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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80年栉风沐雨年栉风沐雨，，8080年豪迈担当年豪迈担当。。从从19381938到到20182018，，昌乐一中有昌乐一中有
过风头无两的辉煌过风头无两的辉煌，，也有过坎坷波折的低谷也有过坎坷波折的低谷。。但历史的积淀与文化的但历史的积淀与文化的
底蕴底蕴，，是一中的骄傲与荣光是一中的骄傲与荣光，，一代代一中人的努力和成就一代代一中人的努力和成就，，砥砺着一砥砺着一
中精神薪火相传中精神薪火相传。。

依山拥泉依山拥泉、、红瓦飞檐红瓦飞檐、、梁柱础石梁柱础石、、参天古树……这里是远离都市参天古树……这里是远离都市
喧嚣的教育静土喧嚣的教育静土，，庄重静穆庄重静穆、、古朴典雅的传统气息与现代化教学设施古朴典雅的传统气息与现代化教学设施
相得益彰相得益彰，，天南地北的学子会聚而来天南地北的学子会聚而来。。这里是享誉华夏的厚重历史名这里是享誉华夏的厚重历史名
校和精英翘首之地校和精英翘首之地，，从这里走出了院士从这里走出了院士、、将军以及一大批著名作家将军以及一大批著名作家、、
政界要员和行业领军人物政界要员和行业领军人物。。这里是彰显时代特色的成长乐园这里是彰显时代特色的成长乐园，，社团活社团活
动丰富学生生命成长空间动丰富学生生命成长空间，，翻转课堂模式更是树立了基础教育教改典翻转课堂模式更是树立了基础教育教改典
范范，，塑造了蜚声海内外的优质教育品牌塑造了蜚声海内外的优质教育品牌，，前来学习取经的教育考察团前来学习取经的教育考察团
络绎不绝络绎不绝。。

8080年征程年征程，，一代代一中人一代代一中人，，不忘初心不忘初心，，集古圣先贤之智慧集古圣先贤之智慧，，纳纳
地杰人灵之毓秀地杰人灵之毓秀，，不断托举起齐鲁杏坛这颗璀璨的教育明珠不断托举起齐鲁杏坛这颗璀璨的教育明珠。。新时新时
期期，，如何弯道超车重塑老昌乐一中辉煌如何弯道超车重塑老昌乐一中辉煌，，如何让一中精神和优良传统如何让一中精神和优良传统
薪火相传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发扬光大，，昌乐一中在改革中不舍昼夜昌乐一中在改革中不舍昼夜，，步步疾行步步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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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荣光：令人向往！

创建于 1938 年的昌乐一中是昌乐教育历史上的独
特符号。

时值全民抗战，地瘠民贫，老一辈一中人筚路蓝
缕，励精图治，仅用 10 年时间便将学校建设成为拥有
高中、初中、师范、简师和附小的“山东省立昌乐中
学”（隶属省教育部门直接管辖），其规模为全省之
冠，时人时事至今仍为昌乐人民所称道。

80 年来，这所省级重点中学、省级规范化学校、
省级文明单位、全国百家特色学校之典范，一路高歌
猛进，桃李遍天下。从这里走出了两位中科院院士、
14 位将军、一位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一位长江学
者特聘教授、多位国家万人计划领军人才，数十名部
长、总裁、作家，以及数百名博士、千余名专家学者
和无数奋斗在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80 年来，昌乐一中自强不息，追求卓越。为深化
教育体制改革，2005 年 6 月 6 日，昌乐县政府部门批
准并报潍坊市政府部门批复，昌乐一中由国办改为民
办公助，实行股份制办学。改制后，昌乐一中办学规
模不断扩大，在校本部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向着多元
化和特色化的路子迈进，先后创办了昌乐一中初中部

（英才初级中学）、昌乐一中英才实验学校、昌乐一中
幼儿园，实现了从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的全覆盖。
2015 年 8 月，全国首个海军航空实验班在昌乐一中组
建。2017 年 4 月 24 日，海军招收飞行员工作办公室致
函昌乐一中，明确山东省昌乐一中为海军青少年航空
学校，并授予“海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牌匾。这是继
学校创办全国首个海军航空实验班后，全国首所海军
青少年航空学校又落户昌乐一中。

一项项沉甸甸的荣誉，无不彰显着昌乐一中的人
文底蕴与办学实力。省教育部门相关领导曾说：“我把
昌乐一中作为山东高中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来对待，
我把昌乐一中看作是未来山东高中事业发展道路的开
辟者。”

有一种担当：豪情万丈！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一个“钱学森之问”，引发了千百万人的深思。而

这个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昌乐一中的改革者们。问题
的答案绝非一个“课堂”可以解决，但毋庸置疑的
是，“课堂”绝对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

到底怎样才能在保证升学率的基础上，赋予一个
灵魂、一个生命以成长，在顺应学生的天性基础上，
关注学生诉求并且打造一个高效的、唤醒学生内在的
课堂？

在新课改理念下，昌乐一中扛起了改革担当！
而“互联网+”概念，更是激起了昌乐一中改革者们
的兴奋点。互联网时代，教育如何结合及利用信息技
术，使教育摆脱时间、地域、教师的限制，使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社会化学习成为现实，使学生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体？从 2013 年开始，5 年来，昌乐一中用
翻转课堂实践给出了答案。

中国教育创新研究院、全国微课程资源共建共享
联盟、山东省教科所分别在学校召开全国或全省翻转
课堂大会。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
报》、《大众日报》、《人民教育》 杂志、《基础教育课
程》 杂志等十多家新闻单位先后报道学校的办学经验
和成功做法。75.7%的学生认为翻转课堂能够激发自

己的学习兴趣，自己能够轻松自主学习。
校长黄发国介绍说，翻转课堂的核心思想是实现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数字化平台及资源则是硬件支
撑，基于此，学生不再受时空局限，可以共享优质教
育资源。在昌乐一中，“学生白天在教室完成知识吸收
与掌握的知识内化过程，晚上回家学习新知识”。

翻转课堂是舶来品，起源于美国，将学生的学习
活动从教室搬到网络，由学生自主观看微课，完成学
习。

对于翻转课堂这一“洋药方”，昌乐一中博采众
长，基于自身实际，“中西医结合”加以扬弃，开出了

“继承集体备课、学案导学、小组合作学习的成果，构
建由数字化学习平台、校园镜像服务器、千兆校园网
和学生个人平板电脑组成的在线教学系统”这一“组
合药方”。

自 2013 年 2 月开始，昌乐一中吸收课堂教学改革
的已有成果，充分整合软硬件资源，与山东省出版集
团合作开发阳光微课数字化学习平台，开发、使用微
课等教学资源，将信息技术运用于常态课堂教学。在
全国首创“二段四步十环节”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并全
面实施，全面落实了教育信息化。

目前，昌乐一中已成为全国翻转课堂实验规模
大、实施科目全的实验学校。

“翻转”效果如何？以前的自习课变成了现在的
“自学质疑课”，该校副校长张福涛介绍说，学生根据

学案明确自学目标，根据提示的自学要求和方法自读
教材，完成预习题并记录疑难。每一节课，学生都始
终处在思考、分析、探索、提高的状态中。有的同学
说，“原来听老师讲课，老师讲什么就是什么，从来没
有发现过这么多的问题！”

“我们有个调查问卷，显示 82.94%的学生喜欢翻
转课堂。”张福涛介绍说。此外，学生的学习动力、学
习过程、学习习惯、学习意识等方面的调查，问卷数
据都不错。特别是学生之间的相互帮助合作，反馈数
据之高更是让昌乐一中领导层欣喜。

翻转课堂的实施，学生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学生
负担得到减轻，学生个性化成长得到保障；教育教学
质量大幅度提高，学业水平合格率、体质检测合格率
稳居山东省前列。

实施翻转课堂，对教师来说是一次很大的挑战，
教师不但需要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同时，微课的设
计与制作、学案的编制、课堂上生成性问题的增多对
教师的信息素养和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翻转课堂对教师们也是一场“革命”。课堂上，学
生问什么，教师讲什么，教师不再以是否讲完备课内
容为完成任务的标准，而是以学生是否真正学会为标
准；课下，教师借助数字化平台的数据处理分析功
能，从批阅作业等重复劳动中解脱出来，并掌握了更
多精确的反馈信息，教师有更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进行
更精准的一对一辅导。

昌乐一中问卷显示，90.3%的教师认为翻转课堂
改善了他们对工作的满意度，克服了职业倦怠，每一
节课都盼望着早进入课堂进行“创造”。

作为国内翻转课堂引领者，昌乐一中推动了教育
信息化的发展，成为国内“互联网+教育”的典范，
海内外 4 万多名教育同仁前来考察学习，还应邀参展
多个国内外教育信息化大会，获国家教育部门 2018 年
基础教育国家级别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昌乐一中翻转课堂实践的初步成功还吸引了知名
高校对此的浓厚兴趣。2015 年 12 月，昌乐一中与北京
师范大学“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发展的
翻转课堂教学研究”合作项目签约，2016 年 3 月正式
启动。

3 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组建了九大学科的豪华专
家团队每年分两个轮次到昌乐一中进行现场教学改进
指导，为昌乐一中教师开展 6 次专题总结培训活动，
双方共同开展 30 个左右教学课题，昌乐一中 40 多位老
师全程深度接受高端备课指导，改进 80 节左右自学质
疑课、训练展示课。

黄发国表示，今后，学校还要进一步加大基于学
科特点的各种课型研究，在“二段四步十环节”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的总体架构下，学校的各学科都要积极
主动地研究各种课型的课堂具体流程，逐步形成适合
各学科的各种课型。

有一股力量：无可阻挡！

教育究竟要承担什么样的使命？
到底是重视“术”的教育还是重视“道”的教

育？到底是关注外在的社会评价体系还是关注内在的
生命评价体系？

众说纷纭中，昌乐一中校长黄发国一语中的，“生
命的成长是学生教育的根本”。

昌乐一中在这场回归教育起点的改革中始终认
为，所有的孩子毫无例外都是有天赋的、有才能的。
要发现、显示、爱惜、培养每个孩子的独特个人才
能，教育要有更适合生命成长的温度和海纳百川的襟
怀。

秉承着昌乐一中“爱国砺志 求实日新”的精神
DNA，教师乐教、学生活学，万千种个性在昌乐一中
茁壮成长。

走进一中你会发现，这里的学生安静内秀又元气
淋漓，这里的教师勤勉敬业又活力奔放。学生每人参
加一个学科社团，培养兴趣特长或弥补学科短板；每
人参加两个体育社团，学会两项体育运动技能；每人
参加一个艺术社团，学习掌握一项艺术特长。学校把
管理的权力交由学生，运动会、社团秀、班会，所有
的校园活动都由学生参与策划、参与组织；全校组建
了 330 多个学生社团，做到了人人有社团、周周有活
动、处处有成果展示，学生自主能力和个性化发展迅
速。

在昌乐一中的校园内，活跃着近 700 名各有所长
的“教书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精英，先后在
全国、省市比赛中获市级以上荣誉称号 132 项，国家
级别 39 项，他们承担着呵护一中学子全面发展、健康
成长的教学重任。精雕细琢，品质制胜，一中的教师
们认真打磨每一堂微课，为让微课更具趣味性、更能
让学生吸收，教师们备课到深夜早已成为常态；有教
师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讲课，直至汗流浃背⋯⋯“精益
求精，是‘教书匠’的精神偏执，没有精品化，就没
有一中的未来”，在黄发国看来，“教育的最高境界就
是把一个人的内心真正引导出来，对于教师而言，就
是要做到不忘初心，忠诚专注于教师的责任义务。”这
个砥砺教改的教育家，更喜欢自己是一个孜孜以求精
益求精的“教书匠”。

这是一座富有朝气的花园式文化殿堂。幽静的院
士路在郁郁葱葱的林木间穿梭而过，每一天，阳光越
过翰苑，打在年轻的面庞上。一中学子执着向前的每
个步履里，都倾注着对前辈的景仰。

这是一座胸怀天下的国际化校园。李猛、张姗
秋、张从凯、薛翠丽、马科伟、潘丕超⋯⋯诠释着

“一中骄傲”的榜样力量。从这里走出的学生，在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名
校 继 续 深 造 ， 传 递 人 性 的 爱 和 自 由 ， 创 造 无 限 可
能 。 在 一 中 看 来 ， 国 际 化 也 绝 非 仅 止 步 于 合 作 办
学，未来如何将国外教育理念融合进来、如何开展
双语和大学课程、如何与国外院校合作交流都是国际
化的一部分。

全面开花的个性化培养后，是核心素养在教学中
落地。各类竞赛成绩突出，频频斩落国际、国内大
奖，连续 4 年组织 5—6 支队伍参加国际数学建模联赛
均获国际大奖，数量、等次列国内学校前三名。2017
年，韩沂君等 4 名学生获第 19 届国际数学建模联赛特
等奖候选奖。王一帆、刘海妮、袁梦娇等 10 名学生获
全国竞赛或联赛全国一等奖；郭欣瑜、辛雪丽等 9 名
学生获全国二等奖；陈雨筱、苑新两名学生获全国三
等奖；孙超群等 23 名学生获省一、二、三等奖；滕晓
敏等 27 名学生获市一、二、三等奖。去年以来，学校
先后被国家教育部门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
校、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篮球特
色学校，荣获山东省青少年创客大赛“山东省优秀组
织单位”称号。

成绩的背后，亦是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充分发
挥。以党建统领全局，筑“红色堡垒”；以党建促教
学改革，创“红烛先锋”；以党建推进德育创新，塑

“红心向党”，全面开展“校园党旗红”引领行动，
党员干部切实把工作落实抓在手上，当先锋，做表
率，执行到位，取得良好效果。学校被定为潍坊市
中小学党建工作示范点创建单位，获潍坊市民办中
小学信誉等级评价综合成绩全市之冠，被评为 A 级学
校。

匠心之于一中教育，是对教学素养的极致追求，
是“信息化、个性化、多样化、国际化”理念的与时
俱进和自我进化。如今，昌乐一中更是涵盖高中、初
中、小学、幼儿园、国际教育等多种层次，坚持“对
教育事业不改初心、忠诚和专注”的信念，坚持教育
以生为本的原点理念，坚持敦品为基、立志为要、成
才为本的育人目标，老老实实做教育，扎扎实实办学
校，踏踏实实当教师，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引
领着昌乐一中继续在历史名校之路驰骋。

（吴瑞萍 刘卓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