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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芝兰玉树”班
级充满诗意

诗，不仅是一份纯真情愫，一腔
志向咏叹，一怀灵魂释放，更是一种
思维方式。当柔柔春风吹绿江水，当
中华诗词宝库的大门开启，当一首首
经典诗词从幽幽时代跳跃出来，多元
化的诗教活动深深影响着前锋小学的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

他们为其中一个特色班级取了诗
一样的名字：芝兰玉树班。

“芝兰玉树”，出自 《世说新语》，
用来比喻有素养、有品位、有才华、
有气节的栋梁之材。

它的班徽由一本蓝色的书和三颗
闪闪的星星组成。蓝色的书谐音树，
寓意在诗意校园这棵大树下，沐阳光
雨露，经风霜冰雪，吸天地精华，取
日 月 灵 光 ； 三 颗 星 星 则 分 别 代 表

“和、博、雅”，希望每一颗星星都在
灿烂的星空下一直发光，寓意每个孩
子都朝着“谦和有礼、博学多能、热
爱生活”的目标而奋斗。

班主任陈囿辰老师介绍说，“芝兰
玉树”班的设立，就是希望创建一个
以人为本、健康阳光、崇德向善、和
谐博雅、追求卓越的班集体，通过开
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培养
德才兼备、阳光开朗的小学生，为孩
子们将来成为有素养、有品位、有才
华、有气节的栋梁之材奠定基础。

班级是学生生活的重心，知识的
集散地，人格的熏陶地。在前锋小学
的老师们看来，让诗意前锋走向文化
自觉，充满诗意化的班级文化氛围，
能够焕发学生心灵深处的巨大再生性
资源——精神。

“身心合一，仁孝为本”“谦和有
礼，和而不同”“爱好广泛，视野开
阔”“古今贯通，博学多能”“形端表
正，情趣高雅”“审美创美，热爱生
活”⋯⋯“芝兰玉树”班从道德、知
识能力、审美等多个层次设置了具体
的建设目标。

“积善之班，必有余庆；积不善之
班，必有余殃。”这条班训已经内化到
每一名师生的心中。经过两年多的培
育、成长，萌发新芽，嫩朵绽放，“芝

兰玉树”班初步形成独特的诗意班级
文化。

让每一株“芝兰玉
树”都多样绽放

班 级 建 设 得 怎 么 样 ， 学 生 的 变
化，很有说服力。

小洛，成绩长期徘徊在 40 分。语
文老师耐心鼓励：小洛，你的成功不
是全班第一名，而是比原来的你有进
步。一句平实中充满温情与鼓劲的
话，让一个后进生自信地迈开了向前
的步伐。一年后的他尽管语文成绩只
达到 70 分的水平，但这种进步折服了
全班同学，被推荐为学习标兵。

小函，打架大王。班主任看到他
处处逞强，时时想展示自己强大的一
面，便主动与学校领导沟通，每次大
型活动或集会，需要搬音响器材时，
让他展示惊人的力量。于是小函经常
以“大力士”的姿态出现，也让一些
同学糊里糊涂地视他为“英雄”。进一
步地，班主任推荐他为督察员，每天
放学负责管理在学校里等家长接送的
小同学。在做督察员的过程中，小函
逐渐学会文明有礼，与人沟通，分清
是非，成长为真正英雄。

不少家长告诉我们，孩子们做事
相比以往更有耐性，遇到困难时少了
一份急躁，作业质量明显比以往好，
书写整洁多了，学习成绩也取得了进
步。

另外，在班级文化的熏陶下，学
生们逐渐养成了一份责任，他们更热
爱班集体、孝敬父母、形成良好的品
格，达到了班级目标中“和”的道德
层次目标。比如，孩子们会在同学生
日时举办班级小型生日会，给过生日
的同学赠送礼物及送上生日祝福；在
母亲节、父亲节，会给自己的父母庆
祝节日，为父母做一份爱心早餐或是
爱心贺卡，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孝心。

“关注每一个孩子成长需求，激发
每一个孩子追求成功，静听每一朵花
开的声音”是“芝兰玉树”班的教育
追求。正是这种基于人文关怀的教育
责任和使命，在“芝兰玉树”班每一
个孩子成长都得到正面的影响，每一
个孩子都不断地自我完善，每一个孩
子都感受到做人的尊重与自信，每一
个孩子都焕发健康向上的活力，书写
生命的光彩。

在 班 主 任 和 各 科 科 任 老 师 们 看
来，孩子的成长是有曲线的，有时是
高峰，有时是低谷；有时他的内因愿
意配合，有时他的内因在排斥；有时
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或者自己的经历
能慢慢明白。只要给孩子多一点点的
时间，总有一天他会走出混沌黑暗。

让每一次体验都春
风化雨

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
各种活动是建设班级文化的重要途径
之一，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手
段，可以满足求知需求，开发更大潜
能。

古诗词中写情感的作品很多，闲
情、友情、亲情、乡情和爱国情⋯⋯
都是审美情趣、民族精神教育很好的
载体。在温暖的早晨，在灵动的阳光
下，诗、书、报每每美丽邂逅，芝兰
玉树春风化雨的种子悄悄埋下。

对秦砖汉瓦的向往，对唐诗宋词
的热爱，对 《红楼梦》 的崇拜，对

《西游记》 的迷恋；在诗意中感受大江
东去的气势，感受怒发冲冠的激情，
感受大漠孤烟的雄浑，感受小桥流水
的婉约⋯⋯定期举办的经典诵读活
动，让前锋小学的学生们亲近书籍，
与好书为友，与经典对话，陶冶了情
操，培养了品格。

除此之外，还有书法特色活动、
科技创新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一系

列活动，让学生在参与和体验中，获
得能力的提升，心灵的锤炼与成长。

在各类比赛中，孩子们都努力挑
战，追求卓越。如：吴文怡在羊城晚
报第 22 届“百旺杯”华语手抄报大赛
中获得优秀奖；黄梓莹、吴文怡、张
心宇、江咏诗在石碁镇小学语文“阅
读&创意 碁美人生”之阅读卡评比
中获一等奖，朱平、谢鹏程、黄天
朗、孔景恒获二等奖；黄梓莹在第五
届全国中小学生语文素养大赛“经典
诵读”评比活动中获一等奖，张心宇
获二等奖；陈梓洋、黄天朗、吴文
怡、黄梓莹、姜义军、谢昊宏、孔景
恒在第 13 届“希望杯”全国中小学生
作文大赛中获二等奖，江咏诗、谢鹏
程、朱平获三等奖；陈惠、蹇梅梅、
孔景恒、谢鹏程、朱平在第 22 届全国
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中均获硬
笔组三等奖；朱平在广东省“粤星
杯”小学生毛笔书法大赛中获三等
奖；黄梓莹在番禺区中小学生现场书
画大赛中获三等奖，陈梓洋、刘淑
萍、谢鹏程等分别在学校科技节活动
中获科幻画、科技小制作两个项目的
一二等奖⋯⋯

此外，“芝兰玉树”班还定期开展
主题班会：开学第一课、感谢师恩、
祖国妈妈我爱您、世界问候日、全国
中小学安全教育日、读书成就中国
梦、劳动最光荣、慈善文化走进校
园、天下父母心⋯⋯每次班会都主题
明确，每名学生都积极参与，发挥出
巨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如今，在芝兰玉树班，班级活动
已经形成以重要的节日、纪念日、自
定班级活动日为轴，以班会、项目学
习、体验活动、实践活动为四类主要
课程形式的规模化活动群。每周有活
动，次次有主题，形成课表让年度活
动有据可依。

如今，在“芝兰玉树”班，每一
位班级成员都很重要，全班参与民主

讨论商定制定班级公约，培养、发展
学生自主管理能力，强调学生管理民
主、自治、正气、实效。

如今，在“芝兰玉树”班，学生
组成小组合作竞争，由原来个体竞争
变成集体竞争，小组内学生互相学
习、互相监督，利用团队的力量促进
个体的进步；一对一结对，发挥优生
的作用，带动后进生的进步，形成互
帮互助、共同进步的有效机制。

如今，“芝兰玉树”班的建设不再
只是前锋小学老师们的事，班级家长
委员会作为一支重要的管理力量，正
在班级教学与管理中发挥着越来越大
的作用。家委会利用双休日组织孩子
们去绿怡岛农庄亲子野炊，家委会带领
孩子们去广州购书中心参加亲子读书活
动，家长每逢端午节、中秋节、儿童节
等重大节日来参加班级活动⋯⋯

“总在朝阳升起的时候，诗意带着
露珠摇曳在枝条上，朝气洒满每一个
角落，幸福弥漫着校园的空气，那纯
真的欢声笑语，那润物无声的教诲，
编织着美丽的童年，塑造翩翩少年君
子，书写老师诗意人生，创建学校特
色品牌。”梁叶华校长说，这些诗意，
这些诗意一样的经历，以及老师、家
长、学生为班级文化的每一次行动，
会深深烙刻在每个孩子的生命中，美
好、温暖、感动，都将化作他们未来
前行的力量。

在新时代的召唤下，农村的孩子
也同城市的孩子一起踏上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的新征程；而作为全球
一线城市的广州，它用充满生命活力
和创新精神的现代化教育，为这座大
城市中的农村小学奠定了坚实的发展
基础。就这样，“芝兰玉树”班级走出
农村办学的视野，在广州市教育部门
举办的首届广州市中小学班级文化建
设示范班展示活动中脱颖而出，成为
广州市班级文化建设示范班！

（吴中辉）

让生命在诗意中成长
——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前锋小学“芝兰玉树”班级文化建设纪实

“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惬意高飞，“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坚毅
执着，“难酬蹈海亦英雄”的豪迈坚持，“闲花落地听无声”的清
新雅致，“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的平凡自强……

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有这样一所农村小学：校园里的每
一个角落，每一间课堂，每一张笑脸上，随处都能读出这种种诗
意，随时都能邂逅生命深处的美丽绽放。

“让‘诗’成为校园的一景，让‘诗意’在校园安家，让‘优
雅’成为学校亮丽的名片。”前锋小学校长梁叶华告诉我们，社会
越浮躁，诗意越珍贵。在番禺区上品教化教育理念引领下，按照
番禺区“文化德育”工作部署，积极践行石碁镇“碁道育人”，打
造诗意校园，让师生们教有其所、学有其所、活有其所，在求
知、求真、求美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启迪和教育。

在“诗意前锋”的学校文化指引下，前锋小学五年级（1）班形成
“芝兰玉树”班级文化，伴随着诗，也打开了属于自己的美丽诗篇。

搭建教研共同体，改变
教师的行走方式

教育的发展，教师是关键，学生
的成长，教师是引路人。朱永新教授
认为新教育最重要的逻辑起点就是教
师的发展即教师的专业成长。教育的
改变必须从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开始。

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首先是改变
教师在教育中的目标和价值定位。传
统的教育观念中，教师是实现教育任
务的工具。“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确实歌颂了教师的光辉形
象，但是在人文精神的映照下，我们
看到的是教师生命意义的阴影。这样
的价值取向显然很难给我们带来幸福
的教育生活。金中外实校作为成都市
一所新兴的民办初级中学，建校之初
就确立了让学校成为“莘莘学子成
人、成才、成功的乐园，师生共同学
习、生活、成长的家园”的“两园”
建设目标，就是要让教师的成长、教
师的幸福成为教育发展的目标之一，
让教师成为幸福教育生活的重要主体。

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就是要改
变教师的专业成长方式。我们探索的
成功经验是搭建教研共同体，让教师
在集体的帮助下获得专业发展。在教
研共同体中，我们充分挖掘校本资
源，积极引进校外资源，开设专家讲
坛、设立首席教师、外聘课改顾问，
每周的分组教研例会，每月的教师论
坛，每期的师徒结对成果展示和每年
的优质课评选活动，成为了专家引
领、同伴互助、自我反思的好平台。
在教研共同体中，全体教师共同学
习、共同研究，实现了共同成长。

教师在教研共同体中增进了对学
校的归属感和对教育的信心。教师在
教研共同体中获得的成长，带来的不
仅是教育质量的提升，更有自我价值
得以实现的满足感和成功的幸福感。

开设新生命课程，改变
学生的生存状态

在长期的应试教育环境中，为了
考试和分数，学生每天的活动轨迹就
是“寝室—教室—食堂”。学生、家
长、教师的喜怒哀乐也都源于此。新
教育从促进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出发，引导教育的参与者回望生命、
观照学生的生命状态。金中外实校在
新教育理念的指引下，通过开展体育
活动月、读书活动月、艺术活动月和
励志远足等活动，形成了旨在引导师
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成就人生的
新生命课程体系，让学校成为学生幸
福成长的乐园，改变了学生的生存状
态。

体育活动月开拓生命源泉。良好
的身体素质是学生热爱生命、热爱生
活、成就人生的根基。每年为期一个

月的体育活动月活跃了校园的体育运
动气氛，培养了学生终身锻炼的观念
和习惯，促进了学生在身体、心理和
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健康和谐发展。
体育活动月中，每一场展示、每一场
比赛、每一次拼搏都是一次生命之光
的闪耀，都是一次生命的超越，都是
生命品质的提升，每一次生命的提升
都是对生命源泉的一次更高、更深层
次的开拓！

读书活动月充实生命内涵。“一
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
史⋯⋯”阅读可以充实生命的内涵，
提升生命的质量。学校积极营造浓郁
的读书氛围，打造书香校园，每年都
开展一次全校性的读书月活动。读书
活动月期间，学校以翰墨文学社牵
头，让各个学生社团承办各项独具特
色的校园活动，包括丝丝润心的“名
家 讲 座 ”、 书 香 满 校 园 的 “ 征 文 大
赛”、修身养性的“阅读大赛”、古香
古韵的“诗文朗诵大赛”、热情洋溢的

“演讲比赛”、口若悬河的“辩论赛”
等。目的是通过这一系列活动，让学
生去收获、去成长、去沐浴文化的恩
泽、去接受精神的洗礼。

艺术活动月提升生命品质。艺术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
类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艺术教育对
青少年美感的形成、人格的陶冶、情
感的丰富、创造力的开发有重要意
义，让学生在美的享受和艺术的熏陶
下，体会认识生命、珍惜生命、热爱
生命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学校每年都
会举行为期一个月的艺术节活动，在
艺术活动月中，有随着乐声的强烈节
奏和律动，舞出精彩的生命奔放的舞
蹈；有跟随着旋律里起伏的音阶和情
绪，唱出绚烂的生命之歌的合唱比
赛；更有那在灯光闪耀、音乐飞动的
气氛下，让人目不暇接、带来无限欢
声笑语的综合文艺汇演。这一切，凸
显了学校的“两园”建设目标，培养
了学生对健康生活的追求，增添了生

命的情趣，提升了生命的品质。
励志远足激发生命潜能。自 然

孕育生命，生活塑造生命。为了践
行新生命教育理念，学校每年春季
都 会 组 织 “ 生 命 如 歌 ， 励 志 向 前 ”
远足行社会实践活动。通过 30 公里
到 50 公里的远足，师生一起走出校
园 ， 亲 近 自 然 ， 感 受 生 活 的 美 好 。
同学们在活动中团结互助，不断克
服心理和生理的障碍，在不断的自
我 超 越 中 磨 砺 顽 强 拼 搏 的 意 志 品
质，激发生命的潜能。

创建未来学校，改变学
校的发展模式

民办学校存在的价值是为社会提
供可选择的、有个性的优质教育服
务，这就决定了必须丰富教育质量的
内涵，走差异化、优质化发展之路。
创建未来学校是学校紧跟时代发展的
趋势，将信息通信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提升学校品质，开辟学校发
展新路径的重要探索。

21 世纪，尤其是近十年，随着信
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对社会产生的巨
大影响，教育已经处在发生深刻变革
的临界点。建设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
未来学校成为了时代的潮流。2015
年，金中外实校率先开设了两个基于
平板教学的“e 课班”；2016 年，“e 课
班”进一步扩容增效，学校被成都市
教育部门批准为未来学校建设试点学
校；2017 年，学校在起始年级 20 个班
全部开设“e 课班”，建成了首个未来
年级。“e 课班”和未来年级的建设带
动了学校管理、服务、评价和课堂、
课程发生重大变化。教育教学和评价
逐步实现从基于经验到基于数据实证
的转变，管理和服务走向智能化，校
本课程体系更加注重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养和提升，学校办学品质实现了新
的跨越。

在实践中发现问题和解
决问题，改变教育科研的范式

教育科研是教育的第一生产力，
应该为教育提供创新发展的不竭动
力。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学校的教
育科研大多是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的

“闭门造车”工程。课题来源是上级下
达的而不是自己在实践中发现的，课
题研究过程缺少群众性的参与，调查
研究和实验检验不足，科研成果的应
用转化效果不佳。

为了克服学校教育科研中存在的
弊端，金中外实校出台了《教育教学成
果奖励办法》《“燎原奖”评选奖励办
法》《集体磨课制度》等制度，引导教师
从课堂教学、班级管理、课程研发等教
育教学实践中去发现问题，大胆进行
探索，寻求解决的办法。学校成立学
术委员会，对科研项目提供指导，对具
有推广价值的解决方案进行集体评估，
给予奖励。基于问题、共同研究、推广
应用成为了学校教育科研的新范式。

四大改变使学校获得了广阔的发
展空间，取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近
年来，学校办学品质显著提升。学生
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得到全面提升，
教学出口成绩屡创新高；教师专业技
能和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学校的
品牌形象得到全面提升。学校先后被
评为“金堂县德育工作先进集体”“成
都市新优质学校”“成都市社会组织示
范党组织”“成都市阳光体育示范校”

“成都市环境友好型学校”“全国新教
育实验优秀实验学校”“全国青少年校
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五好小
公民示范学校”等，连年获得县教育部
门教育教学综合考评优秀奖和常规管
理优秀奖。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英
语特色课程、党建工作经验被新金堂、
华西都市报、环球时报、中国网等多家
媒体广泛报道。 （唐中福）

着力四大改变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成都市金堂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新教育实验改革之路

20152015年年77月全国新教育年会期间朱永新教授到校参观学校新教育成果展月全国新教育年会期间朱永新教授到校参观学校新教育成果展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新时代教育
改革和发展的总要求。什么样的教育才
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对学校而言，重要
的就是要让学生、家长和教师都能过上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这也是朱永
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实验改革核心的价
值追求。

金堂中学外国语实验学校（以下简
称金中外实校）自2011年参加新教育
实验改革以来，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理念的引领下，着力于“改
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生的生存状
态、改变学校的发展模式、改变教育的
科研范式”，通过深入开展新教育的实
验行动，极大地提升了学校的办学水
平，促进了学校的内涵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