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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所好学校，遇有一群好老师，是人们梦寐以求的幸福教育。杭州
市采实教育集团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滋养着学生心灵，以科学的课程规划、
独具特色的课程设置引领学生前行，将无数正处于青葱岁月的懵懂少年打磨
成具有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创新素养的优秀人才。追求卓越的教育情怀，
执着坚守的教师精神，也许就是这所学校跨越发展的坚强脊梁，也正是所有
采实人在教育路上的“幸福追梦”……
全国劳模、
全国劳模
、采实教育
集团何志英校长

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在教育路上“ 幸福追梦 ”
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创办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由于其先进的教学理念、科学的教育方
法、大胆睿智的教育变革，短短几年内迅速发展。为了满足家长让孩子在家门口接受优质教育的
需求，2008 年，成立采实教育集团，下属采荷实验学校、钱江新城实验学校两个校区。其办学
成效受到家长和社会的高度赞赏。
走进采实教育集团的两个校区，“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效学习”几个大字扑入眼帘，这是采实
教育集团孜孜以求的教育理想，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采实教育人用三个有趣的
比喻来诠释这句话：
每一位——捧葡萄理论：捧葡萄不能光抓大的，只有从底部捧起，才能让每一位都得到提
升，我们的教育就要让每一位学生都获得成功。
全面发展——西瓜瓤理论：又圆又大的西瓜，里面的瓜瓤一定又多又甜。人的大脑也如此，
四肢的运动促进左右两个半脑的发展，我们的教育要注重全面发展，促进学生整体素质提升。
有效学习——搭梯子理论：搭梯子搭得多巧，决定爬得多高。我们的教育给不同程度的学生
搭建不同的台阶，领着他们走向人生高度。
“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效学习”，说说容易，做做很难，这句话里蕴含以生为本的教育观，高效
学习的质量观，爱生如子的教师观……
让我们追寻这句话，走进杭州采实教育集团，去感受这里的精彩和智慧，去体验美丽校园里
的幸福梦想。
具有学校特色的全程音控键力腕操激发了学生的生命活力

【特色教育：给梦想一双美丽的翅膀】
为了更好地践行“让每一位同学
同学们共享“互联网+”的神奇与便
都有效学习”的教育理想，本世纪
捷。
初，采实教育人就在学校领导班子的
特色教育成就学生的同时，也成
带领下深入新课改，校长亲自主持
就了老师。翁小桃老师，全面负责学
“学程导进：初中教学方式变革的实践
校“斯坦福”英语教学项目，为了更
创新”教学研究，变革教与学的方
好地开发斯坦福教学软件功能，她冒
式，让每一位同学都能自学、善学、 着酷暑，几上北京培训；从国外购买
乐学。
厚厚的教学资料，一遍遍研读，终
何谓“学程导进”？采实人是这样
于，走出了一条英语教学的成功路
阐述的：“学程导进”是指站在学生发
子。2012 年，翁小桃老师被国家教育
展的立场上审视教学，依据学生学习
部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授予
程度及差异性，设计学习程序，通过 “多媒体信息技术与英语教学整合功勋
启导、扶导、开导等教学手段，激发
教师”称号。2015 年，又获戴耐德中
学习热情，促进学生学会学习，提升
国优秀教师奖。在她的带领下，一大
学习能力。“学程导进”集中体现了新
批青年教师成长起来，成为采实英语
课改“自主、体验、建构”的教学原
特色教育的先行者和实践者。
则。
体教结合——培养特色人才
如今，采实新课改历经十五个春
秋，从最初的变革“教”的方式，到
2014 年 8 月 ， 在 南 京 青 奥 会 上 ，
变“教”为“导”；从基于学生立场变
采实轮滑队赢得了青奥会主席托马
革“学”的方式到以信息技术推进学
斯·巴赫对学校“体教结合”办学模
习的智慧教育，“学程导进”实践研究
式的盛赞。
获得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肯定。2012
“体教结合”指的是学校与杭州武
年，该成果获浙江省基础教育教学成
警轮滑队合作办学，培养特长生的办
果一等奖；2014 年，获国家教学成果
学方式，它同样创造了特长发展的奇
二等奖；2015 年 6 月，体现采实办学
迹。2015 年，学校“飞鹰轮滑队”队
思想的 《学程导进：初中教学方式变
员在国家级别比赛中获得 24 金 29 银。
革的实践创新》 隆重问世，展现了采
倪峰、马福春老师，负责学校
实十五年的教育探索和智慧创新。
“轮滑”特色教学工作，两人被授予全
十五年课改之路，采实走出了一
国轮滑“优秀教师”称号。
条特色办学之路。
此外，集“体育、智育、美育、
乐育、心育”为一体的全程音控健力
斯坦福英语教学——实现课堂个
腕操，激发学生生命活力；
别化学习
让学生一年四季都可以栽培植物
近三年来，采实创造了英语学习
的人工气候室，给学生一个观察自
高学分高学力的奇迹，在杭州市公办
然、体验生长的空间；
初中学业水平抽测中，钱江新城实验
把实验空间延伸到课外的实验包
学校英语成绩遥居全市第一；连续几
教学，让科学实验与生活紧密结合；
年的杭州市英语中考最高分在采实，
在养护中亲近自然，呵护心灵的
30%的学生获得英语中考 115 分以上的 “人人种养一盆花”，培养情趣，陶冶
高分。
性情。
优异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采实教育
一系列的创新举措，让采实校园
集团引进的“斯坦福英语”课程。“斯
充满盎然生机、人文情怀。
坦福”英语软件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开
这些特色教育，是采实坚持以人
发，经首师大外国语学院教授改进的
为本、以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
“英语教育中的计算机应用”课程，它
力为基本取向的教育思想的窗口。它
的重要理念：英语学习不是知识的学
遵循教育规律，发展学生个性，培养
习，而是技能的学习。采用多元式
全面型、创新型人才。实践着“让每
（E-learning 上机课 + C-learning 面
一位同学都有效学习”的教育理想。
授 课 + Home study 家 庭 学
习） 的教学模式。通过创设纯正
的英语学习氛围，学生们在教师
的指导下，根据各自的英语学习
基础，以人机对话的方式学习。
其学习课程根据学生英语学习实
际个性化定制，实现了英语课堂
的个别化教学。早在八年前，采
实就已经迈开了“智慧教育“的
步伐，如今，当“技术助推学
习”的教育方式盛行于大江南北
时，采实又开始启用远程互动教
学校“体教结合”的成功案例在青奥
学，让采实学子与新疆阿克苏的
会上受到奥委会主席盛赞

【点亮精彩：让梦想从这里启航】
“教育的目的在于点亮生命的精
彩。”的确，“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效学
习”的教育情怀，十五年“学程导
进”课改之路，让采实校园处处充满
生机，让采实师生焕发蓬勃生命力。
在采实，不仅升学率高，更重要
的是，采实学子基础扎实，后续发展
力强，品行优良，受到杭城重点高中
的欢迎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那么，是怎样的采实水土培育了
如此活力的时代学子？笔者近距离地
感受了采实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以活动为载体，让青春飞扬
一年一度的“英语节“是采实学
生的盛事，每到这个时候，学校通过
不同渠道邀请不同国家不同职业的

外籍人士齐聚校园，与各班学生进行
口语交流，或聊聊异国风情，或唱唱
英文歌，或切磋一下篮球技艺，极
大地激发了学生英语学习的热情与
兴趣。
除 此 之 外 ，“ 艺 术 节 ” 插 花 表
演、水果拼盘，拼的是才艺；“采摘
节”上学生亲手摘下黄澄澄的果实，
体验的是丰收的喜悦；“科技节”航
模制作、小发明，思索的是科学的奥
秘，“体育周”中“三人篮球赛”，迸
发的是拼搏的力量。多彩校园，多样
化活动，张扬学生个性特长，促进全
面发展。
游学活动为采实学生打开了国际
的大门。每年寒暑假，采实学子的足
迹跨越了亚洲、欧洲、美洲，先后与

采实“
采实
“飞鹰轮滑
飞鹰轮滑”
”队展示

奥地利格拉兹开普勒一级中学、新加
坡励正中学，美国南玻因特中学以及
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友
好学校互访、交流。在行万里路中看
天下，触世界，长知识。

以评价为激励，给自己喝彩
采实的教师们懂得，只有让学生
尝到成功的甜头，才能激发他们锲而
不舍地追求新的航向、新的成功。因
此，他们精心打造评价机制，让学生
为自己喝彩，向未来出发。
“采实骄傲”人物评选是采实校
园大事，从班级海选到演讲拉票，教
育把让自己在某方面优秀起来和学习
优秀榜样的种子悄悄地植入学生心
田，并呵护其生根发芽；

学生与奥地利学生在庆春广场放飞风筝

“让 95%同学获得奖学金，100%
同学获得表彰”的奖学金制度激发了
每一位同学，激励全体学生获得成
功。
在采实这片沃土上，学生收获知
识，收获快乐，收获成功，而这些收
获又促进他们攀爬更高山峰。仅 2015
年度，采实学生在各级各类比赛中获
奖 278 人次。其中，体育类获奖 174
人次，艺术类获奖 18 人次，科技类
86 人次。在 30 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中，获全国一等奖 1 人，省一等奖
2 人，杭州市一等奖 8 人；在浙江省
艺术节中，获得摄影比赛一等奖 1
人，书法、篆刻比赛二等奖 2 人；在
浙江省轮滑锦标赛中，采实一队获团
体之冠。

“采实骄傲
采实骄傲”
”海选现场

【爱岗敬业：让梦想飞翔】
一所成功的学校，离不开一群敬
业奉献、勇于创新的教师。早在办学
之初，
“ 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效学习”就
已成为采实团队愿景，并逐渐形成了
采实的独特教育文化，在此团队愿景、
文化背景下，有着怎样的教师群体呢？
几天下来，让人感受最深的是采实教
师饱满的精神面貌，高涨的工作热
情。他们拥有阳光心态，心存希望，
锐意进取，挑战自我，高位发展。

长岗位，本着“让每一位同学都有效
学习”的教育理想，创办采荷中学、
采荷实验学校、钱江新城实验学校，
办一所成一所，被教育界同行尊敬地
称为“浙派教育家”。
何校长多年担任浙江省名校长导
师，带领一批批校长投身教改，2014
年 9 月，成立“何志英教育思想研究
基地”，培养杭州市江干区内一半初
中校长，有效推进区域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被人们喻为“新一代校长成
干部领航助推发展
长助推器”。
一个优秀的教师群体不可能自发
陈琦书记是区劳动模范和一层次
生成，优秀教师群体需要校长的积极
名师，带头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科研
发现与倾力培养，正所谓“慧眼识英
实践，他领衔的 《现代技术助推个别
雄 ”， 只 有 校 长 引 领 一 群 教 师 的 成
化学习的教学模式》 课题，获得杭州
长，为教师专业的发展提供尽可能充
市优秀教育科研优秀成果二等奖。作
足的空间，才可能形成良好氛围，促
为书记，他不仅依靠党总支全体成
进每一个教师的成长和发展。采实教
员，积极宣传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师很有幸，他们有一位开明睿智、真
观，而且结合教育教学实践弘扬先进
诚可亲的何志英校长。
典型，在全校范围内营造干事创业的
何校长是浙江省特级教师，2015
正气场，凝聚跨越发展的正能量，为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她倾心育
采实教育集团从优秀到卓越的发展提
桃李几十春秋，敬业热忱，开拓创
供坚强的思想基础和组织保障。在采
新，培养了上万名学生。这些学子， 实，党员占教师总数的 75%以上，在
正逐渐成为当今社会坚实架构的一分
党总支的带领下，广大党员自觉践行
子。更难能可贵的是，她长期坚守校
科学的教育理念，模范遵守师德规

范，提高师德修养，立足岗位，廉洁
从教，深入研究，智慧教书，为采实
发展贡献力量。

教育部门组织的“百人千场”等送教
下乡活动。
姜鹏老师坚持科技辅导，他所带
学生屡获车模、航模比赛大奖；
搭建平台成就教师
胡泉镐老师制作的 《念奴娇·赤
学校苦心孤诣，搭建平台，让教
壁怀古》 在第十二届全国多媒体课件
师人人获得成长。坚持 10 年的“读
大赛中获奖；
书活动”是学习平台；每年两次的
多位老师在杭州市优质课评比中
“三鹰奖”“百花奖”等教学比武活动
获一等奖。
是课堂实践平台；人人都参与的“采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优秀群
实大讲坛”“教育教学智慧分享”是
体，2014 年，采荷实验学校被评为
展示平台；邀请美国教师来校开展 “浙江省模范集体”。
“中美教师同台献技”，与美国、加拿
学校成就教师、学生之时，其本
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学校结
身也获得长足发展。办学以来，集团
成友好学校开展师资培养合作是国际
被授予全国轮滑“先进单位”
、浙江省
平台：这些平台涵养职业情怀，铸就 “平安校园”
、省“绿色学校”
、省“体
高尚师德，点燃了智慧，成就了教
育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2015 年，
师，让每一位老师都成为“英雄”。
又被评为“全国素质教育示范校”
。
目前，学校 180 名教师中，有全
如今，采实教育集团又致力于深
国 先 进 工 作 者 、 特 级 教 师 ， 有 省 、 化课程改革，积极探索拓展性课程建
市、区级名师、区二三层次骨干教师
设新路子；同时，将办学的视野放到
50 余人，省、市、区优秀教师、教
国际教育背景之下，中美互派教师交
坛新秀 80 余人。涌现了一大批师德
流培训，组织学生、家长赴加拿大游
高尚、业务精湛的教师。
学、考察。
王 丽 丽 老 师 —— 浙 江 省 优 秀 教
“采采风荷，灼灼其华”，未来，
师，浙派名师培训班学员，杭州市中
采实人将继续在这片沃土上幸福追
小幼名师培训班学员，多次参加由省
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