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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文化给学生直达心灵
的引领

文化决定品质，自主成就未来。

2013年学校现任领导班子，在传承中不
断创新，提出“建设开放型、国际化、

有影响力的幸福新学校”的新愿景目

标，把“让每一个孩子享受高品质的教

育”定位为学校的核心文化。这里有先

进的理念、专业的队伍、灵动的课堂；

这里有规范、有引领、有守护、有陪

伴。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植入

为主线，开展生命教育、爱的教育，以

传统文化为基打造善美文化。学生在浓

厚的民主氛围中，享受高品质的教育，

取得令人惊叹的成绩：在“希望之星”

英语风采大赛、中国汉字听写大赛、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等诸多比赛

中屡获大奖。

自主管理为学生铺设金色
的道路

特色一： 总结反思制度———让自
主管理思想内化成学生心灵的自觉

每天早晨8∶20—8∶30，十七中每
个班级都会有一名学生站在讲台上：

“请同学们保持坐姿、专注倾听，今

天日反馈的主题是‘每临大事有静

气’。请课间文化管理员汇报昨天哪

位同学的做法真正表现出了静气？”

“日反馈”以“个人岗位职责完成情

况、日目标达成情况、课内外活动的

亮点及问题、昨天大事记、日行一善

或感动班级人物汇报、每日格言”等

为主要内容，涵盖了学生学习、生活、

思想的诸多内容。还有“周反思”、

“月总结”“学期评价”等。引导学

生有计划、重执行、讲效率等优秀

习惯。

特色二 ： 学生参与学校 管 理 制
度———给予学生自我展现的广阔平台
每个年级都成立学生自主管理委员

会，设立“班级岗位责任制”、“小组

合作”、“成长档案袋”、“班级日志”、

“小组日志”贯穿学生整个学习生活，

开辟了“校长信箱”，随时倾听孩子们

的心声。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参与校园

雕塑设计、校庆筹备，参与开学典礼、

对外交流等各种大型活动的主持、组织

和解说等。在“名家大师进校园”活动

中，学生成为与欧阳自远等名家大师对

话的主角。学生在参与中增长见识，培

养能力，展示才能，锻造品质。

特色三： 假期自主管理制度———将
校园自主管理拓展
孩子如何有意义度过假期，是长期

困扰家长和老师的一大难题。保定十七

经过不断地研究探索，形成了比较完善

的假期规划。本着“离校不离班，离师

不离学”的思路，学校教育处精心设

计、年级集体备课、家长会进行部署。

“十全十美过假期”计划方案深受家长

和学生喜爱，也成了十七中自主管理又

一大亮点。

特色四： 培养 “慎独” 思想———成
为自主管理的保障
引导学生自我管理，既能与同伴合

作增效，又能在独处时自律自觉。通过慎

独时的战胜自我，做到：明辨是非、克服惰

性、行为自查、“有所为而有所不为”。

开放平台助学生步入世界
的舞台

心远则智达。保定十七中给予学生

的是他们未来发展最需要的“养料”。

学生在剑桥MSE等级考试、新加坡公费
留学、英美友好学校交流、西安交大少

年班、与北京名校的数字化联盟等项目

的助力下，在翻转课堂、走班教学、

“海洋”阅读的现代化教学环境中，以

堪称完美的表现活跃在国内外舞台，自

主管理让孩子们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展翅

翱翔。

（刘宝玉 石 亮）

自主管理 为学生插上飞翔的“翅膀”
———保定市第十七中学高品质教育启示

在太行山北部东麓，冀中平原西部，素
有“京畿重地”、“首都南大门”之称的历史
文化名城保定， 有一所闻名河北的百年名
校：保定市第十七中学。从 “直隶女学堂”
到“保定市第十七中学”，穿过厚重历史，品
味百年文化，我们侧耳，聆听这所文明幸福

“新学校”庄严的教育誓词：倾心传承文明
薪火，矢志争做学生楷模。以善美教育点亮
底色，以自主管理成就发展……

多年以来， 一批批毕业生带着鲜明
的“十七气质”：“负责、阳光、向善、包容、
勤奋、自信、静气、自律、创新、有序、合
作、分享”走向社会，得到高度赞誉也深
受河北省内高中名校的青睐。 苏霍姆林
斯基曾说：真正的教育，就是自我教育。
学生自主管理是保定十七中取得巨大成
功的重要因素。

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落实
学生参与管理制度

学生自主时间内，主要由学生实施

日常管理，比如：各级成立“学生自主

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的检查与监督；各宿舍实行舍员值日

舍长制，负责宿舍的日常管理，并建立

了宿舍日志；各教学班实行班长轮流值

日制，负责教室内的秩序管理，并记好

班级日志等。此项制度的推出，不仅有

利于提升学生自主管理的意识和能力，

而且还可以填补教师管理的“盲区”。

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合作、学会负

责、学会做人”。

我的事情我作主———落实大
型活动学生承办制度

集体活动是培养学生参与管理的重

要途径，无论是主题班会、节日庆祝

会，还是各种文娱、体育、社会实践等

活动都是学生展现其才干的舞台。班级

层面的学生活动，学期初，班级自主管

理委员会公开向全班征集活动计划和活

动方案，由学生自主选择和自主决定活

动内容和形式，让学生自我组织、自我

设计、自我活动，班主任在“台后”作

必要的指导。学校层面的大型活动，如

大型艺体活动、各种演讲比赛、募捐救

助活动、社会实践等，学校鼓励学生会

相关组织、学生社团之间或学生之间自

由组合、竞标承办，学校和教师由一线

组织实施退居二线指导参谋，充分点燃

学生自主管理、自我发展的潜能，让学

生在体验和感悟中自主发展。

优秀源于每一天———落实积
分奖惩制度

学校结合管理的特点和班级特点，

为每个班级定出量化评分的条款，也为

学生个人定出量化评分的条款，每天由

班委会成员专人统计，每天公布，阶段

总结时以量化总分为主要依据，进行各

项奖励或惩处。这样的管理透明、客

观、公正，很适合学生的心理接受能

力。学校让学生明白评价反馈的结果

（奖惩积分） 固然重要，但大家更看中

他是否对自己的言行有要求，是否能对

自己进行有效的自我实践和教育。

这项制度既是一种激励，又是一种

自我约束。它有利于增强学生自我管

理、自我约束的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

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

老师， 请相信我们！ ———无
人监考， 自觉通过道德考试

近期，学校高二（20）班举行数学
模块检测，该班50多名学生走进了一个

特别的考场———免监考考场。

为顺利推行无人监考制，学生会向

全体同学发出“自律诚信、拒绝作弊”

的倡议，组织全体同学在“诚实笃信通

过道德考试，自信轻松通过模块检测”

的条幅上郑重写下自己的名字，并确定

在高二（20） 班等8个班级试行免监考
考试。在免监考考场里，老师除了收发

试卷外，不在考场逗留。免监考考场的

设立，表达了学校对学生诚信的期望，

希望学生能珍惜个人和集体的荣誉，在

全校倡导一种诚信光荣的氛围，杜绝考

场作弊。这项制度，对培养学生自律、

诚信的品质非常有好处。

榜样就在身边———树立学生
典范， 发挥榜样示范效能

挖掘“学生典范”的宝藏，就是利用

学生年龄相仿、心理相通、行为相容的特

点，积极发挥榜样的教育作用。学校社团

活动、社会实践活动、读书节、田径运动

会、大型艺术节等活动中评选出的学生典

范、先进人物，学校会隆重地进行表彰，让

全体同学充分意识到：只要努力“我也能

成为榜样”，学校不断地把全体同学学习

典范、争做典范的热情点燃。

学生自主管理的过程是学生自我教

育、自我成长的过程。只有把学生在学

校、班级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

让学生进行自我管理，才能让学生在自

主管理中学会沟通、交往、对话、达成

理解，才能让学生学会自我约束，自我

控制，自我发现问题，自我分析问题，

自我解决问题，变被动为主动，进而自

我提高，自我创新，自我超越！

（王乐民）

自主管理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山东省寿光市第二中学教育改革巡礼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在教育这种集体的创造劳动中有一条信念起着
巨大的作用，这就是：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在“以人为本”思想的指导
下，开展科学的高中生自主管理能力的研究，成为高中教育面临的新课题。 把教育
视为一种责任的寿光市第二中学领导们敏锐地意识到新形势带来的新机遇和新挑
战，于是一个个务实高效的教育变革举措如雨后春笋般在二中校园悄悄展开……

“成功” 为孩子们多元发展
扬帆导航

现代教育对成功的界定已远远不是

单一的评价标准。在大丰区实验初中，

“成功”这个词充满了阳光色彩，学习

成绩优异、身体强健、为班级争光、多

才多艺、在校园文化艺术节上大放光彩

等等，都赋予了成功的内涵。心理素质

良好、性格阳光、情绪积极、品行诚

实、在挫折面前不低头，只要拥有这些

构成“成功”的内在元素，任何学生都

能被老师肯定、被学校盈润、被社会赞

许……

十年间，大丰区实验初中为把学生

对成功的渴求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与追

求，学校政教处大力开展“创先争星”

活动，让每个学生都能成为“星”，都

能畅享成功的乐趣。具体做法是：学生

之星共设六种，即“文明礼仪之星”、

“学习之星”、“诚信之星”、“纪律之

星”、“安全卫生之星”、“阳光之星”。

每个同学每个月可以申报三颗星，然

后，以小组为单位，对本组同学的申报

进行民主评议，未被评上的同学可以在

班会课上进行申诉，再由全体同学表

决，最后由任课教师参与评议定格。

“星级评比”在平等、民主的氛围中进

行，它促使学生自我砥砺、自我约束、

自我发展。这一德育工作特色已经成为

大丰区实验初中的品牌标志，它不仅培

育了学生，也影响了教师和带动了若干

个家庭畅享成功的乐趣。

近年来，学校以此为原点又衍生出

“星级班级”和“星级宿舍”评比活动。

现在，全校每个班级教室门外都有一块星

级班级的申报栏，学生宿舍还有星级宿舍

的动态标志。这种充满集体正能量的评比

活动，已不再是评比少数的“三好”、

“五好”学生，而是每个孩子都能在育人

的星空中，摘取属于自己的那几颗星，感

受到自己的成功与快乐，促进了孩子们良

好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全面形成。

“福祉” 为师生畅享成功助
推加力

近年来，学校在注重培养学生自主发

展能力的同时，还实施了“改薄工程”和

“阳光工程”等两大工程建设，为全体师

生带来了福祉。“改薄工程”主要针对特

优生中薄弱学科的学生进行学科提升；

“阳光工程”则是针对“学困生”，要求老

师与班级的最后几名学生挂钩结对，真正

践行“让每名学生都畅享成功的乐趣”的

办学宗旨。

为落实两大工程，学校制定了一系

列的刚性规定：集体备课实施三次备课

模式，第一次为所有老师自主备课，第

二次为主备人主讲，其他老师讨论，形

成以教学流程为主的教学简案，第三次

由各位老师以简案为基础，形成体现个

性风格的教案。学校严把作业质量关，

各学科作业的量和质由各备课组统一把

控，双休日等节假日的作业，由备课组

内成员轮流拟题、轮流审核。学校还以

年级组为单位建立学生假期作业诚信档

案和质量监控信息库，使课堂教学实现

了5+2>7的效果。

用奚志宏校长的话说，初中时代正是

孩子身体发育的黄金时期，不能用孩子的

身体健康换取学习成绩。因此，学校制定

了科学、合理的作息时间，保证了学生成

长与学习质量的“双丰收”。学校中考成绩

优异，连续多年在盐城市同类学校中居于

领跑的位置，成为当地初中教学的标杆。

近三年来，学校先后有5人获得省优质课、
基本功竞赛一二等奖，30多人获得盐城市
优质课竞赛和基本功竞赛一等奖，市、县

两级学科带头人、教学能手、教坛新秀达

102名；学校被表彰为“江苏省教科研先进
单位”和“盐城市教研系统先进集体”。广

大师生这样说，在大丰区实验初中工作学

习是最快乐的，因为这里是我们追寻梦想、

扬帆远航的美丽地方……

（刘 胜 吕 龙 王 杰）

盐城一流塑品牌 江苏名校育良才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实验初中让师生畅享成功的快乐

教育的快乐是什么？ 教
育的福祉又是什么？ 生活、
工作、 学习在江苏省盐城市
大丰区实验初中的师生给出
的答案是： 让每个学生都能
畅享成功的乐趣， 培养学生
树立对良好道德品质和知识
能力素养、 健康心理体质自
觉追求的观念； 让学生由他
律式管理转变为自律式的追
求， 让每个学生都生活在阳
光中， 享受生命成长的多重
乐趣， 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本期偏乡学校筛选条件：
1.交通不便，穷乡僻壤（贫困县可作为参考之一） 的乡镇以下学校

（含乡镇）；

2.教室无照明灯具或照明灯具不能满足基本的照明需求，灯光昏暗；
学校无资金进行教室照明改造；优先考虑需要安排晚自习教室的学校。
本期教室照明改造范围：

1.江西抚州的金溪县、黎川县、乐安县、宜黄县、崇仁县的乡镇以下
偏远学校；

2.四川巴中的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的乡镇以下偏远学校。
信息征集时间：

2015年11月13日-12月30日
征集方式：

请将本期改造范围内（江西抚州/四川巴中） 学校名称、地址、您的
联系方式，发至我们官方邮箱spring@leedarson.com

本项公益活动常年开展，下一期改造范围敬请关注后续信息。

在“对做灯的人来说，照明是他们的责任；但
对立达信来说，温暖人心是更重要的一件事”的感
召下，立达信绿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点亮中国偏
乡”公益活动于2014年3月正式开始，截至2015年10月，我们
已经免费为福建、江西、四川、云南偏远山区的236所中小学
校、1,598间教室和办公室进行照明改造，安装了9,291盏全护
眼教育照明灯具，让超过30,000名的小学及初中学童，免于
在昏暗的灯光下晚自习。

在2016年新年来临之际，“厦门市泉水慈善基金会”携手
“立达信绿色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将“点亮中国偏乡”公益活

动2016年首站走进江西省抚州市、 四川省巴中
市，如果你的母校地处偏乡，或者你知道一些其
他偏乡的中小学条件依然简陋， 请告知我们，我
们迫切需要您的信息，希望把光明送给更多大山
里的孩子！ 真诚感谢您的善心和爱心！

立达信“点亮中国偏乡”公益活动

2016年首站走进江西抚州、四川巴中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