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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生长”，构建自然与可见
并行的“文化场”

教育发展需要回归本质，遵循自然规律。因此，学校
提出的“人人精彩生长”的办学理念，即尊重教育规律，
实现进阶式发展；强调生活性，把学生的认知与其生活经
验紧密联系起来；注重连续性，用“有序列和有系列的课
程促进学生生长”；注重过程性，避免短期的急功近利，激
发学生主动性，发现其可塑性。

遵循生长规律，设计校园环境文化。学校根据“生
长”的寓意，以四季更替为校园环境设计的理论基础，不
仅让学生感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进阶的发展和文化
体验，还让学生在传统二十四节气中去发现其内涵和“生
长”之美。同时，除了各学校都有的标准教室和功能场
所，学校还专门设立了情境体验空间，把学生们喜欢的职
业体验活动搬到学校里面，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
比如在敬老月，就可以把这里布置成敬老院，让教师和孩
子们在角色扮演中获得体验。此外，学校建立的儿童博物
空间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各种岩石、生物进化、科技发
展等知识都会在这里展示，直观地让孩子们了解人类文明
的进步。

关注教师生长，优化学校管理文化。学校关注教师的
生长，促成教师成立不同的“生长共同体”，通过指导教师
制定“生长规划”，为教师提供“生长实践”平台，引导教
师沿着从“自助”到“互助”、从“互助”到“共助”的团
队生长路径去实践，并鼓励教师结合专业特长和兴趣志向
开展形式多样的微课题研究，以及立足自身学科教学，开
发有利于教学的科学工具，从而让每位教师都能在不同程
度上获得“生长成果”。同时，营造“人人都是教研主体”
的氛围，通过“引路子—压担子—搭梯子—树牌子”为教

师提供各种生长平台和机会，将教研工作纳入教师生长评
价指标，作为教师表彰奖励、职称晋升、评优评先的重要
条件之一，从而引导教师在教育实践中不断学习，在学习
中不断生长，在生长中不断获得成功。此外，学校还统整
管理部门，把行政事务、招生等事务性工作归由校务与资
源服务中心，学校内涵发展、课程开发、师资发展等由课
程与师资发展中心支配，学生活动设计、常规管理和安全
教育则由安全与学生发展中心规划，进一步提高了部门的
运作效率。

关注“变革”，打造序列与系列
共生的“课程群”

课程是促成学校教育特色形成和内涵发展的原动力，
尤其对于新学校而言，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学
生。因此，学校根据“课程要适合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学
习，儿童通过课程学习，会用不同的表征方式(动作、图
像、言语和文字)与他人分享所得、向他人展示所获”，开
发并打造了“双 S （suit 和 share） ”螺旋生长课程群，为学
生提供适合其身心发展特点、核心素养塑造、创新人才培
养的“12345”课程体系。即：围绕 1 个核心理念“促进学
生精彩生长”，基于 2 个信条“适合与分享 （双 S） ”，形成
基础课程、拓展课程、主题课程 3 个维度课程，分为人文与
阅读 （春生课程）、科技与实践 （夏长课程）、生活与健康

（秋收课程）、艺术与审美 （冬藏课程） 4 大板块内容，以及
与之相对应的五大生长因子——“生长德、生长学、生长
体、生长能、生长情”，从而培养学生的学习实践、生活审
美、解疑思创、家国情怀四大素养。

凸显“序列性”与“系列性”。学校在课程的设置上遵
循儿童认知规律以及“序列性”和“系列性”，比如学校主
题课程，就以儿童认识世界的广度和认知能力为半径，不
断在深度、广度上扩展，在难度上提升，形成纵向序列和
横向系列发展的具有“生长”特色的课程体系。其中，整
个小学阶段分为行为生长、情意生长、思维生长 3 个生长主
题，每个年龄段的学生围绕一个具体的主题，分成 4 个学期
完成不断进阶的学习内容，而每个学期的主题又是围绕不
同年龄段的生长系列。例如，行为习惯养成是低年龄段学
生从幼儿园到小学过渡非常重要的一个生长点，于是学校
以“行为生长”为主题，通过“我是一名小学生”“创建我
们的班级文化”“健康生活伴我成长”和“做名能干的‘小
导师’”等课程让学生在体验与参与过程中规范自我行为
和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随着儿童认知发展的进阶性，
对中年龄段学生则围绕“情意生长”来开设课程，通过

“法制安全我能行”“我和它们交朋友”“走进社区‘大家
庭’”“来了就是‘宝安人’”等，让学生认识自我、朋
友、社区、城市等，深化其同伴交往的认识，提升自我在

社会的价值；针对高年龄段学生则围绕“思维生长”主
题，让学生围绕“小小发明家”“我有理财‘小妙招’”

“校园问题之我见”“来一场毕业研学之旅”等问题去寻找
解决的方法，从而提升自我解决问题的能力，学会真正的学
习。

彰显进阶特色。学校课程设置体系在追求纵向序列和
横向系列发展的同时还关注其进阶特色，比如数学拓展课
程，就基于“工具”分阶段实施，其中，一二年级学生偏
向形象思维并热衷故事，学校就通过数学绘本与数学知识
的联系点开发了“绘本与思维”校本课程；三四年级学生
可通过利用学具、教具来进行探究和学习，学校就借助这
些显性工具来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维能力；五六年级
学生需要进一步提升，于是学校就基于“问题”这个工
具，让学生通过主题探究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
题。再比如与课堂教学内容相承接的系列化学生活动——
四季生长节，即春季的素养生长节、夏季的思维生长节、
秋季的身心生长节和冬季的诗意生长节，围绕四季在不同
阶段帮助学生获得不同的收获，让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生长
的平台和享受成功的喜悦。

跟随“潮流”，创建交互与实效
并重的“智慧校”

“互联网+”教育、智慧校园已是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势
和必然，可视化更是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的极佳切入点。
因此，学校借助“现代学习科学理论+云端技术物联思想”
创建“可见”的教育教学环境，用“教育可见”促“精彩
生长”，从而使得“教育教学可见，促进学生生长”“管理
可见，促进教师生长”。

探求外力与内力的融合点。如何借助外力给予学校技
术支持，将学校的思想落地，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统整办
公、课堂评价、教学教研和学生素养发展等，学校选择与
顶尖级的云端技术公司 AliOS 合作，开发了学生生长历程
APP，通过家校合力记录学生成长点滴，并将这些过程性
的成果转化为“小苗生长能量”。具体来说就是，学校通
过手机 APP，为每个学生种一棵“生长树”，在 6 年的学
习中，学生通过在学力基础、生活习惯、实践活动、常
规评价等方面不断积累“能量值”，“能量值”越多“小
树苗”就长得越快，逐步长成一棵可见的“大树”，获取
进阶式的荣誉称号，还可以用积分兑换各种有意思的奖
券，从而实现了评价的可视化、任务型、激励式，让素
养评价更加有趣味、有意义，更能直接作用于学生的主
动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让成人“强压式”管理学
生。此外，学校还将继续完善学生学业评价的可视化、
学生生长数据的采集渠道、学校安全防护物联、教师生
长评价与办公系统等，提升公办、管理、教研、教学、

评价等效率。
寻找课程与评价的连接点。科学的教育评价不仅可关

注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情况，更要关注情感、态度价值
观的形成，从而实现从关注学生学习结果到关注学习过程
的过渡。因此 APP 中还记录了学生的课程参与情况、学习
过程的评价等，通过可视化技术的渗透，形成可见的“数
据”，改变教育评价的功利性，丰富教育评价的过程性、主
体性和主动性，通过“数据”为教育教学提供科学的“证
据”，也通过“数据”为儿童生长提供合适的“轨迹”。基
于此，无论家长、教师还是学生，都能从可见“数据”寻
找到更佳的生长途径、方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生
长。同时，教师还能根据可视化数据去调整和开发适合的
学习素材与课程，使得课程与评价相得益彰。

(陈永畅 周瑞元)

让教育回归自然 助学生精彩生长
——深圳市宝安区海城小学特色办学纪实

在深圳有这样一所学校：春天，带领学生们绘画、
唱歌、演讲，把之前学习的课程通过各种形式展示出
来；夏天，组织拼音识读、看图写话、夺宝游戏等，提
升学生们解决问题、合作思考的能力；秋天，邀请学生
和家长参与各种互动活动，在强健体魄的同时增进感
情；冬天，激发学生们的审美创造能力，让学生在
“玩”中进步、成长……这所学校就是创建仅一年多的
深圳市宝安区海城小学，为真正成为一所优质、有生命
力的学校，学校以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理
论为依据，提出了“人人精彩生长”的办学理念，并根
据学习科学理论，提出以“可见”的教育促进学生个性
化潜能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绍兴技师学院 （筹）、绍兴市职
业教育中心立足于助力绍兴市产业经
济转型升级，凭借厚实的办学基础与
先进的办学理念，于 2017 年成功立
项浙江省首批名校建设单位，迎来了
全新的发展机遇。借此学校立足于职
业教育本质，融入当地区域气质与韵
味，构建并实施“1236”战略，致力
于打造一所集“职教味”与“绍兴
韵”为一体的现代名校。

绍兴是一座拥有 2500 年城址不
变的古城，是一个被称之为“东方威
尼斯”的江南水乡，一柄青铜剑、一
幅 《兰亭序》、一杯韵味悠长的黄
酒、一出温婉缠绵的越剧⋯⋯交织了

绍兴洋溢的文化温馨、厚重的历史、
雅致的情怀韵味。文以载道，以文化
人。学校是文化的缔造者、传播者，
文化是学校的灵魂。钱金星作为一名
学者型校长，深谋远虑，提出了“文
化管理”思想，在经营文化中管理学
校、发展人，融入“绍兴气质”，从而
提高学校的办学品质、凸显特色优势。

学校深度挖掘大禹文化和工匠精
神，作为学生培养的精神轴，抓住了

“职业精神和职业技能”两个核心，
培养学生专业岗位能力、终身学习能
力、团队沟通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等
四类关键能力。同时依据“身正技
高”的校风精神，提出了“匠文化”
主题教学，以“一技一世界·一品一

人生”为主题开展系列教学活动，围
绕学校品牌创建、系部专业品牌创建
和师生品牌创建等“三层品牌”创
建，突出塑造高尚的人品、铸造高端
的产品、筑造高品人生等“三品”技
能人才培养，打通了“高级技术人
才、经营管理人才、创业创新人才和
中高学历人才”等四个维度的技能人
才通道。

与此同时，学校在“禹道匠心”
文化的引领下，基于绍兴产业经济发
展和学校内涵式、品牌化发展的需
求，为讲好名校故事提出了“138”
战略规划，进行整体谋篇布局。所谓

“138”战略是指坚持一条道路(“以
质量为核心，以品质创优势”)、推

进三大创新(开展混合所有制办学、
加强国际化合作办学、打造品牌教师
团队)、实施八大工程 （推进选择性
课程改革工程、扩大现代学徒制试点
工程、完善“五育”德育育人工程、
建立现代学校治理体系工程、提升制
造类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工程、优化

“无界化”创新创业教学园工程、完
善学校信息化建设工程、提升社会服
务能力工程），办好契合中职教育发
展趋势和时代新特征的职业教育。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过去的十年，学校完成了从改革
示范到转型蝶变，再到建名校创品牌
的纵向跨越。如今借着异地新建校区
的东风，又一个十年的锦绣画卷也将
徐徐展开⋯⋯

（张跃志）

十年砥砺磨一剑 三步跨越扬九州
——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跨越式发展纪实

春华秋实，薪火相继。2018 年，绍兴技师学院 （筹）、绍兴市职业教育中
心已走过了 60 年的风雨历程。蓦然回首，60 年来，几经变迁，几历分合，几
易校名，几代职技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当时钟拨回到 2009 年，这是绍兴
技师学院 （筹）、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一年学
校开启了快速发展的黄金十年，从越州大地开始走向全国。

时空变幻，斗转星移。十年来，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前进的鼓点，绍兴技
师学院 （筹）、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紧跟着时代发展的步伐，高举着改革示范
的旗帜，实现了“三步走”的跨越式发展，即“改革示范期、转型升级期、创
品扬名期”，一路踏歌而来，谱写出了一曲职业教育激昂奋进的动人华章。

改革是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
的原动力，也是促进学校发展的推
力。2010 年，国家吹响了职教改革的
号角，全国 276 所中等职业学校入选
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
学校建设计划，融入到了职教改革的
大潮。绍兴技师学院 （筹）、绍兴市职
业教育中心作为其中一员，率先确立
了“以德治校、技能强校、科研兴
校、品牌立校”的办学理念，不断打
造“升级版”职业教育体系，努力把
学校建设成为一所“全市领航、全省
一流、全国示范”的知名职校。

2010 年，到校主持工作仅一年的
钱金星校长，以坚定不移的态度明确
了学校发展的重点与方向：秉承坚持
以“服务为宗旨，就业为导向”，并将

“人”的培养与发展放在首要位置，对
学校的价值取向、精神内涵、教育理
念进行重新定位、提炼和升华，将大
禹“坚韧、拼搏”的精神融入其中，
以“身正技高”为校风，以“励志、
精业、务实、创新”为校训，形成了
学校精神核心内容并日趋稳固。

2011 年至 2013 年是学校如火如荼
进行国家中职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
的时期，也是学校再度振翅高飞的时
期。在此期间，学校坚持“核心专业
建设必须融入社会，与行业企业无缝
对接，与区域经济无界融合”的原
则，提出了“无界化”发展思路，瞄

准专业发展方向，深度开展校企合
作。即专业与产业、“双创”与实际投
产、地区平衡、服务与需求之间的

“无界”，实现学校与区域经济的协同
发展。

具体而言，学校深入企业生产一
线，进行岗位人才需求、生产技术特
点、行业发展趋势的调研，各专业重
新制定了基于职业岗位能力的任务引
领式“工学结合”一体化教学人才培
养模式。学校创办了无界化创业创新
教学园，通过与专业接轨、与行业接
轨，创设模拟乃至真实的环境来开展
创业创新教育，实现了工作室的专业
全覆盖。学校开设了“新疆班”，不仅
将新疆地区的学生接到绍兴学习，还
将学校先进的办学理念辐射到新疆当
地。

与此同时，学校于 2011 年牵头组
建了绍兴市旅游职业教育集团，于
2013 年策划成立了绍兴市机械电子职
教集团，一跃成为浙江省“一个中职
学校牵头两个职教集团”的先行者。
此外学校还建立了校企联合研发服务
中心，在探索产教研一体化人才培养
模式的同时，积极寻求新的校企合作
伙伴，进一步拓展校企合作的广度与
深度。学校与 150 多家企业建立起了
深度的校企合作关系，企业成为学校
的专家库，学校也成为企业的智囊
团。双方实现了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深“改革”，创“示范”——于无声处听惊雷

“十三五”期间,党中央提出了加
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决策，我国
面临着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产
业链条向高端化发展，提高产业的技
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的使命。绍兴市
实施了 《绍兴市城市发展战略纲要》
和“重构绍兴产业、重建绍兴水城”
战略，急需高技能人才为绍兴经济转
型升级提供保障。站在新的历史机遇
点上，钱金星校长审时度势，果断提
出了新的方向与道路：筹建技师学
院。2016 年 4 月，浙江省政府部门同
意绍兴市职业教育中心筹建绍兴技师
学院。从中等职业学校升级为技师学
院，这意味着学校已完美升级为高技
能人才、精英人才的“孵化地”。

创办技师学院，体现了人才观念
的转变、人才培养模式的转换，也补
齐了人才教育培养整个链条中不应或

缺的一环。绍兴技师学院 （筹）、绍
兴市职业教育中心站在后示范校建设
的起点，顺应社会外部条件的需求，
突破自身限制，在深化已有办学理念
与目标的基础上，以全新面貌开启了
新的五年发展之路。

精准定位，培养“身正技高”的
高技能人才。绍兴的职业教育就应该
姓“绍兴”，绍兴智造人才要凸显绍
兴基因。2013 年至 2015 年间，学校
围绕绍兴八大重点产业，不断调整专
业结构与布局，确定“1 核 （职业技
能） 2 高 （高素质、高技能） 4 方向

（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创新创业人
才、学历人才） ”的人才培养目标，
全面实施“五双六定”的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全力打造技能核心、适应地
方经济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精准
的育人定位让学校的高技能人才培养

成果频出，近十年来，学校各专业取
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21 金、14
银、5 铜的优异成绩。

特色鲜明，开放共育双创的“适
需人才”。学校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
养模式，使校企合作不仅接地气而且
含金量极高。创设了兔兔动漫、海德
数码等校内教学工厂，引进国内高水
平的设备，营造了“入校即入职，
入校即入厂”的职业氛围。与大量合
作企业组建“订单班”“冠名班”，实
施“双证制”，以校企携手的“高级
定制”，让学生出校即出师，实现素
养技能的双提高。2013 年，学校师
生在省创新创业大赛中共获得一等奖
3 个、二等奖 4 个、三等奖 8 个，其
中 4 项发明还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2014 年学校被列入首批创新创
业示范学校，被评为全省首个创新实

验室和创业实验室、浙江省产学研基
地。在 2015 年的实习推荐会中，有
近 2000 家企业“上门设摊”，学校层
出不穷的优秀毕业生已然成为绍兴区
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撑。

回归本质，培养学生成为有温
度、有情怀的“智造人才”。立德树
人是根本任务，学生品德与素养是育
人本质。基于此，学校丰富了原有的
德育体系，在“四自”教育、生命教
育和礼仪教育的基础上新增了感恩教
育、综合职业能力教育，进而形成了
富有实效的德育管理模式——“五育
联动”育人机制，促使学生快乐学
习、健康成长、全面而个性化发展。
期间学校多次获得绍兴市属家长满意
学校、绍兴市属德育先进集体称号，
在市属高中学校满意度调查中有五年
获得冠军，被浙江省教育部门确定为
全省中职学校德育工作实验基地。

迎“转型”，终“蝶变”——宝剑锋从磨砺出

建“品牌”，扬“名气”——天下谁人不识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