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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校长周刊 实务·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于细微处见精神 从特色中铸精品

名校长专栏
现代学校治理的思考与实践系列⑥

沈杰

首都师范
大学附属中学
校长兼党委书
记、正高级教
师、数学特级
教师，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

办学亮点

建设自信开放的学校文化，可
以有效促进学校资源的开发整合，
为学生成才、教师发展搭建平台，
最终形成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我校立足于百余年丰厚的文化积
淀，在新时期坚持“守正、开放、
创新”的发展理念，为成达教育不
断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课程建构是学校文化的重要载
体。伴随着“四三二一”教育教学
综合改革的稳步推进，首师大附中
构建起成熟的包括基础通修、兴趣
选修、专业精修和自主研修课程的

“四修”课程体系，并且自 2001 年
起学校便开设了初中博识课程，让
学生于“走出去”与“请进来”之
间达到“内外兼修、知行合一”。此
外，通过与中科院合作，我校在
2016年开始开展多线路、多主题的
研学实践，学生的科学精神和人文
素养得到不断提升。

学校不断推进书香校园工程，
对图书馆进行“街区制”改造，拆
掉了阻挡眼界的墙，开放式书架在
校园随处可见，立竿见影地提高了
图书流通率。图书馆的藏书实现了
全品类覆盖，涵盖 22 个类别的图
书。学校的数字图书馆也在不断升
级发展，目前囊括了电子报纸、期
刊论文、电子图书、国际教育视频
库、电子工具书等。同时，借助微
信平台，图书馆还给全体师生提供
了便捷的掌上阅读方式，提供了几
千册电子书供查阅。

在北京市中学中，我校率先开
展创客教育的探索，于2016年建成
青牛创客空间，学生的创新思维和
实践操作能力进一步得到提高。与
此同时，校园中的品牌活动“校长

邀你听讲座”不断将诺贝尔奖获得
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等科技界名人
请上学校的讲台。通过与全球、全
国顶尖科学技术专家对话，天体物
理、纳米技术等一系列前沿科学技
术理论和成果得到传播，学生的科
技视野也不断被拓宽。

我们倾力将校园打造成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播阵地，让学生感
知中国态度、中国思维、中国力
量。例如陶工坊为学生了解源远流
长的陶瓷文化打开了一扇窗；2018
年北京首个非遗教育孵化基地落户
我校，非遗教育博物馆建成开放，
书法、烙画、扎染等丰富多彩的选
修课程，让学生愉悦身心、乐在其
中，不断增强民族自豪感。

学生社团活动多元创新，学生
节、艺术节、科技节、戏剧节等活动为
学生施展艺术才华、提升创新能力搭
建了平台。“振兴杯”比赛、环湖越野
赛、新年接力赛等传统体育特色活动
切实提升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提高了
体育能力。同时，依托德育活动，我
们也十分注重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除了全校每周一定期举行“国旗下的
讲话”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
育、班级定期开展主题教育班会之
外，我们还将长达18公里的纪念“一
二·九”远足活动风雨无阻地坚持了
33年，学生在锻炼身体的同时，爱国
情怀也不断增强。

丰富的学校文化离不开校园环
境的建设和支撑。在不断改善硬件
设施环境、全面提升校园育人环境
的同时，我们的国学、历史、天
文、地理等一系列专业教室纷纷建
成，为学生享受沉浸式的课堂、开
展丰富有趣的学科实验提供了便捷
有利的条件。作为学校文化的输出
符号，校园内的一些独特文化设施
增强了师生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文化为帆，实践为桨。自信开
放的学校文化不仅高度关注传统文
化的传承积淀，更提倡校园创生文
化的繁荣与发展，让师生获得舒展
生命的自然张力。通过创设良好的
育人条件和氛围，方能不断提高办
学品位，打造学校精神高地，真正
实现文化强校。

建设自信开放的特色学校文化

抓住本地美丽乡村建设的契机，浙
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的乡镇中小学近年
来校校形成了有各自特色的校园文
化。而现在，这些学校又在区教体局局
长蔡建红的号召下，推倒学校的“墙”，
打开学校的“门”，把自然、人文资源搬
进校园。期待深度融合后，让校园融入
乡村，让乡村成为自然校园，把乡村学
校建设成一个个“活校园”。

在教育家陈鹤琴的故乡——上虞，
众多乡村学校正以陈鹤琴“大自然、大
社会都是活教材”的理念为引导，打造
充满浓郁乡村气息、孩子们能“玩”在其
中的自然化校园，让乡村校园的静态文
化“动”起来。

自然风光“搬”进了校园

蔡建红认为，当今的孩子大多自小
生活在钢筋水泥构筑的房子里，最缺乏
的就是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校园是
儿童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应该给他们留
下带着浓浓乡情的校园记忆。

春分时节，樟塘小学的“勤耘园”一派
忙碌景象：六年级学生植树，为母校留下
一片绿色；各班学生在班级时令蔬菜区开
始春播，在中药种植区种下常见的中草药
等。校长夏苗锋介绍，占地近三亩的这片
园子，分时令蔬菜、四季鲜果、烧烤制作、
科学实践、中药种植五个区域。孩子们可
以通过参与播种、除草、施肥、观察、记录、
收获等系列实践，体验劳动的艰辛与喜
悦。同时，当地丰富的乡土资源融入到校
园文化建设中，既打造了浓郁的校本特
色，又为校园增添了“自然风光”。

地处竹笋之乡的长塘镇小，校园文
化以“竹”为主题。校园里栽种了各类
竹子，随处可见各类竹编围栏、竹椅竹
凳；教学楼楼道中，陈列张贴着孩子们
玩竹、画竹、制竹、赏竹的图片。学生们
每天在“竹文化实践乐园”里学习、嬉
戏、活动，受到竹之雅趣的熏陶。

位于小舜江畔的汤浦镇小感受着
“水”的灵动，以“悦童年、动课程”开启
了“水”文章，开发出悦动、悦行、悦创三
类十多种拓展性课程。有形与无形的
水就在学生们身边，融动身、动心、动行
于一体的“悦动课程群”，时时让孩子们
置身于自然之中。

过去以静态呈现的校园文化，打上
鲜明的本地乡村“标签”后，就成为更加
浓郁的校本特色。因为孩子们身在其
中拥抱自然，一个个“自然风光式”的校
园便有了动感。城东小学校长、省特级
教师林建锋表示，校园环境不仅能提升
办学品位，而且还是孩子们丰富的学习
资源，可以涵养学生气质。

人文景观让校园“活”起来

在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厚的上
虞，“乡土文化进校园”的倡导和行动，
进一步丰富了各学校校园文化的内涵：
以竺可桢、夏丏尊、陈鹤琴等乡贤名人
的名字命名学校，在校园内悬挂乡贤画
像、乡贤题词，组织学生制作乡贤书签；
校园内设置乡贤大厅、乡贤走廊、乡贤
亭，建立徐懋庸、竺可桢、经叔平、谢晋
等事迹陈列馆或纪念室，不少学校被命
名为省级或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章镇镇中投入2200万元，对校园
道路以本镇籍名人命名，如“王充路”

“观杰路”等；结合传统美德教育，在教
学楼、寝室楼布置了礼仪走廊、习惯走
廊、诚信走廊、乡贤走廊、科普走廊或通
道。小越镇中组织学生“寻访乡贤拜名
贤”，建起了“乡情文化陈列室”。

国学经典教育也可以让校园“活”起
来。在享誉“浙江省美丽校园”的崧厦镇
小，学生们穿行于精美的“中华经典文化

长廊”，在镶有中国象棋棋谱的“楚汉园”、
二十四节气的“四季园”里玩耍；学习的不
仅有茶道、青瓷、武术、剪纸、葫芦丝等“高
大上”的国学特色课程，就连臭豆腐制作
等具有当地特色的技艺也成为学校推出
的68门拓展性课程之一，全校1284名学
生人人都能选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一些学校对乡土人文资源不仅继承
传统，还进行主题深度挖掘，让有形无形
的校园文化覆盖整个校园。如小越镇的
民间剪纸艺术历史悠久，小越镇小便借
此带领学生“剪”出精彩、“剪”出品质。
六册《剪纸》校本教材、剪纸陈列室、校园
墙上随处可见的学生剪纸作品，让小越
镇小的校园成了剪纸艺术的天地；而丰
惠镇小因为地处梁祝故事发祥地，校园
被打造得犹如梁祝文化主题公园。

把乡村学校办成现代“百草园”

能够“活”起来的乡村校园，离不开
童趣盎然的校内实践。许多乡村学校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特点与需要，创设出
自然亲和的体验园，激发孩子们强烈的
归属感和亲近感，让美丽校园和乐园给
孩子们刻下现代“百草园”的印记。

盖北镇素有“中国葡萄第一镇”之
称，农业种植基础扎实。盖北镇小依托
本地资源，创设农科技教育实践基地，
形成了集百果园、百花园、百草园、百菜
园和暖棚区、水生植物区、养殖区于一

体的“四园三区”格局，还在每间教室里
设置班级生物角，在校园中开辟种养殖
点。学校生活关联起丰富的实践活动，

“学习”的概念从课堂大大地向外延
展。该校校长胡国灿说，学校不应只是
接受知识的圣殿，更应是孩子们快乐成
长、放飞心灵的乐园。

地处“青瓷之源”的上浦镇中，是浙
江省“非遗”传承基地，学校的民俗苑里
陈列着大量师生收集来的农具、器皿。
学校专门建立了“青瓷文化长廊”“青瓷
作坊”，编写校本教材“越窑青瓷与制
作”，将青瓷制作技艺融入美术和劳技
课教学之中。专门的师资在初一初二
年级尝试教学，让学生对上浦镇的窑址
分布和青瓷制作有个初步了解，以培养
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校长陈银祥规
划着，还要改建新的青瓷制作工坊，在
原有拉坯机、窑炉等设备的基础上引进
更多设施，形成较为完整的制作流水
线，供学生实践操作，再通过进一步营
造青瓷文化氛围，引导学生由喜欢到热
爱，再到投入并传承这门技艺。

棉粮小学是盖北镇的一所联村完
小。学校虽小，但“‘美’育童年”的育人
目标很大。学校把具有本镇田园风光
的自然景观“搬”进校园，构筑了葡萄
架、紫藤长廊、生态池等“校园十景”。
学生在闲适优美的环境中感受美的同
时，按照学校“十大好习惯”的要求，通
过各种特色活动努力具备“美行”。

樟塘小学的“勤耘园”一直热闹，每
年结合“节会”开展系列活动：上半年有

“阳春三月文明行动节”，秋季则是“智
慧起航科技创新节”。在这些“节点”，
学生要收获蔬菜果实，制作腌菜、番薯
干，或者搞野炊等劳动实践活动。接着
还有蔬菜DIY造型、“勤耘园”里的数学
问题征集、农科摄影比赛、秋收节征文
大赛等课程整合活动。这些实践操作
过程，充满了智力、体力劳动的快乐，过
程中可以学到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并
且通过动手操作传承传统文化。

“活校园”，就是一方自然的、富有诗
情画意的环境，通过特色教育“盘活”和提
升已有的校园文化静态品位，给乡村的孩
子创设更为灵动的学习氛围和环境。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人民
政府督学）

打造乡村学校“活校园”
顾松灿

崧厦镇小白马崧厦镇小白马
湖青瓷社团的孩子湖青瓷社团的孩子
们在津津有味地欣们在津津有味地欣
赏越窑创新作品赏越窑创新作品。。

刘伟达刘伟达 摄摄

中国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追
求，也是当代青年应有的价值理
想，让学生在一种理想主义中寻
找精神力量，能使他们不骄傲，
能令其将自己的希望和梦想达到
高尚的境界。高中阶段的教育对
于学生之后的人生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和影响，因为这份责任和
使命，江苏省盐城市亭湖高级中
学将对学生精神力的培养、价值
观的塑造、学习力的提升贯穿于
整个三年阶段的教学，在不断积
淀学校精神的同时，为学生提供
了涵养生命的丰富的精神力量。

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在实际
办学中有两条主线，一是培育校
园精神，二是探索教育新模式，
并在此基础上生成了幼儿教育、
小学教育和中学教育15年一贯的
新模式，实行“小班化、精品
化”的办学模式。他们通过自身
的实践，将国家、民族对于青年
一代的期盼变为现实，担负起培
育人才、传承文明的特殊使命。
他们从学校历史、校园文化、地
方文化中获取养分，通过优化管
理培育校园精神；在具体的教学
活动中将学校的精神内化到每个
教师和学生心中。而“四精”模
式、小班化和导师制完成“小班
化、精品化”教育特色教学，则
让每个学生都能学到新的知识，
感受到学校的温度。两条主线互
为表里，交织互构，让亭湖高级
中学从不为广大市民所理解的

“三无”学校一跃而成为盐城基
础教育领域的一所品牌学校。可
以说，让每一个学生成为“更好
的自己”、实现教育公平是它孜
孜不倦的追求。

以精神引领追求
用实践打造品牌

精神对人的引领作用是毋庸置疑
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所学校
都因其精神得以延续和发展，也因其
精神而显示出自身独特的文化基因和
发展脉络。对于亭湖高级中学来说，
其在多年教育实践中所形成的学校精
神不仅彰显了它不断发展的生命力，
也成为它追求卓越的原动力之所在。

亭湖高级中学的精神是敢于挑
战、不惧艰难。从创办初期，亭湖高
级中学就面临着盐城地区激烈的教育
竞争态势，作为“初生”的中学，他
们有着“不怕虎”的气概和魄力。创
业者们筚路蓝缕，且行且歌，“十年
辛苦不寻常”，从一所寂寂无名的小
学校最终蜕变成为盐城基础教育领域
的品牌学校之一。

亭湖高级中学的精神是勇于创
新，积极探索。不落寻常建设模式的
窠臼，从省内外知名院校中寻求共
性，确立“小班化、精品化”的办学
模式，并从中汲取营养思考学校自身
的特色发展，为亭湖高级中学在10多
年的发展中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亭湖高级中学的精神是稳健踏
实、公平守正。从2006年到2019年，
亭湖高级中学稳扎稳打，不断总结经
验，制定精准战略、选择得当的方
法，在经验的不断积累中走出一条属
于自己的道路，谱写了一篇新校发展
的特色华章。为了满足更多孩子上重点
高中的需求，为学生提供成长平台；在
学校教学中以公平为基、因材施教，
让每个学生都获得了应有的关注。

亭湖高级中学反对故步自封，在
结合学生的需求以及社会的变化中他
们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改革和反思。这
种反身性的实践促使亭湖高级中学在

盐城地区的教育中独树一帜，不断更
新教育观念、提升教育质量，以其

“教育的品质”向社会各界展示了
“品质的教育”。

用特色发展之力
促学生全面成长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不能把小
孩子的精神世界变成单纯学习知识。
如果我们力求使儿童的全部精神力量
都专注到功课上去，他的生活就会变
得不堪忍受。他不仅应该是一个学
生，而且首先应该是一个有多方面兴
趣、要求和愿望的人。”这一点对于
中学生来说更为重要，为了学生的全
面成长，亭湖高级中学从办学模式、
教育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四精”模式。

（一）“精品化的办学模式”

办学模式的精在于小而精的教学
模块，通过对于班级人数（每个班级
人数在35人左右） 的调整，不仅能
统一教育教学进度，而且能使教师熟
悉每一个学生的情况，更好地因材施
教，实现教育的公平化。较少的班级
人数为教师在批改作业后与学生面对
面交流提供了便利，促进师生间更好
地了解，亦能使教师及时地了解学生
的短板和需求，从而提供更优质的教
育服务。在此基础上，课堂上的教学
进度能够保证，课堂氛围更加活跃，
学生更加自信，学生能力得到提高，
学生之间的合作精神得到加强。此
外，在师生的互动过程中，教师的一
言一行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学生的思维
和行为，师生之间的相互理解是良好
师生关系得以确定的前提。

（二）“精致化的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的精致化主要体现在对

“双基”的落实，坚持“教师为主
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的原
则。坚持因材施教，积极发挥教师的
教学能力，坚持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帮助每个学生建立成长记录卡，
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坚持教师队伍
内部的教学学习，二次备课、教后
感、实时交流制等让教师在教学时讲
得轻松，学生学得容易。同时，在教
师队伍内部制造刺激、创设情境、设
置问题、培养“鲇鱼”、制造差距来
打破平静，让知识增值、让知识创
新、让知识流动。此外，亭湖高级中
学通过对每一个办公室的人员结构设
置，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骨干教
师、学校领导的影响力，以“一带
五”，激活各办公室的学习氛围。

（三）“精湛化的师资队伍”

师资是名校的核心，也是家长们
关心的重点。亭湖高级中学在全国范
围内以优厚条件引进大批教学精英，
他们当中有市劳动模范，有省优秀教
育工作者，有奥赛国家教练员，有全
国优秀教师，有特级教师，还有享受
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同时，在师资
队伍上通过引进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一流
的师范大学中的优秀硕士生，为培养
和储备高层次师资奠定了基础。

亭湖高级中学非常注重对于教师
的培养。通过参加省内兄弟学校的教
学观摩活动与观摩经验分享以及定期
邀请名师名家，让优秀的经验走进
来；通过接受市教科院的全面视导，
实现大于50%的优课率；通过推进名
师工程，推进本校学科的发展。在对
青年教师的培养上，通过出资选派青
年教师参加省培和国培，培养学校的
年轻骨干教师队伍；通过内外观摩的
实践活动，提高了青年教师的教学水
平。同时，通过支持教师对于省、市
课题的研究，推动各学科的学科建
设，为教学实践打下基础。这些工

作，使得教师队伍形成一种和谐的人
际文化，让教师们得以自由而全面的
发展。

（四）“精细化的师生交流”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教学活动开
展的基础。亭湖高级中学为了保证师
生间良好的关系，在地理位置上，将
办公室和各年级的教师连在一起，实
现了下课后十几秒就能够找到教师请
教问题。与此同时，“有困难找老
师”的小牌子形成了独特的校园标
志，以及晚自习教师的全程陪伴也保
证了让学生能够及时解决遇到的学习
和生活上的问题。

在师生互动中，学校注重双向的
交流。每年定期会开展“师德调查问
卷”，学生都在“满意”一栏里打着
大大的钩，每一名离开学校的学生都
在亭湖高级中学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这些都见证着学校教师的付出与回
报。

以爱之名护心灵
用智之思写传奇

曾经有人说：“没有爱的心灵，
是贫瘠的沙漠，不可能长出红花绿草
般的美德；没有爱的教育，是干涸的
河床，不可能绽放心灵的浪花”。让
学生在学校教育中感受爱，从爱中生
发出延绵不断的力量和勇气，是亭湖
高级中学学校精神在人文方面的体
现。

“爱每一个孩子”是对亭湖高级
中学人文关怀极好的总结。台湾著名
教育学家高振东有这么一句名言：爱
自己的孩子是人，爱别人的孩子是
神。在亭湖高级中学，这样的教师数
不胜数，他们在学生家庭陷入困境的
时候积极伸出援手，关心其生活、关
注其情绪，用默默的奉献撑起一个个

学生在遭遇苦难时的天空。因为他们
深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青春成长
会面对很多疼痛，但爱不能缺席。因
此，亭湖高级中学教师敬业、勤奋、
奉献、进取背后所支撑的不是金钱，
不是名誉，而是对事业的爱、对学校
的爱，对学生的爱。

爱让教育充满柔性的光辉，在教
育过程中始终以师德标准、学校制度
为行事原则，让我们看到学校散发出
的理性之思。通过设置学校禁语、明
文规定、业务水平接受多元评定等操
作，其他学校难以规避的有偿家
教、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等不良现
象，在亭湖高级中学基本绝迹。反
之，学校的教师们更多地会从师德
层面审视自己的行为。这是制度的胜
利，也是对陶行知先生提出的“捧着
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最高礼
赞。

为了开拓学生们的视野，促进他
们在智识上的增长，亭湖高级中学每
年邀请省内外高级专家、学者进学校
讲学。通过与他们的交流，学生思想
的广度得到拓展、深度得以延展，其
灵魂也愈加完满、信念更加坚定。

对于一所学校来说，其教育理想
和教育追求是它发展的更本源的力
量，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其受教之地
的理想和追求是为其人生定下基调的
更直接和深刻的笔触。亭湖高级中学
从初心启程，用纯粹的信仰培植起学
校精神的参天大树，其中有拼搏、奋
斗、创新，也有守正待时、脚踏实
地，亦有人文关怀、高洁价值。正是
这些精神，才让亭湖高级中学的各项
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从一个辉煌走向
另一个辉煌，而其学生也因承载这些
精神的教育，获得愈加完满的人生体
验，在现在、未来的时空中书写着一
个又一个的人生传奇……

（江苏省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
校长 薛振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