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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爱”洒满在幸福成长的大道上
——扬州世明双语学校发展纪实之二
感恩世明——“博爱”之光绽放异彩
“博爱”是什么？“博爱是成长的高地，幸福的
禅床，思想的交融，梦想的乐园。”说这句话的是
一名普普通通的学生家长，以其亲身的感受和孩子
在世明的幸福成长，发出了对扬州世明双语学校的
感想。这名家长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接受“博
爱”思想的教育，后来，妈妈因工作需要孩子转出
了世明。离校那天，小孩哭着喊着不离开世明。到
了新环境，孩子嘴里说的、心里想的、每天叫的都
是世明的“博爱妈妈”
！
这件事说明了什么？孩子虽然还很小，但世明
的“博爱”思想已经在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烙印。
从孩子走进世明住校的那天起，是这里的老师给予
了孩子无微不至的关怀，陪伴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结果没过几天，这位家长又亲自把孩子送回了世明
学校。这位家长说：“孩子离不开世明，这里就是
孩子的家，这里有孩子更多的爸爸妈妈！”
在世明，我们见到了小学部校长孙承艳，她
说，“博爱”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气质，学校就
像大家庭一样，人人都拥有“博爱”，幸福指数和
“博爱”情怀也就提高了。18 年来，学习工作生活
在这里的广大师生都有一种由内而外的幸福感，这
种幸福归结到一点：博爱育人、博爱树魂、博爱立
校、博爱强校。
小学部韩国琴老师常说这样一句名言：“落红
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她在世明学校的
14 年间，以“三尺讲台，三寸之笔，三千桃李；十年
树木，十载春雨，十万栋梁”的博爱情怀放飞了无数
的希望。像孙承艳、韩国琴这样的名师在世明学校
不是少数，这里会聚了一大批优秀教师，成为了学
校快速发展的耕耘者和见证人。“博爱育人、真心
育人、真爱育人”就是学校一贯倡导的教育思想。
据老师们讲，在世明，“博爱”思想处处生
辉，就拿学生获奖来说，学校设立了很多的奖励，
学校要发奖、班级也要发奖、年级老师还要给孩子
发奖，你绝见不到学生把奖金装进自己的腰包或拿
回家里。这是因为全校的孩子在“博爱”的思想熏
陶中，把“博爱”放大到了极致。只要孩子们获了
奖，他们都会自发地把钱积攒起来，到扬州街上买
来报纸或买来鲜花，再由孩子们把它卖出去，赚取
更多的钱，全部捐助给其他学校需要帮助的孩子和
“江上青小学”。可以说，“博爱”思想在幼小的心

灵中得到了升华，他们感受的不仅仅是世明给予的
“博爱”，他们又将“博爱”的思想光芒照耀在更多
的孩子中……
一次，老师宣布一名调皮的孩子获了奖，他怎
么也不敢相信。这件事对孩子触动很大，他在日
记中写道：“回到家里，我想把奖状贴在墙上，但
又怕它一夜之间不见了；我想把获奖的事告诉爸
爸妈妈，又怕他们不敢相信，但我获奖却是千真
万确的。那是我努力的结果，上面有老师的汗
水，有同学们的帮助，也有我个人的付出，尤其
是老师妈妈的爱心使我变得更自信、更坚强、更
‘顽皮’。接连几天，我如获至宝，一到夜里就搂着
奖状入睡……”
当老师看到这篇日记时，眼泪禁不住夺眶而
出。孩子的获奖感言，每一个字都是真情的流露，
每一次努力都渗透着“博爱”的思想。后来，这名
学生以优异成绩升入了高中，学生家长还亲自制作
了一面锦旗送到学校，以示对世明学校的哺育之
恩。
在世明，还远不止这一个孩子。总校副校长崔
益峰说，只要孩子有特点，学校就一定有适应每个
孩子幸福快乐成长的舞台。如，让孩子到当地电视
台展示自己的风采，既锻炼了孩子的自信心，又拓
展了孩子特长发展的空间。全校大多数学生在世明
这所幸福的乐园都实现了新跨越。学校能给孩子什
么？崔益峰副校长坚定地说：“将 90 度水烧开，面
向全体，尊重差异，为学生成长奠定良好基础，就
是世明双语学校所要培养的人才。
”
在世明，为什么每一名孩子都能有大进步？因
为这里有一批从不放弃的“好老师”“好妈妈”“好
爸爸”。在学校有这样一个女孩，学习成绩一直徘
徊不前，是老师们永不放弃的决心，最终使这名孩
子中考时以 600 多分的优异成绩，向自己、向家
长、向学校、向没有放弃她的老师交了一张满意的
答卷。
像这样的实例在世明还有许多许多。学生朱丹
以高分被保送到扬州大学附中，王礼晶、张志康、
刘嘉欣、张静怡、钱静、朱文斌、周苏缘、陈启
明、张宇、丁伟杰、胡勤莉、卞欣雨、吴佩妍等一
批批优秀学子，在“博爱”思想的哺育中，都放飞
了希冀和梦想！

挖掘世明——“博爱”魅力放飞梦想

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快乐？也许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和追
求。而在扬州世明双语学校，生活学习在这里
的孩子、工作奉献在这里的教师、感受见证世
明学校发展的百姓、给予世明厚爱的各级领导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博爱”就是幸福,“博
爱”就是快乐,“博爱”就是发展，“博爱”就
是传承！
“博爱”，就是扬州世明双语学校为扬
州一方百姓和外省市在这里就读的孩子们送去
的福祉……
挖掘世明的经验，“小科不小，副科不
副”是这所学校显著特色。18 年来，为打造
自身的教育品牌，学校全部实行小班化教学，
在扬州市政府部门教育督导评估中，多次得到
专家的肯定。2011 年国家级别综合实践劳动
技术教育课题还获得国家的认证。尤其是学生
参加各种电脑机器人比赛，不仅在国内均有获
奖，还在美国举办的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这种成就从何而来？是世明学校的博爱教
育思想，浇灌了鲜花千万朵……

深入挖掘世明双语学校的办学经验，它的魅力何在？鄢校长非常精辟
地说，“亮点在团队、质量在特色、魅力在品牌”这就是世明学校的魅
力。早在 2006 年，为打造学校的教育品牌，鄢校长就带领一支专家型的
团队，提出了“质量、特色、服务”六字方针，从而引领着这所学校创造
了一个个教育发展的奇迹。
如今，谈论起学校当年的情景，鄢校长还感受颇深。世明学校为什么
会创造种种奇迹？原因就是这里拥有一支师资力量雄厚的教育团队，是他
们为学校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据鄢校长讲，学校有一批优秀管理团队和优秀教师队伍。学校还特聘
了一批教育教学专家和省、市级学科带头人组成的“教育教学专家委员
会”。尤其是学校与江苏省四星级重点高中——扬大附中合作办学后，使
学校的办学基础更加厚重、办学举措更加宽宏，从而打造出了一所在扬州
基础教育界独具魅力的学校。
初二年级组王娅娜老师曾这样写道：“学生就是一盏灯，借我一双慧
眼，用它寻找学生的亮点，用时间放大他的亮度。”还有被称为金牌班老
师的崔益峰老师，他用爱心与睿智捕捉每一个极佳的教育时机，由崔老师
所带的班创造了学生从 515 分提高到 698 分的优异成绩。现在，崔益峰老
师已经走上了中学部校长的岗位，破格提拔为总校副校长。
还有担负初一、初三教学任务的陈璐老师，凭着“一个不放弃”的大
爱情怀，靠“水磨”功夫和人格魅力，使一批学生进入高中后上了大学。
字会特色募捐场面
还有，资深班主任尤正秋、马正香、胡倩秋老师，他们把对学生的无形关
◀
世明双语学校红十
爱“物化”为让所有孩子能接受“看得见、摸得着、学得进、喊得出、吃
得香、玩得兴”的有形教育。他们身兼严师、慈母、忘年交朋友、心理导
师、成长策划师等多重角色，把整个身心花在了学生身上，成为了学生尊
崇的“良师益友”。
以学校英语教研组为例，世明学生英语口语听力成绩一直稳居扬州市
直同类学校的前茅。一名从无锡来的学生家长说，世明学校是孩子童年追
梦的地方。要问学校有何魅力？以活动促进孩子健康成长，以诱导开启孩
子的心智，以爱心温暖每一位孩子和家长，就是这所学校的魅力所在。什
么是“博爱”
？用自己女儿的话说：
“珍爱自己，热爱他人、帮助他人就是
博爱。
”
据黄晴老师讲，为什么家长都愿意把孩子交到我的班上？自己的感受
是：作为一名幼教老师光靠自身的本能是做不好幼教事业的。要从关心儿
童、了解儿童、包容儿童开始，只有把孩子挂在自己心上，家长才能把老
师放在心上。这种“博爱”的思想成了黄晴老师的座右铭。在世明，有一
大批这样的老师把全部的爱传给了孩子，她们以既是老师又是妈妈的双重
角色，诠释了人民教师的人生价值。
诸如：李文佳、肖平、段媛媛、李莉、万玲、郑琦琦等一批优秀教师
都是世明学校的杰出代表。她们躬耕世明，突出传道，重在结获，不为索
取，只讲奉献，用爱心、耐心、诚心、热心、倾心，赢得了孩子们的信
任，家长的信赖，社会的赞誉……
（李 明 刘熙敏）

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
▶
世明双语学校的学生

河南省宜阳县城关镇一中

打造高效课堂
学生作为国家的未来、作为学校的主体，是一切教育开展的根本。
“学校工作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对于教育者
来说，这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切行动的准则。今天，我们所要了
解的这所学校——宜阳县城关镇一中便是这一准则的忠实践行者，创校短
短二十余年的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成为宜阳县初中教育的标
杆，成为专家认可、家长放心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把学生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积
极开展素质教育，是城关镇一中从办
校之初便一直坚持的准则。从 1997 年
至今，学校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不断
进行实践、摸索，进行了一轮又一轮
的教学改革。创新，是一个学校不断
发展的不竭动力，通过多年的实践总
结，学校的“131 高效课堂”已小有名
气，成为广大兄弟学校争相学习借鉴

奠基幸福人生

个环节：自主学习、合作探究、展示
反馈；3、一个目标：以打造高效课堂
为目标。“核心”和“目标”是课改之
“神”，“三环节”是课改之“形”，各
学科在确保课改之“神”不变的前提
下对“三环节”加以运用和变通，如
数学的“预习反馈案教学”，语文、英
语的“循环三环教学”，化学的“递进
三环教学”，史地政生的“板块三环教
的对象。
学”等教学法都富有成效。
教师是学校的第一资源，也是课
“131 高效课堂”起源于城关镇一
堂改革的先行军。学校深刻了解到教
中 2010 年开始新一轮课堂改革，从开
始的一文不名到三年后的小有所成， 师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建
设高水准的师资队伍，现学校教学人
“131 高效课堂”在学校师生不断的实
践、探索与总结、发展中不断进步、 员学历全部达标。其中本科学历 103
人，中学高级积称 26 人，一级职称 80
不断完善，现在已成为城关镇一中的
教育名片。“131 高效课堂”即——1、 余人，省市级骨干教师、业务标兵 25
人 ， 省 市 级 优 质 课 及 优 秀 辅 导 员 74
一个核心：以学生学会为核心；2、三

人。不仅如此，学校还重视教师专业
化成长方面的培养，学校积极践行
“4321”工程，即——四讲：班子成员
讲管理，教研组长讲教研，班主任讲
班级建设，课任教师讲教学，目的是
以讲促学，以讲促变；三课：名师示
范课，骨干教师研讨课，青年教师过
关课，目的是研磨学科特色和课型模
式；两常态：常规检查新常态，推门
听课新常态，目的是夯实课堂教学大
厦的根基；一课题：三年内每名教师
承担一项县级以上课题，目的是发现
问题、研讨问题、解决问题。通过专
业完善的培养模式，城关镇一中的教
师教学水平、科研能力不断进步，一
大批中青年教师在省、市、县教学大
赛中脱颖而出。在七年内，获省、
市、县优质课奖励 163 人次，200 余篇

教学论文获县级以上奖励或公开发表。
学生永远是课堂教学的核心，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引导学生
独立思考积极发言，培养学生良好的
学习习惯是课改的最终目标。城关镇
一中采取小组合作的方法，通过异质
分组的方式将 4-6 人分为一组，对小组
成员的责任和分工进行明确，并进行
强化培训，让小组会学习、会合作、
会探究、会展示、会监督、会帮扶，
提高所有成员的整体效率；课堂采用
小组捆绑式评价，有效培养学生的团
队意识，保证尽可能多的学生融入课
堂，主动学习。
多年实践证明，学校施行的“131
高效课堂”是符合校情，适合学生的
成功改革。近年来，学校教学成绩稳
步上升，2016 年中招升入重点高中人

数达到 478 人，连续 6 年以 30 人左右的
速度增长，其中县前 50 名 15 人，高居
全县榜首；七八年级质量抽测优秀
率、及格率、平均分蝉联县首位；
2012 届、2013 届毕业生张骞、张佳琦
先后被清华、北大录取……学生的成
绩也为学校带来了诸多荣获，城关镇
一中先后获得“洛阳市文明学校”“洛
阳市名校生培养先进学校”“洛阳市全
面特色学校”“宜阳县文明单位”等多
项称号。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在未来的日子里，相信城关镇一
中一定一如既往坚持一切为了学生，
以“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
会动手，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
创造”为培养目标，为学生全面发展
和终身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广告·

第十七届中国班主任大会
为深入贯彻落实 《班主任工作条例》 精神，进一步
提高中小学、中职校班主任育人与管理能力，推进班主
任专业成长，北京华育立人教育机构定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 1 月 3 日在上海举办“第十七届中国班主任
大会”。
大会邀请魏书生、于漪、冯恩洪、金正昆、李镇
西、谢小双、桂贤娣、余国良等二十多位名师名家莅临
（以实际到会为准）。大师们的理念引领，中小学 （中
职） 一线班主任的经验分享，心理健康、主题班会、传
统文化、差班优化等的多板块设计，精彩纷呈的第十七
届中国班主任大会期待您的参加！
另外，北京华育立人教育机构于 2016 年 12 月-2017
年 1 月在全国各地举办多场针对中小学、中职校、幼儿园
教师的专业会议，敬请您来电咨询。
联系电话：13810630119
邮
箱：huayupingbi@163.com
联 系 人：马红霞老师
官方网址：www.jyzyedu.cn

枫叶国际学校校长招聘
枫叶教育集团作为中国国际教育
领军者，是中国基础教育领域开办较
早 、规模较大的国际学校办学机构。
1995 年创建以来，秉承“中西教育优化
结合，实施素质教育”的办学理念，致
力于不分种族、肤色、国籍，为所有受
教育者提供一流教育服务的使命，形
成集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幼教、小学、
初中、高中为一体的多层次高品质的
国际教育体系。21 年来，枫叶国际学
校已在中国大连、上海、天津、重庆、武
汉、义乌、镇江、洛阳、平顶山、鄂尔多
斯、荆州、西安、淮安、平湖和加拿大甘
露市等国内外 15 地开办 56 所，在校生

规模突破 21000 人，中外籍教职员工
3500 多名。今天，已有 18 届 1 万多名
高中毕业生从枫叶走向世界，超过 50%
的毕业生被枫叶全球百强名校录取。
一、
招聘职位
1. 小学、初中、高中校长，18 万-30
万元年薪起。
2. 英语中心主任，10 万-15 万元
年薪起。
3. 教导、教务主任，10 万-15 万元
年薪起。
二、
任职条件
1. 本科（含）以上学历，3 年以上同
岗位工作经验。

枫叶教育集团官方微信

2. 爱岗敬业，事业心强，具有忠诚
奉献与开拓精神。
3. 有较强的执行力、组织协调能力
和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三、
枫叶团队
1. 有梦想、有活力的中外教育团
队。
2. 多元化的海外交流机会。
3. 高于行业标准的薪酬福利体系。
四、
应聘方式
应聘材料发送邮箱至：
hr@mapleleaf.net.cn
集团总部联系电话：
0411-87906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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