小学以学生发展为核心提升办学品质路径探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