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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朝古都南京，是一座享誉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被称作现代化国际化新南京标志的河西新城，有一所闻名遐迩的学校。她凭借百年名校的
深厚底蕴、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硕果累累的办学实绩，被赞誉为“南京教育的品牌”“江苏民办教育的新名片”。她就是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
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了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将办学理念“为一生奠基”5个大字镌刻在校训石上，对学生、对家长、对社会许下庄重承诺：不仅给予孩子一段幸福的

学习生活，还要成全每一个孩子一生的幸福。校长朱焱说，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都是为学生奠定幸福的人生基石，为教师创造幸福的职业生活。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创建于2003年，目前有小学、初中、高中和国际高中，在校学生6000余人，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建校15年

来，赓续百年名校金陵中学文脉，努力践行幸福教育，致力培养有情怀、有智识、有自由思想、有能力创造和体验幸福的现代人。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地处南京市河西
新城，占地238亩，是南京市主城区较
大学校。校园大气开阔，秀美典雅。春
有蔷薇摇曳多姿，夏有荷花亭亭玉立，
秋有桂花满园飘香，冬有梅花暗香浮
动。荷塘鱼儿自由嬉戏，栾树枝头小鸟
欢唱。银杏大道种植15对银杏，代表
杏坛耕耘15个春秋。樱花大道广植早
樱、晚樱70余株，春天来临，宛如绯
红的轻云。行政楼前两棵百年香樟，苍
翠茂盛，芬芳馥郁。枫叶广场、理想树
林、青奥花园、葡萄长廊、蔷薇绿墙、
假山池沼、翠竹石园等景观让人目不暇
接，流连忘返。校园花草树木种类达
130余种，被称为“花园式学校”。

这里也是师生心仪的“书香校
园”，处处流溢着浓浓的文化气息。读
书节，交流会，掀起“书香校园”的读
书热潮；精灵文学社扬起理想的风帆，
带领学子书海远航；校刊《金陵·范》
创设学术氛围，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校史大道镌刻着百年金中文化的印
记；放飞理想的喷泉雕塑，开启着学子
的梦想；“为一生奠基”的校训石，诠
释着百年老校的育人精髓；书写诗词的
花木牌，彰显着传统文化的底蕴。文化
长廊，悬挂16副楹联，由著名书法家
题写，成为文化景点。“怀抱”广场的
石刻“怀抱”二字由著名书法家沈鹏题
写，书画长廊的“金陵育美”由南京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中国国家画院山
水画研究室主任范扬题写，校风“健雅
序活”由中国书法家协会领导题写，

“怀抱”石铭文由江苏省书法家协会领
导题写。

学校是南京市现代化示范学校，标
准化运动场馆、多功能教室、覆盖全校
的信息网络、丰富的图书资源、多样化
的艺术创作室、智能化实验室，为现代
化教学提供了有力保障。

建有省内领先、全国一流的“健体
天地”，包括 20000 多平方米的运动
场，标准化跑道和足球场用更新环保材
料铺就；8000 多平方米的大型体育
馆，包括乒乓球室、棋类教室、篮球
馆、健身房、舞蹈室、击剑馆；还有
1000平方米的专业羽毛球馆、20块室
外篮球场、3000米轮滑跑道。广阔的
运动空间，完全满足了广大学子课外锻
炼、课外活动的需求。

生活在这样的环境，教师舒心，学
生开心，美丽的校园成为广大师生幸福
的家园。每个孩子都是一朵花、一棵
树，在适合的土壤、广阔的天空，生长
出自己更美的姿态。

创 建 幸 福 校 园

舒展心情、陶冶性情，

创建融自然、文化与现代为

一体的美丽校园，让学生在

适合的土壤中幸福生长

2018年 11月，网易云音
乐上出现一首专门为金陵中学
河西分校创作的歌曲，受到很
多人的追捧：

“是谁在那里歌唱/流进我
心间/仿佛黑夜中温暖的光/是
谁在辛勤灌溉/执着不停歇/创
造了河西脚下这片希望田
野。”

在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建校
15周年之际，2007届校友曹
翟自己作词编曲专门为母校创
作了这首《河西少年》。曹翟
的音乐之梦是从金陵中学河西
分校开始的，那时一到课间他
就去找音乐老师看节目，美术
老师帮他绘制海报，电教老师
帮他调试灯光、音响……高三
那年，备战高考一模、学习非
常紧张之时，曹翟却在学校开
了首场演唱会。从南京邮电大
学毕业后，他一直怀揣音乐梦
想，创立Dreamon追梦乐队，
自己做乐队主唱兼吉他手。

像曹翟这样的“幸福小精
灵（金陵谐音）”还有很多很
多。在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小

“音乐家”“书法家”“画家”
“体育健将”“演艺明星”“竞
赛达人”“科技能手”比比皆
是。

仅在2018年这一年，“游
泳健将”张皓获江苏省第十九
届运动会游泳预赛4×100米
自由泳接力之冠，江苏省城市
假日联赛 50 米自由泳之冠。

“追风少年”孔梓千获2018年
全国中小学轮滑锦标赛冠军。

“冰上王子”周哲鸿获香港站
亚洲青少年花样滑冰之冠，泰
国亚洲青少年花样滑冰挑战赛
之冠。平面模特车梦希，连续
5年为南京苹果公园担任平面
模特，连续3年为南京海底世
界担任形象代言人，连续两年
为海尔曼斯担任平面模特。击
剑手梁皓翔和杨毓麒均在
2018 年荣获南京市击剑冠
军，王子墨曾获全国击剑俱乐
部团体赛冠军。校园吉他乐队
牛嘉博、张文耀、李然、刘炯
麟、王韵嘉获得第四届江苏省
少儿才艺大赛全省总决赛优秀
奖。李锦泽获机器人上海世锦
赛一等奖，现场附加赛小组金
牌。沈弋钧今年4月参加了江
苏省金钥匙·校园之间智力竞
技活动，获一等奖。刘珂任曾
在江苏省第十届中小学生“七
彩语文杯”软笔书法展示中获
特等奖，并获中国少年星全国
总决选江苏赛区书法类金奖，
今年在“笔墨先锋”杯全国书

法大赛中获得金奖。“芭蕾公
主”沈如果获第十届“星星火
炬”中国青少年艺术英才推选
活动江苏省舞蹈专业小学组一
等奖。周洋帆 12 岁参与电影
《飞狼侦察连之兵王传奇》拍
摄，多次参与商业广告片和国
际电影拍摄，出演的电影获迈
阿密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刘一
帆荣获中国高中生美式辩论赛
天津赛区冠军、济南赛区冠
军，荣获2017—2018年全国辩
手排行榜第四。

舞蹈之星杨亦可继去年7
月在澳大利亚国际音乐节荣获
金奖，今年2月又在全国青少
年春节联欢晚会中荣获金奖。

“信息天才”唐彬峪在NOI2017
年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
冬令营中获金牌，APIO2018年
亚洲与太平洋地区信息学奥林
匹克竞赛中荣获金牌。徐可晗
是中国马术协会中三级场地障
碍骑手，法国马术协会 GA-
LOP5盛装舞步骑手，两次入选
中国青少年马术训练营。楼帅
舟获第34届全国中学生物理竞
赛江苏省一等奖，2018年又获
全国高中数学联赛江苏省一等
奖。

刚刚进入12月，金陵中学
河西分校又传喜讯，2018年全
国青少年信息学奥赛，共有37
名同学获省级以上奖项，其中
11名同学获全国一等奖，一等
奖人数位列全省第八、南京市
第三。

2017 年，在国家教育部
门、中国科协公布的获得五项
学科竞赛省一等奖名单中，金
陵中学河西分校成功进入全国
500强，名列江苏省前列。每
年高考都有一大批同学顺利被
C9、C7 院校录取，有一大批
学生被“985”高校录取；连
续多年培养出北大、清华学
子，得到家长和社会的一致好
评。

每一个生命都像大自然的
花草树木一样不断拔节、不断
生长，呈现出它本该有的舒展
姿态，这种舒展的姿态就是幸
福的姿态。幸福教育就是遵循
孩子身心发展的规律、尊重孩
子自主成长的愿望、遵守立德
树人的教育要求，培养人、发
展人，让每一个孩子健康地、
自主地、幸福地成长，成为更
好的自己。让教育给人生带来
幸福，让教育给幸福插上翅
膀，让幸福来敲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庞句线）

培 育 幸 福 小 精 灵

让生命呈现舒展姿态，让每个孩子健

康、自主、幸福地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学生的幸福观、幸福品质和幸福能
力主要从教师那里获得。教师的幸福因
子将直接传递给学生。因此，提升教师
的职业幸福指数尤为重要。学校不断优
化各项制度，营造宽松和谐的教学文
化，邀请专家进行讲座互动，定期组织
开展各类文体活动，让教师在与学生的
共同成长中，感受到真正的充实和幸
福。

1.创造成长发展空间，让教师获得
专业成长的成就感。

通过培训、交流、讲座、赛课、户
外拓展及校长工作站等多种途径，促进
教师专业发展与成长，全面培养青年教
师和后备力量。实施名师培养工程，促
进青年教师和优秀教师迅速成长。多渠
道建立教科研交流平台，邀请专家来校
讲座，不断提升教师教科研水平。

2.建立高度灵活机制，让教师获得
认可和尊重的荣誉感。

实行行政领导、教研组长、备课组
长竞聘上岗制，通过公开演讲、民意测
评、专家提问、领导面试等环节公开选

拔领导和骨干，人人都有成长发展的机
会。2016年7月进行人事制度改革，所有
行政干部竞聘上岗，聘期3年。通过竞
聘，干部整体素质有很大提高，执行力极
大增强。

探索建立客观、公正的评价体系，制
定《金陵中学河西分校评优奖励方案》，
开展评优、评先等活动，激励广大教职工
争优评先。

设立优秀人才奖励津贴，给教授级高
级教师、特级教师、学科带头人、高学历
人才发放奖励津贴，促进教师积极进取，

争当名师。
3.开展丰富多样活动，让教师获得花

样生活的快乐感。
围绕“我们是幸福的一家人”，组织

开展“教工之家”活动。庆祝教师节，献
上鲜花和掌声；元旦迎新，领导教师一起
跳《小苹果》。秋季运动会，教职工赛场
争霸；冬季篮球赛，学部教师之间进行大
比拼。南京奥体中心搭舞台，让百名教职
工和学生同场秀歌声；春天郊外踏青，开
展“幸福乐融融”教师家庭亲子活动。

4.发挥民办机制优势，让教师获得
“幸福一家人”的归属感。

近些年，公办学校增加绩效工资，对
民办学校造成一定冲击，金陵中学河西分
校及时调整工资方案，自2016年 1月开
始，大幅调资，调动了广大教职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报经董事会批准，2017年1月
正式出台《教师退休养老补充方案》，让
民办教师退休后享受和公办教师一样的待
遇。这些举措稳定了教师队伍，增强了广
大教师的归属感。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的老师们真正将幸
福教育作为自己的理想和追求。他们的共
同信条是：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个未开发的
宝藏，而开启宝藏的密码就是找到孩子身
上的闪光点，并让它在群体中得到认同！
如果我们能够用心寻找每个孩子成长的密
码，孩子成长了，我们也会因此而充满幸
福。

成 就 幸 福 教 师

让每一位教师都能获得专业成长的成就感、被认可和被

尊重的荣誉感以及快乐生活的幸福感

学校建有面积达 900 多平方米的
“西河雅集”人文课程基地，包括书画
长廊、文化展厅、楹联长廊。书画长廊
举办了学生个人书画展、“春节·印
象”摄影展、艺术节成果展、教师书画
展、书法名家作品展等。每年12月艺
术节，在这里举行书画笔会，师生一同
谈画论书，现场挥毫。美术、书法教师
将课堂也搬到了这里。传统文化与地方
文化展厅陆续展出京剧脸谱、雨花石、
南京云锦，其中“雨花石特色文化展”
举办多期，一块块天然形成的雨花石景
外有景，图外有画，弦外有音，诗情、
画意、神采、文韵都包含于意境之中，
体现了较高的文化品位。楹联长廊融合
传统楹联、书法及校园文化为一体，成
为书法教学基地。

建有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的“创
想空间”科学课程基地，包括基本原理
探究室、科学创意室、机器人工作室、
工程设计室、3D打印室、智慧课堂。
江苏省科协将这里作为科普教育基地，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教育顾问、波士顿
学院迈克尔教授曾来“创想空间”上
课，国家科协副主席徐延豪、孟庆海来
这里调研科普工作。

建有由运动场、体育馆、羽毛球
馆、足球场、篮球场、单双杠运动区及

轮滑跑道构成的体育课程基地。全国中学
生篮球赛曾在此举行，亚青会会徽发布会
在这里召开，国家U15、U16女子足球队
主教练高红率队来这里开展足球交流。

建有由800平方米民乐大厅、10间琴
房、朗读亭、“乐聆”音乐欣赏室等组成
的艺术教学课程基地，成立民乐团，聘请
著名二胡演奏家朱昌耀老师、南京艺术学
院周建明教授担任顾问。

此外，学校还格外注重“劳动教
育”，建成劳动教育课程基地。通过土地
流转方式，承租180亩土地建设农业基
地，划出三大功能区：劳动体验区、现代
生态农业区、苗圃花卉区。给全校157个
班级每个班分一垄地，要求种好自己的

“一亩三分地”。以此培养学生基本的劳动
技能，锻炼体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以生命安全教育为中心，建设了包含
“禁毒展览馆”“食品检测中心”“心理中
心”及交通安全教育场地在内的生命安全
教育课程基地。2016年12月国家禁毒机
构负责人进来校调研青少年禁毒教育工
作，2018年南京市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

“6·27”工程推进会在这里举行，学校被
评为全国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
校”。2018年11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领导来校调研食品安全教育工作。

借鉴戏剧手法进行教育教学，引入

“教育戏剧”理念，成立“教育戏剧工作
坊”课程基地。定期组织教育戏剧培
训，开展教育教学研讨，邀请英国国王
歌手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5月两次来
戏剧工作坊演出。

另外，充分利用六朝古都的人文地
理资源，开拓课程基地，与江苏科协、
书协、文联、科技馆、电教馆、保利大
剧院、奥体中心、紫金山天文台等多家
单位合作，建立校外课程基地，开展研
学旅行、生涯体验等课程，引导学生走
进自然、问知社会。

江苏省300多所知名高中的校长来课
程基地观摩，江苏省高中课程基地联盟
建设推进会在这里举行。国家督学、原
江苏省领导来访时说:“金中河西的校园
文化课程建设值得称赞!”

依托省级示范课程基地及校外课程
资源，学校开发了丰富多元的课程。

小学部本着“面向儿童、培养儿
童、发展儿童”立场，整体建构“小精
灵”七色课程，有“运动与健体”“明德
与知礼”“旅行与观察”“阅读与讲演”

“实践与创想”“数学与生活”等课程。
“小精灵”课程还涵盖了富有特色的“六
个一”任务：“穿过一座城”“爬过一座
山”“宿过一次营”“种过一次地”“历过
一次险”“开过一家店”。比如“开过一家
店”，就是每年12月举办美食节，开设

“财商”课程。“小精灵”课程，让学生在
“玩”中学，掌握多种技能，学有兴趣，
学有创意，学有个性，学有成就。

初中、高中、国际高中各有近40门选
修课程，其中3D打印、航模、机器人研发
等创新课程及轮滑、击剑、棒垒球、溜
冰、网球、游泳、武术、“行走的力量”等
艺体课程成为学校特色课程，深受学生喜
爱。

学校成立还成立天文社、街舞社、戏
剧社、篆刻社、精灵文学社、heart to
heart 志愿者协会、英语飞吧、乐动达
人、漫研社、DANCE DREAM舞蹈社、
篮球海魂社、LIE TO ME微表情研究
社、Top Finger心舞手语社等近40个学
生社团。其中机器人社团喜获发明专利及
FTC机器人大赛全国奖。精灵文学社获得
南京市首届“十佳”社团，成为学校的

“形象代言”。

建 构 幸 福 课 程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系统建构“适合天性、涵养德性、

发展个性”的开放多元的校本课程体系，为学生自主成长提

供广阔的选择空间

1 2

3

“ ”
4

办办一所充满幸福能量的学校
——南京金陵中学河西分校幸福教育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