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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育才传薪火 师陶立德谱新篇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以“行知精神”为引领 涵育师生共筑特色校园

塑造环境 人文滋养

致力于向校内外辐射陶行知教育思
想。学校创建行知教育特色，教学楼内，
求真漂流书架、求真笑脸墙、行知文化
墙、行实书苑、知行话苑，浓郁的“行
知”文化氛围润泽师生心灵。完整留存的
原育才学校校舍——“行知育才旧院”为
宝山区区级文物并成功申报入选“上海市
普教系统十大校园文化新景观”，古朴沉
静；江南民居风格的“行实楼”与其遥相呼
应；白墙黑瓦的“行知讲堂”汇聚行实师生
的智慧，墙上题写了行知先生的“捧着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箴言语录；重檐起
翘的“仰止亭”回廊起伏，水波倒影，别有
情趣；苍翠茂密的紫藤生机勃勃；院前的百
年广玉兰枝遒叶茂；广场中央陶行知先生的
雕像跨越百年安详肃穆；校园里绿树成荫、
鸟声啁啾，营造出浓浓的育人气息⋯⋯

传承创新 稳步提升

我校秉承“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
万学学做真人”的校训，常态化学陶、师
陶、研陶，凝练了“实验行知 求真创
造”的办学理念，确立了“真人”与“明
师”为学生培养目标和教师发展目标，不
断发掘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在学
校课程、校园文化、师德建设、德育模式
等方面全方位地实验陶行知教育思想，努
力提升办学品质。办学以来，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全国：全国优秀陶研学校、中陶会
“行知式好学校”、全国中小学公民道德教

育实验学校、全国学习型家庭实验基地、
中国陶行知研究实验学校、上海市陶行知
研究实验学校、上海市特色普通高中建设
项目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上海
市非遗进校园优秀传习基地；

市级：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花园
单位、上海市中小学行为规范示范校、上
海市安全文明校园、上海市教育系统基层

“五好关工委组织”、上海市教育系统法治
宣传教育先进学校、上海市无线电特色教
育学校、上海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上海市优秀家长学校、上海市家庭教育指
导实验基地、上海市五四特色团委、上海
市红旗大队、上海市金爱心集体；

基地：全国地理科普教育基地、华东
师范大学教育实习基地、上海体育学院教
育实习基地；

上海市首批高中体育专项化课程改革
试点学校、上海市教育部门初中英语教学
联盟学校、宝山区首批 STEM+教育发展试
点学校、宝山区科技教育特色学校、宝山
区无线电科技联合体主席单位、宝山区象
棋联盟盟主单位、宝山区气象联合体、化
学联合体和 3D 打印联合体成员校。

培育“真人” 和谐发展

陶行知一生所追求的德育目标是培育
“真人”，所谓“真人”就是说真话、办真

事、求真知、为真理而奋斗的人、充满爱
心，为新生活、新社会积极创造的真正的大
写的人。解读陶行知“真人”育人目标内
涵，结合当今时代对培养人的需求，学校将

“行知文化”融入德育全过程，学校、家
庭、社区联动，培育学生成为探求真知、追
求真理、蕴育真心、勤于创造、勇于担当、
服务国家、知行统一、内外兼修的“知、
行、意”相统一的新时期“真人”。

学校是首批宝山区德育“一校一品”
特色学校；学校现有知名社团近 40 个，初
中“小陶子社团”获区“一队一品”最具
潜力项目奖；高中“小先生宣讲团”被评
为区明星社团；辩论队曾荣获上海市高中
生理财知识辩论赛冠军；科技社自编拍摄
的 《榫卯传奇》 荣获第九届全国青少年科
学影像节展映展评活动二等奖。

陶铸“明师” 教学优化

学校淬炼陶行知先生创造教育、生活
教育、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等理论精
髓，实施“明师”策略，建设“明德、明
智、明术、明达”德业兼修的“明师”队
伍，中高级教师比例达 86.5%，涌现了一
批市区优秀园丁、名师后备和学科带头
人。以卜洪生老师领衔的高中体育组和周
燕老师领衔的初中语文组被命名为宝山区

万名教师提质工程学科基地。学校被评为区
教师专业发展示范校、区“十二五”学校师
训工作示范单位。以“明师”育“真人”，
以学生发展为本，创设“自主体验、乐学求
真”的教学境界。历年来，中高考成绩名列
区同类学校前茅。2018年，学校学生荣获各
类全国、市区级竞赛200多人次。

衔接创新 特色发展

依托科技总辅导员陈岭老师领衔的
“区科技特长教师工作室”“校创客大智汇

明师工作室”，做强科技特色，加强辐
射，示范引领。学校受邀参展首届上海国
际教育装备博览会，获上海市青少年“明
日科技之星”评选活动贡献奖、宝山区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优秀组织奖，荣获 2018—
2019 Future City“未来之城”中国区总
决赛二等奖。陈岭老师入选“2018上海教育
年度新闻人物”，获全国十佳优秀科技辅导
员、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评选科普贡献奖

（个人） 三等奖、第十届国际发明展览会
“发明创业奖”金奖，并指导学生获得上海

市明日科技之星、提名奖、科技希望之星及
专项奖，指导学生获得全国青少年 STEAM
创意展示交流活动全国一等奖等。

学校非遗项目龙狮运动蓬勃开展，由
上海市特级教师卜洪生领衔的“区首批特
长教师工作室”，集结校内外体育骨干，
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创新教学理念，构建
高效课堂，提升教学质量。学校行实龙狮
队高票获评“上海市年度最佳体育社团”
提名奖，在上海市第八届舞龙舞狮锦标赛
中取得了少年组舞龙自选第二名；获第十
一届全国舞龙舞狮锦标赛舞龙传统套路少
年组之冠；蝉联五届上海市学生龙文化全
能赛龙狮项目的冠军。

张群“魅力班主任”工作室致力推动学
校青年班主任的快速成长，积极发现和培养
班主任的后备队伍，3位教师获评上海市优
秀班主任、宝山区十佳金奖班主任等称号。

在“爱满天下”的行知精神感召下，
全体教职工务实创新、进取奉献，师陶立
德，求真明理，努力实现师生的可持续和
谐发展。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校长 杨卫红）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是在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亲手创
办的原育才学校旧址上于1993年重建的一所完全中学，今年是育才
学校建校80周年。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是上海市文明单位、上海市
中学生行为规范示范校，现为宝山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上海市特
色普通高中建设项目学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习暨上海市非遗进校
园优秀传习基地、上海市无线电特色教育学校、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特
色学校、宝山区科技特色学校、宝山区绿色学校等，在“实验行知、
求真创造”办学理念引领下，实施“明师”策略和“真人”教育，以
“明师”育“真人”，施行以生活力、科学力、创造力、自治力、艺术
力课程为核心的“真行”校本课程体系，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进一步优化学校发展体系，进一步提升教育服务能力和水平，打造具
有“师陶立德”行知实验特色的学校品牌。

2012 年，《上海教育》 上海
教育电视台推介我校为大华地区

“家门口的好学校”。
2013 年，《文汇报》：学生做

“真人”教师成“明师”——上
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学陶正传”
侧记。

2014 年，《文汇报》：高中体
育专项化教学改革渐入佳境——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优化体育工
作探新路。

2015 年，《午间体育新闻》：
“行实醒狮队”参加 2015 年上海
市民体育大联赛“荣泰杯”舞龙
舞狮总决赛暨上海市第五届龙狮
锦标赛活动。

2016 年，《新华网》：纪念陶
行知诞辰 125 周年清明纪念仪式
在上海行知实验中学举行；端午
节学生演绎舞龙嘉年华，上海市
行知实验中学三夺桂冠。

2017 年，《文汇报》：画龙点
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舞
狮践行：弘扬行知实验不凡精
神。

舞龙舞狮：舞出文化 舞出
精神 舞出前程——上海市行知
实验中学舞龙舞狮为市非遗进校
园优秀传习基地。

2017 年，《上海教育》：行知
实验中学：创造基因在这里生长。

2018 年，生活时尚频道、宝
山电视台、《宝山报》报道：行知
育才传薪火 师陶立德谱新篇——
行知实验中学庆祝育才迁校 71 周
年暨定名25周年。

2018 年，五星体育频道，连
续两期节目报道学校非遗特色。

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大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大门

行知育才旧院行知育才旧院

行知讲堂行知讲堂

媒体报道：

乡村振兴 教育先行
——山东省临朐县柳山镇教育纪实

政府部门倾力打造“美丽花园”

近年来，柳山镇党委政府部门把发展教育
作为最大的民生工程，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倾尽人力物力财力，
改善办学条件，打造教育强镇。使得学校建设
走在全县乃至全市前列，教师发展异军突起，
教学成绩连年夺魁。

柳山镇中心小学、辛山小学、柳山镇中心

幼儿园、柳山初中是柳山镇的基础教育学校。
柳山镇党委政府部门根据各校自身特点，加大
基础设施建设，合理扩大教育规模，改善教育
环境，先后建起了数栋教学楼，增加各项育人
设施，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让教育在校园处处
体现，如影随形。使学生在整洁优美的校园环
境中接受教育，感受教育的幸福。

“柳山的教育就是柳山的未来，我们要把
教育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工程，摆
到全镇工作的重要位置。一张蓝图绘到底，一
代接着一代干。该花的钱必须舍得花，让柳山
镇的孩子接受到一流的教育。”在近几年柳山
镇教师节大会上，历届镇党委书记都如是说。

构建农村孩子快乐成长的“心灵
乐园”

柳山镇重视中小学幼儿园德育建设，秉承
“以德为先，育才先育人”的理念，坚持“为

了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尊重学生的个性差

异，完善德育机制，实行分线管理，以德育活
动为载体，全面开展德育。柳山镇中小学举办
了艺术节、感恩节、远足励志行、辩论会等多
层次、多形式的德育文化教育。月月有活动，
周周有安排，人人有项目。不拘一格开展学校
德育，走出了一条以德促智的新路子。有力推
动了立德树人，红心向党的核心价值观的落
实，真正把学校办成了让孩子快乐成长的“心
灵乐园”。

创建学生舒心、家长放心的“幸
福家园”

柳山镇是一个农村乡镇，外出务工人员较
多，对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学生、残疾儿童等困
难群体，建立档案，精准施策，及时把温暖送到
困难学生的心坎上。切实把“办人民满意教育”
细致入微地落到实处。让教师和学生之间不再
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而是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的亲人。让学校真正成为充满亲情的“家园”。

形成富有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三
智学园”

“党委政府部门和柳山人民给我们提供了
这么好的条件，我们没有理由不尽最大努力提
高教育质量。今后，每个学校都要打造自己的
品牌，在内涵发展上做到年年有突破,校校创
佳绩。如果做不到，我们就是失职。”这是全
镇教师会上，柳山教育干部掷地有声的话语。

柳山镇的基础教育在特色办学上实施“三
智教育”，使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

柳山初中实施“情智教育”，让学生学会
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学会创新，让教
师幸福生活，快乐工作，素养提升，专业发
展。柳山小学推行“启智教育”，以“快乐学
习、健康成长”为办学理念，积极探索实践

“启情、启心、启智、启行”的“四启教育”。
柳山幼儿园的“童智教育”,更是让幼儿在

“游戏中玩，玩中做，做中学”，从小培养他们

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全人格。
一流的办学质量、良好的社会声誉，使柳

山的教育品牌越叫越响。柳山镇先后被表彰为
潍坊市中小学建设先进单位、潍坊市学前教育
先进镇街、潍坊市五四红旗团委，连续 5 年被
评为临朐县教育工作先进镇街。柳山初中被评
为山东省学校文化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山东省
校本课程开发研究基地、山东省清洁厨房、潍
坊市初中个性发展 50 强学校、潍坊市餐饮服
务示范校。2018 年 4 月，国家教育督导委员会
的领导和专家，到潍坊调研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情况时来到柳山，看了柳山镇的教育发展
情况欣慰地说，柳山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已走在
了潍坊市乃至山东省前列。

江平视野阔，风正好扬帆。在全国乡村振
兴的改革浪潮中，在临朐县教体部门、柳山镇
党委政府部门领导下，柳山教育人主动担当，
勇毅笃行，蹄疾步稳，相信柳山的教育必将越
来越好，柳山的明天必将越来越好。

（巨同辉 王仕义）

柳山镇位于山东省临朐县东南
部山区，近年来，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
地方党政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教
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学校硬件
设施和育人环境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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