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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阔江天翔明雁 深植江城育桃李
——记“十年磨一剑”的武汉为明学校

十年筚路蓝缕，十年风雨兼程。武汉为
明学校创建于 2009 年 4 月，集小学、初中、
高中、国际部为一体，是北京为明教育集团
开办的第六所学校，学校从创建至今已走过
了 10 年的历程。10 年来，学校坚持“培养有
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现代人”的育人方针，
励精图治，锐意进取，形成了优良的校风、
学风和教风，先后获得“武汉市群众满意中
小学”“湖北省学校文化建设百强校”“生涯
规划教育示范基地”“武汉市教育学会教育
改革实验基地学校”等多项荣誉称号。

学校坚持专家引领，实施阳光工程和爱
心导师工程，致力于打造领航民办基础教育
的优质教育品牌，形成了筑梦未来的教师

“雁阵团队”，以“关爱德育”“多元课程”
“智慧课堂”“党员先锋”为载体，保持学校

长久发展的动力与张力，走出了一条适合学
生发展的特色之路。

文化育人
助力学生扣好人生的纽扣

当笔者走进武汉为明学校，首先映入眼
帘的便是“明德”“明道”“明理”“明势”
八字校训，它高度凝练了学校的办学方向和
育人理念，更蕴含了“为明人”对传统文化
与传统美德的坚守。

学校秉承“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办
学理念，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激励学
生励志尚德博学，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
操，让他们成长为祖国建设需要的合格接班
人。

清晨的校园里，琅琅的国学诵读声唤醒
晨曦，学生们沐浴在第一缕阳光下，沉浸在
中华古诗词中。“一日之计在于晨”，武汉为
明学子一天的学习生活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
的经典诵读中拉开了序幕。学生们以饱满的
激情投入到每日的晨读之中，无论风吹雨打
始终如一。而且每日还进行评比公示，促使
各班以你追我赶之势投入到激情洋溢的晨读
之中。

学校致力于培养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
的现代人，在教育教学中，以中华优秀经典
文化为依托，不断丰富立德树人工作内容，
还专门组织了语文教研团队编写了 《小学生
必背国学经典古诗集》《中国古代诗歌散文
集》 等读本，利用晨诵时间进行国学经典诵
读。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激发了全体学生对中
华优秀文化和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和热爱，
增强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通
过对国学经典的诵读，学校学生的道德素养
和语文综合素养得到了大幅度提升，获得了
受益终身的宝贵财富。

“一所拥有激情的学校，才是拥有无限
希望的学校。”每天的激情跑操是学校开展
激情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阳光大课间时，
在 800 米蓝色标准跑道上，学生们充满激
情、昂扬奋进的跑操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这是“为明学子”拼搏奋斗的缩影，
撼人心魄。激情跑操其功能已经超越强身健
体的体育锻炼功效，真正实现了在运动中历
练团队意识和拼搏进取的精神，提升了学生
的注意力，并使之迁移到学习中，提高了学
习效率。

百叶深处起芳华，不拘一格育人才。学
校以立德树人为主旨，遵循教育规律，根据
学生不同发展阶段和学校育人目标，依托传
统文化，融合主题活动，开发了优秀传统文
化滋养、具有仪式感的“四礼”特色课程。

“四礼”包括“入学礼”“十岁成长礼”
“成人礼”和“毕业礼”四种课程。小学入

学礼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击鼓祭圣，行拜师
礼、启智礼和开笔礼，促使学生们尽快熟悉
和适应新的环境，学习并培养良好的行为习
惯，成为讲文明、懂礼仪、有智慧的“为明
学子”。随着学生的成长，十岁是人生的第
一个里程碑，“十岁成长礼”成为四年级学
生的德育主题课程，旨在让学生们通过十岁
成长仪式的洗礼，带着梦想阔步前行，做明
礼少年，担当复兴大任。

古人云：“德寓行，行于思。”有其德，

必有其行。2017 年，学校的一名初中生患了
白血病，学校学生会在全校范围内自发组织
捐款活动，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上，全体师生
自愿主动捐款，有的学生还精心准备了许多
小礼物，如鲜艳的千纸鹤、可爱的小兔子
等，一件件礼物礼轻情意重，都是学生们对
患病同学的良好祝福。学生们用自身的行动
诠释了学校德育工作成效，为新时代精神增
添了绚丽的色彩。

学校不仅开发了特色鲜明的育人特色课
程，还提出了四大特色育人要求——“四
德”“四诚”“四特”和“四好”。“人而无
信，不知其可也。”诚信考场，作为“四
诚”教育之一，对学校来说，是一个大胆的
尝试，是对学生的高度信任；对学生来说，
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当笔者走进诚信考
场，发现学生在考场内严肃认真的样子分外
可爱，他们通过这种形式进行考试的自我管
理，促进了自身诚信意识的提升，为今后美
好的人生奠定了基础。

当笔者漫步校园，映入眼帘的不只是绿
草如茵、鸟语花香的校园环境，还有温和、
阳光、有礼的“为明学子”。学生们内心的
充实与坚定、心灵的滋养，均得益于学校书
香校园氛围的熏陶。自建校以来，周恩芝校
长矢志不渝地致力于书香校园的打造，构建
了校长领读、教师引读、学生品读、家长共
读、社会联读“五位一体”的立体化阅读模
式。学校斥资建设了古香古色的国学馆与为
明书院，在教学楼各楼层都设有图书角。这
些舒适的阅读空间的打造，使每一位“为明
学子”都与书籍结下了不解之缘。

学校根据各学段学情特点，开展各种类
型的读书活动，“晨诵、午写、暮省”已成
为学校每天的常规活动，班级共读、年级共
读、明雁夜读、亲子共读也蔚然成风。以

“绿色读书节”为载体，开展图书漂流、好
书推荐、跳蚤书市等深受学生喜爱的读书活
动。古诗新唱、经典吟诵、清明诗会、中秋
诗会、重阳诗会、诗词大会，每一场读书展
演活动精彩纷呈；汉字听写大赛、书签制
作、故事绘本、口袋书、研究性学习小报，
以直观的方式展示学生读书的智慧。每学年
学校会评选“书香少年”“书香教师”“书香
家庭”，全面推进“立体化阅读”进程。同
时，还创设了“相约星期四”读书活动品
牌，现已成为学校书香校园的一张闪亮名
片。

学生的原创作品数不胜数，如高三学生
陈天创作的 《为明赋》 和余如冰创作的 《为
明是一条河》，高二学生许宇通创作的 《我
是一粒种子》 等原创诗词歌赋，既展现了学
生个人综合素养，又体现了学校书香文化建
设的育人成果，实现了学校的育人目标。

多元课程
关注面向未来的关键能力发展

修身立德是处世之本，学校以此助力学
生扣好人生的每一颗扣子；同时，用科学文
化知识武装头脑，培养学生具有适应新时代
发展的能力与素养，是学校育人的另一重要
目标。为此，学校在开设国家课程和地方课
程的基础上，开发了多元丰富的校本课程。
在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进程中，武汉为明学
校通过课程理念的创新、课程资源的整合、
课程任务的执行，以校本课程建设引领学校
内涵发展。

“问津求真，高飞雁阵”的教育精神是
武汉为明学校的文化精髓，在此文化引领
下，学校开发出了“明雁”校本课程体系。

“明雁”课程的结构为：一体两翼、五大板
块。“一体”是以国家课程为主体，保证学
生学业水平达标和基础性素养发展；“两
翼”是传统文化、现代素养两大类课程，侧
重于学生特质素养的培养与个性特长的发
展；“五大板块”包括传统文化类、身心健
康类、艺术滋养类、国际理解类、科学素养
类五大课程板块，意在培养学生的人文情
怀、审美情趣、国际理解、勇于探究等核心
素养。

优秀校本课程的开发，既是教师专业发
展和学校办学特点的体现，又是充分发掘学
生的个性潜能优势，满足学生个性化、全面
发展的需求。以“管弦乐”精品课程为例，
在课程资源上学校不遗余力，聘请专业乐团
指挥，负责课程的建设与乐团的管理，并编
写了乐团排练的总谱；还聘请了一批毕业于
东北师范大学、武汉音乐学院等重点音乐学
院的专业教师。乐队的学生经过专业训练，
多次参加琴台剧院、汉秀剧场、湖北剧院等
大型剧场的演出。

课程建设按照科学的方法设置，并从学
生评价、教师评价、成果检测三个维度，对
课程评价制订了不同的层级和标准。“明雁课
程”经过近 10 年的实践和发展，在时间管
理、课程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不断改进、
提升和完善，进行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与
校本课程的有机整合。学校以课程为依托，
成立了各类学生社团，如管弦乐团、足球
队、英文戏剧等社团。这些社团活动极大地提
高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

“雁之声”管弦乐团在湖北大剧院举办了“明
耀荆楚”专场艺术演出，“雁之音”合唱团多
次获区级合唱节一等奖，体操队参加第二届

“杨威杯”快乐体操比赛获团体优胜奖⋯⋯
近年来，学校先后被相关政府部门命名

为东西湖区国学特色校、东西湖区陶艺特色
校、湖北省学校文化建设百强校、湖北省首
批中华文化艺术传承学校。学校通过课程建
设，培养了一批批阳光健康、才艺突出、富
有情趣的“明理少年”。富有朝气的“明
雁”课程，进一步彰显了学校的办学特色和
气质，提升了办学实力和内涵。

学校在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始终坚守
“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将科学知识的学

习与实践活动紧密结合，使学生“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在实践中不断成长。如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的“长沙红色研学系列”

“中华古都研学系列”“自然探索研学系列”
“文化风俗研学系列”等丰富的社会实践活

动，开阔了学生的视野，使他们能够放眼世
界，在“为明学子”成长的道路上勾勒出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国家新课程改革的教育背景下，对于
学校而言，生涯教育既具备当下培养学生选
科能力的现实性和紧迫性，又具备培养学生
核心素养的基础性和发展性，是新高考环境
下学校必须向学生提供的课程和服务。武汉
为明学校依据未来人才的需求方向，充分考
虑到师生特点与学校资源，科学制订了生涯
教育课程的整体规划。

自 2017 年底，学校就开始建设生涯教师
指导团队，进行新高考背景下生涯规划课程
的研究与开发。学校研发并开设的生涯规划
课程，引导学生将学习与社会及职业选择连
接起来，使他们能够认识和探索自身、关注
并了解社会，不断思考和明晰自身发展的道
路，理智地寻找自己的学业指向，对未来专
业和职业的选择有更清晰的目标。学校于
2019 年 5 月受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委托，
承办了武汉市“新高考·中学生生涯规划系
列研讨会”，与武汉市教育界同仁在新高考
生涯规划研究方面交流学习，为学校在新高
考转型关键时期提供了教育教学方面的科学
借鉴。

“生涯规划”课程从最初的课堂化，延
伸发展到课堂之外，开发了家长、社会多种
资源。它以活动为载体，使学生置身于真实
的情境中去感受、去探究，关注生涯体验。
2018 年 11 月，学校组织高中学生走进华中科
技大学，参观了学校的实验室，聆听了学校
的专家讲座，了解大学的相关专业。同时，
学校还举办了“职业超市”活动，带领学生
参加“武汉市微观地铁”研究项目的实地考
察。学生从高一就开始建立职业规划意识，
将自己的学业管理与未来职业规划紧密结合
起来，增强了学习的目的性与计划性，受到

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以前只知道认
真学习，对自己未来人生和职业的规划几乎
是盲从状态，自从参加了学校生涯规划的活
动课程，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并且能
有效地进行自我管理。”许宇通同学是一名
2018 年入学的高一新生，自从参加了生涯规
划活动课程后，在学习和生活等很多方面，
都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学校培养具有中国灵魂、国际化的未来
人才，帮助学生在国际化大背景中认识自
己、认识世界。学校融合中西方教育理念和
中美教育资源优势，结合国家学业水平要
求，将国际课程与中国传统文化课程进行整
合，力求打造出适合中国学生成长的国际化
人才课程体系。学校通过精品化国际理解课
程，建立了科学英语思维力和运用体系，通
过开发丰富多彩的艺体课程，不断提高学生
的综合能力。更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推进学
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国际部积极研发并开设
了社团课程，其中包括马术、话剧、国际象
棋、足球、传统手工艺品制作等。

一位国际部学生家长在来信中说：“我
孩子在普通高中的学习基础和习惯都一般，
送他来到为明高中，我们得到了优质教育服
务的同时也给孩子争取了一种新的发展可
能，让孩子的路越走越宽。”家长的口碑，
胜过金杯银杯。办学 10 年来，学校的发展也
收获了一个又一个硕果，如先后成为教育部
门数字化实验基地校、“湖北省一级学校”

“湖北省首届十佳民办学校”“国家首届教育
科研百强校”“湖北省科技创新优秀学校”

“湖北省传统文化优秀学校”⋯⋯

精进雁阵
打造高效课堂促进自主成长

学校办学佳绩迭出，全方位地映射出学
校的教学教研水平和雄厚的师资力量。近年
来，学校内培外引并举，坚持名师团队引
领，广开渠道，引进优秀人才，形成了教师
流动补充的良性机制，不断改善教师队伍的
结构。发挥名师和优秀教师的引领、帮带作
用，以高效培训、绩效考核、师德修养、成
果分享等方式，促进教师全面发展，着力打
造“高飞雁阵”的教师群体，建立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湛、富有活力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目前，学校有特级教师 4 人，国家重点

“211”“985”高校毕业生 24 人，有研究生学
历的近 40 人，还涌现出多名教学名师、师德
标兵、三八红旗手。

如今，学校拥有以 4 位特级教师领衔的
四大名师工作室；为明教育集团的两位名
师，先后完成 5 项国家级别课题的研究、10
余项省级重大课题的研究，还有其他教师参
加了 200 余项各级各类个人课题的研究，实
现了教学质量的飞跃提升。

建校 10 年来，学校教学科研氛围浓厚，
并始终坚持把教研工作作为教学的“发动
机”。学校依托本校的优秀教师资源，鼓励
和发掘有特长、有研究能力的教师积极参与
课题研究，通过课题研究提高了教师们的课
堂教学水平。

“综合素质优良，学业成绩领先”，一直
是学校培养学生的目标。作为民办学校，武
汉为明学校确立并坚持了“以学生为本，以
教师为基”的发展策略。多年来，学校一直
着力打造“优秀教师”团队，不断转变教师
教育观念，提高他们的教育教学能力、教育

创新能力和教育科研能力。
对一线教师而言，立足课堂、扎根课

堂、寻求自我在课堂上的专业成长是至关重
要的。学校在课堂建设方面，一直致力于打
造高效课堂，促进教师专业成长，提高课堂
质效。“为明新课堂”是以学生为教学主
体，营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不断提高教
学效率。学校开展了“核心素养下的课堂教
学改革的研究”这一省级课题，并把该课题
变为实践，通过教学科研、理论指导，确保
了课堂教学实效。在全校教师的共同努力
下，“为明新课堂”理念已深入人心，得到
了全校师生的认可。教师的教育思想变了，
他们以生为本，放手把课堂还给学生，教师
在发展学生的同时成长了自己。

为了激发学生课堂学习的原动力，“为
明新课堂”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方式，促进学
生自主、合作、探究和积极思考，让他们在
自主学习中和小组合作中，发挥自己的优
势，共同成长，体会学习的乐趣与成功的喜
悦。一般都是每 6 个人为一个小组，小组成
员在学习、性格等方面都有互补作用，组长
和组员各司其职、各展其长。合作学习小组
的建设使每一个成员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位
置和自信，大大地提高了学习质量和效率。
当笔者走进“为明课堂”时，一下子被学生
们那种饱满的激情包裹着，感受到了“人心
齐，泰山移”这种小组合作学习的力量。

特色党建
点燃学校发展红色引擎

学校筹办之初，便积极向上级党委申请
建立学校党支部，做到建校、建党组织同
步，在东西湖区委“两新”组织工委的大力
支持下，不断加强组织建设，大力实施“红
色引擎工程”，即强化“红色引领”、当好

“红色头雁”等，坚持以党建引领学校发
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雁阵文化”，创立
了“为明教育”党建品牌。

在学校党支部的统一领导下，工会、团
委、少先队工作有声有色地开展着，党支部
充分利用“五四”青年节、“六一”儿童
节、“七一”党的生日和教师节等重大活动
与纪念日，深化师生对党的认识和对党的热
爱，做到了活动有主题、有组织、有效果。
通过“童心向党”“青春之歌”“讲道德模范
故事”等一系列师生喜闻乐见的主题教育活
动，丰富了师生的文化生活，构建了校园文
化红色高地。

学校还制定了红色主题研学课程，开展
长沙“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人”、湖
北红安“缅怀革命先烈，践行革命精神”等
红色主题研学活动，在活动中，学生们追寻
革命足迹，重温革命前辈的峥嵘岁月，争做
时代好少年。

正因为如此，学校才先后被命名为武汉
市教育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武汉市创先争
优示范学校、武汉市五星级基层党组织。目
前，有 55 名教师的组织关系已转到学校党支
部，党员教师人数占教师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红色文化既是中国革命文化，也代表了
新时期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与活力，学校
旨在通过切实做好党建工作，推行红色文化
特色教育，增强学生的爱国意识，培养师生
坚强的意志品质，为工作与学习注入源源不
竭的动力，从而促进学校高品质发展。

（吴 威 张红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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