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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特色教育 构筑和谐校园
——记内蒙古锡林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校本课程的创新实践

每当人们唱起“美丽的草原我的
家”，就想起了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
而素有“草原明珠”美誉的便是锡林
浩特市，这里被称为“中国马都”，还
有“锡市八景”，宛如八粒璀璨的珍珠
共同汇成了锡林浩特这颗耀眼的明
珠。这八景即：灰腾草原、锡林九
曲、平台落日、沙海疏林、古刹贝
子、民俗浩特、查干敖包、锡林余
韵。锡林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就坐落
在这座充满生机的新兴城市中。

锡林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成立于
1986 年，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仅有的
一所对听障、智障、视障、自闭症等
多种残障儿童、少年实施教育、康复
及职业教育的公办寄宿制学校。学校
现占地 24737 平方米，建筑面积 10699
平方米，学校配有多感官训练室、运

动康复训练室、沙画工作室等 20 多个
教学及康复训练功能室，校园内还设
有生态劳动实践区、户外感统训练
区、文化长廊休闲区等，为各类残障
学生提供了一个满足特殊教育需求的
舒适、温馨的校园环境。30 年间，它
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在美丽的草原
为特殊教育群体送去了福祉，赢得了
人们的广泛赞誉——

构建多元课程体系
满足多元发展需求

近年来，锡林浩特市特殊教育学
校以“创建特色教育，构筑和谐校
园”的办学理念，为满足特殊教育群
体的需求探索了崭新的发展之路。学
校基于自身特点和学生发展需求，建
构了由基础课程、康复训练课程、兴

趣课程和技能课程组成的四位一体的
丰富多彩、结构多元化的课程结构体
系。

多元课程体系具有四大特点，即
国家课程校本化、技能课程需求化、
兴趣课程特色化、康复课程个别化。
学校领导班子认为，以学生的需求为
核心，就要根据学生的自身情况，开
设相关劳动实践类技能课程，主要包
括汽车美容、餐具清洗、工艺美术等
技能性课程。还要以学生的兴趣为导
向，开设创客机器人、管乐、计算机、
舞蹈等兴趣课程。只有这样，才能使特
殊教育群体得到幸福和谐的发展。

为了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学校先
后开设了包括民族工艺、沙嘠、沙画
等兴趣课程，尤其是运动康复课、精
细动作训练课、感统训练课、语言绘

本训练课等康复训练课程，为孩子们
的健康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新多元评价策略
引领课程多元发展

锡林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另一
显著特色是：建立完善的课程实施保
障体系，全面提升课程的实效性和学
生培养的有效性，为每一名学生送去
健康与幸福，鼎力办好人民满意的特
殊教育。

面对特殊教育群体，学校精心成
立了课程领导小组和课程实施小组。
校长亲自挂帅、分管校长总负责，课
程实施小组由各教研组长组成，主要
负责具体落实课程实施，及时总结教
师在实践中的成功经验，形成“环环
相扣”和“人人关爱”的教育与康复

的育人新体系。
为确保特殊教育的全面落实，学

校要求每位教师必须有计划、有进度、
有教案、有反思、有总结。教导处定期
对教师备课与上课进行检查。学校每
月召开一次研讨会，确保校本课程的
教学实施效果。为此，学校对校本课
程进行多元化评价，坚持定性与定量
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
结合，自主评价与互相评价相结合，
引领特殊教育实现了多元化发展。

打造多元特色品牌
实现多元教育创新

总结锡林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经验，主要体现在校本课程促进了学
生的个性发展，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发
展，打造了学校的特色教学模式。学

校校本课程有班级教学、小组教学、
个别教学、特殊护理、倍加关爱和家
长跟教等多种形式。这一创新模式，
让发展不平衡的学生获得了更多适性
的教育、康复和发展，真正把个别化
教育变成了幸福的课堂。如：沙嘎游
戏活动，大课间体育活动和社会实践
活动，每年一度的艺术节、助残日活
动等，都将校本课程有机结合在一
起，在寓教于乐的活动中促进了学生
的全面发展。

如今，锡林浩特市特殊教育学校
创新的特色化课程体系，为残障学生
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为每一名特
殊孩子的健康成长带来了福祉。它就
像草原上的雄鹰一样，在特殊教育学
校领导、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融融真
情中，茁壮成长、展翅飞翔⋯⋯

“以球健体 立德兴校”的创新发展之路
——海南省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打造特色品牌纪实

以“小球”转动“大球”

以“小球”转动“大球”是秀峰
实验学校的成功经验。近年来，学校
将足球纳入大课间活动，形成了融健
身性、教育性、艺术性于一体的特色
品牌。

走进学校，每到课间活动时刻，
全校师生自编的“球操”便拉开了帷
幕，随着一声号令，在“足球世界杯
赛”的乐曲中，每个班级又分成若干
个活动小组：运球、颠球、射门、过
人，几个项目的展示演练，在足球运
动的竞争、合作中，把大课间活动推
向了高潮。孩子们在这短短的 15 分钟
展示出来强身健体、磨炼意志、茁壮
成长的精神风貌着实令人震撼。

近年来，为实现“以球健体，立
德兴校”的创新发展，学校努力让学
生“掌握一门体育技能”，开设了多
种足球课程。一年级玩足球、二年级
练射门、三年级跑足球、四年级传足
球、五六年级联赛，形成了人人爱足
球的可喜局面。这种“小球”转动

“大球”的独特形式，为学校的创新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巧借“支点”誉满“全局”

足球是全世界的一项强身健体的
运动，“少年强则中国强”，海口市秀
峰实验学校正是以这样的育人思想撬
动地球，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
誉。

海南省体卫艺机构负责人这样评

价该校：“以球健体，立德兴校”的
特色品牌，是学校校本课程开发与学
校创新发展的有机结合⋯⋯秀峰走在
了前列。

近年来，学校通过体育与健康课
程的落实，将增强体能和掌握应用基
本的体育与健康知识、运动技能贯穿
于教育教学的实践中，足球课程更大

程度地满足全校学生的
喜好，保障了教育教学
质量的全面提高，学校
足球队多次在区市乃至
全国联赛中取得了令人
瞩目的成绩。学校 2018
年中考取得全市第五名
的优秀成绩。

秀峰实验学校“以
球健体，立德兴校”的
经验，可概括为“两球
一田一跆拳”的创新发
展思路。总体目标是 ：
师 生 健 康 水 平 有 新 提

高，足球竞赛有新突破，足球人才培
养有新进展，办出人民满意的特色品
牌学校。育人目标：坚持“育德、健
体、促智”的育人理念，以球育德，
促进学生良好的意志品质的形成。以
球健体，促进学生强壮体魄的形成。
以球促智，让足球文化为智育的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用学校领导的话说：一个行之有
效的创新目标能产生巨大的动力。当
我们把足球作为学校的特色品牌打造
时，它使足球精神内化为师生的精神
支柱，激励师生奋力拼搏，最终打造
成了“学校有特色、教学有特点、学
生有特长”的办学品牌，使学生满
意、家长放心、社会认同，一举成为
海口市乃至海南省的“国家校园足球
特色学校”名校。

教育应如何创新发展？什么是学
校的特色品牌？海口市秀峰实验学校
从“课程开设、课程内容、课程形
式、课程实施、课程反思”等方面进
行全新的构建与实践，走出了一条
“以球健体，立德兴校”特色发展道
路。

学校创办于1938年，原名海口
市秀峰小学，2012年更名为海口市
秀峰实验学校。十年前学校有12个
教学班、教职工23人、在校生318
人，现有68个教学班、教职工212
名、在校生3831人，学校教学设施
齐全，硬件配置完备，是一所九年一
贯制的学校。为承担起“立德树人”
的重任，学校用近十年的时间，摸索
出了“以球健体，立德兴校”的办学
模式，推进了学校跨越式发展。 学校领导及体育组全体老师学校领导及体育组全体老师

“课程为根”以教学增强民族
团结“感召力”

“牧羊姑娘放声唱，愉快的歌声
满天涯⋯⋯”清晨，师生们在合唱班
学生悠扬的歌声中开始了全新的一
天。课上，教师带领学生前往五光十
色的“葡萄沟”，去领略维吾尔族人
民的风情；课下，师生们一起排练

《文成公主进藏》 课本剧，品味千年
汉藏民族团结的情感⋯⋯

在每一名学生心里播下民族团结
进步的种子，是康巴什区三小民族团
结进步教育的一道亮丽的风景。学校
自建校以来，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
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教育主
题，让民族团结之花绽放校园。

学校将民族理论政策列为学习内

容，通过教师影响学生、家庭并辐射
社会。形成了“一班一品”与学生

“无缝对接”的育人机制，让各年级
把民族团结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到了课
堂教学之中。学校还通过“光影·成
长”课程，“主题探究汇报”“信息技
术融合”“互联网+”，以及讲民族故
事、诵民族诗篇、演民族课本剧等多
种形式，全面提高了师生的民族自豪
感。

“活动为源”以研学凝聚民族
团结“向心力”

走到成吉思汗广场，让学生了解
草原母亲和一代天骄雕塑所表达的故
事；来到图书馆，让学生了解图书馆
的造型代表的是蒙古族三大历史名
著；走到湖区广场，聆听鄂尔多斯七

旗两区蒙汉民族团结一心的故事⋯⋯
学校让学生在 6 年的教育中，感受民
族文化的精髓。

主 题 活 动 ， 常 抓 常 新 “ 不 打
折”。每年 9 月学校以“民族团结进步
主题教育月”为契机，开展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活动。如党员教师国旗下开
展“两个共同”“三个离不开”“五个
认同”“五个维护”的活动，使民族
教育思想扎根师生心中。

创 新 活 动 ， 相 辅 相 成 “ 不 断
档”。在学校，“年级有主题，班级有
特色”的活动，成为孩子们的成长动
力。学校结合康巴什为国家 4A 级景
区这一特色，开展活动，牢固树立学
生爱家乡、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的
情怀。

常 规 活 动 ， 落 地 落 实 “ 不 缺

位”。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和
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到传统文化教育、
感恩教育、法治教育等活动中，形成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版画课程。
近年来，学校先后有 300 余名民族学
校的教师来本校挂职学习，极大地促
进了蒙汉学校的创新与发展。

“文化为魂”以美育激发民族
团结“凝聚力”

国画课上，《昭君出塞》 成为中
华民族经久不衰的民族团结佳话；合
唱课上，一曲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唱出了美丽草原的浓浓真情；纸浆画
课上，孩子们齐心协力，完成了国家
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鄂尔多斯婚
礼》 的绘制⋯⋯康巴什三小就是在民
族特色教育中，培养了学生热爱民族

和热爱祖国的情感。
学校围绕“尚美识真”的校训，

积极构建美育课堂，以“小小乌兰牧
骑”、国画课、古筝课、合唱课、纸
浆画课等十多门美育课程为载体，构
建起了“以美育德，以美启智、以美
习性、以美修身”的尚美育人体系，
使民族歌舞、民间技艺等优秀文化在
学校得到了精彩呈现，让孩子们在民
族文化中获得了一技之长。

山花烂漫更芳菲，民族团结无懈
怠。康巴什区第三小学以民族特色教
育为主线开展活动，结出了民族团结
进步的丰硕成果。学校先后获得市、
区文明校园示范校、养成教育示范
校、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
等多项殊荣，绽放出了民族团结进步
的风采！ （赵 越 张 敏）

特色共育民族花 师生共圆团结梦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第三小学特色办学纪实

特色共育民族花，师生共圆团结
梦。这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康巴什区
第三小学的真实写照。鄂尔多斯市是
以蒙古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多民
族聚居地区。康巴什区第三小学是一
所汉授完全小学，生源含汉族、蒙古
族、藏族、白族、土家族，现有29
个教学班，1392名学生。

学校以“赏识，让每个生命更精
彩”为办学理念，以“发展优势、唤
醒潜能、开启智慧、成就自信”为基
本思路，将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学
校教育教学的重要内容，通过
“131”系列课程，创建了以民族文化
为特色的教育品牌，学校被列为全市
民族学校教师培训点，成为内蒙古草
原上一所民族团结教育的典范学校。

清晨，当温暖的阳光洒向校园，
孩子们和老师微笑着、问候着，那种
浓浓的师生之情沁入心扉。来到河南
省安阳市三官庙小学这个充满魅力的
地方，一种对教育的美好憧憬激励着
全校师生奋勇前行。三官庙小学始建
于 1949 年，原是一所村办小学，经过
历代教育人的共同努力，学校在基础
教育方面已经走在了安阳市的前沿。

“魅力文化，共筑梦想”为做
有魅力的人导航

“魅力”一词的含义是：“一种极
能吸引人的力量。”三官庙小学实施魅
力教育，旨在使团队的每个人成为诚
信友善的仁者、身心健康的强者、博
学多识的智者、责任担当的行者。只

有做一名充满魅力的人，才能由己及
人，由己及物，成就自己，成就他
人，从而获得幸福而有意义的人生。

学 校 以 “ 魅 力 教 育 ” 为 办 学 理
念，以“魅力师生、幸福校园”为办
学目标，以“诚信友善、博学多识、
身心健康、责任担当”为成长目标，
以“做有魅力的人”为校训，优化学
校管理，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幸福校
园，培养魅力少年，使学校成为学生
的成长乐园、教师的精神家园。

“魅力教师，教学相长”为做
有魅力的人奠基

学校立足教科研，以教研组团队
发展为抓手，实施青蓝工程，以老带
新，通过名师的引领和辐射，全校形
成了“爱生乐教，博学善导”的教

风。学校每学期都要开展岗位练兵，
坚持开展“六个一活动”，即：讲好一
口高标准的普通话；上好一节优质汇
报课；写好一篇评课小节；写好一篇
教学经验论文；找一位有教学经验的
教师或带一位青年教师为徒弟；写好一
手钢笔、粉笔、毛笔字，画好简笔画。

现在，每年的“三八时装秀”、趣
味运动会、辞旧迎新联欢会、秀秀我
的教研组等活动，成为学校的一种新
时尚。近年来，一大批名师脱颖而
出，教师在全国优质课大赛中获一二
等奖；几十名教师在省市优质课大赛
中获一等奖；有 21 位教师被评为省市
骨干教师。教师还出版了 《魅力甲
骨》《慧心美文》《数学综合实践》《魅
力足球》《英语绘本阅读》 等多部校本
教材。

“魅力课程，多元发展”为做
有魅力的人扬帆

学校以培养“诚信友善、博学多
识、身心健康、责任担当的魅力少
年”为育人目标，形成了“魅力教育
课程体系”，即德课程——思想品德课
程，识课程——学科知识课程，行课
程——实践活动课程。

德课程以“魅力少年”成长体系
为重点，分为孝敬父母、尊敬师长、
文明礼仪、团结友善、热爱劳动、勤
俭节约、阅读写作、才艺特长、遵守
规则、坚守岗位、卫生健康等 11 项内
容，分别用“星”作为标志。学生通
过成长记录手册，记录自主成长过
程。学期末通过自我评价、师生互
评、家长评价等，评出班级、年级美

德好少年，为学生全面自主成长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

识课程注重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引领学生学习古诗词，让经典滋润学
生心灵。同时，学校还挖掘本地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资源，以“甲骨文”和

“国家文字博物馆”为重点，开展综合
性学习活动。

综合实践活动是学校行课程的特
色和亮点。实行学生选课走班制，低
年级以操作性综合实践为主，中高年
级以项目研究学习和实践性为主。同
时，学校还把周四这一天定为“无作
业日”，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时间走出课
堂、走进生活、走进社会，给每一个
孩子搭建了全面、自主、健康成长的
舞台。

魅力教育结硕果，精彩绽放沁芳

菲。如今，安阳市三官庙小学“做有
魅力的人”的校训，已深深植根于每
名师生的心田。做一个有魅力的人，
做一个诚信友善、身心健康、博学多
识、勇于担当的“仁者、强者、智
者、行者”已成为每位师生的行为纲
领；为了魅力、向着魅力，已成为每
名师生的美好追求。

现在，学校已发展为一校三址，
拥有在校生 5500 余人。学校先后被授
予“全国少先队先进集体、全国未成
年人先进校、全国核心阅读示范校、
全国综合实践课程建设先进单位、河
南省综合实践样本校”等多项荣誉称
号，连续 9 年获得安阳市教育教学质
量优秀奖，走出了一条“做一个有魅力
的现代人”的特色发展道路⋯⋯

（李红婷）

做一个有魅力的现代人
——河南省安阳市三官庙小学特色发展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