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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虹桥第一小学
校于 2012 年 9 月独立办学，在秉承原
虹桥学校“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
办学理念中，创新总结了一小“以人
为本，以心育心，自信自主，和谐发
展”的办学思想，形成了“五自教
育”的办学特色，走出了一条创新发
展之路。

“五自教育”为学生成长打亮人
生底色

近年来，哈尔滨市虹桥第一小学
校创新开展了“五自教育”，收到了可
喜的育人成效，为学生们的幸福成长
确立了正确的方向。

“五自教育”的基本内涵包括：生
命自强、生活自理、心理自信、学习
自主、思行自觉等内容。“生命自强”

以责任担当、自勉自励为主；“生活自
理”以自我服务、服务他人为主；“心
理自信”以接纳别人、合作分享为
主；“学习自主”以合作学习、掌握方
法为主；“思行自觉”以知礼守礼、正
礼修身为主。

“五自教育”的经验，符合中国学
生发展的六大核心素养，体现了学生
发展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由此，
学校将其升华为“自理、自信、自主、自
觉、自强”的办学思想，创新了“以人为
本，以心育心，自信自主，和谐发展”的
办学理念，形成了以“五自教育”为核
心的“管理文化、课程文化、育人文化、
教师文化、校园文化”五大教育特色品
牌，为培养具有五自特质和国际视野
的现代人，打亮了人生底色⋯⋯

“五自课程”为学生成长成才固
本生基

虹桥第一小学校创新的“五自教
育”包含了九大课程系列，即经典文
化课程、五自养成课程、主题活动课
程、节日纪念课程、社会实践课程、
影视时政课程、崇礼守则课程、社团
活动课程、心理健康课程，促进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

“生命自强”核心素养：一至五年
级分别进行“认识自我，自珍自爱”
教育，“责任担当，阳光心态”教育，

“正面挫折，自勉自励”教育，“立志
成才，勇于进取”教育，“强健体魄，
自强不息”教育。

“生活自理”核心素养：一至五年级
分别开展“自我服务，学做家务”教育，

“洒扫应对，环保节约”教育，“各司其
职，服务他人”教育，“安全自护，学会理
财”教育，“独立面对，独立人格”教育。

“心理自信”核心素养：一至五年
级进行悦纳自己、适应环境，接纳别
人、有错就改，合作分享、拒绝任
性，承担责任、做事坚持，信守承
诺、明辨美丑等教育。

“学习自主”核心素养：一至五年
级开展专注听讲、清晰表达，阅读越
美、学会检查，合作学习、掌握方
法，多思善问、温习得法，大胆质
疑、创造思维等教育。

“思行自觉”核心素养：一至五年
级进行知礼守礼、知规守则，抱诚守
真、责人要宽，深仁厚泽、正礼修
身，慎思笃行、按行自抑，日省月

修、合理规划等教育。
五大板块系列教育，真正实现了

“知行合一、思行结合”的育人目的，为
学生们的成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五自文化”为学生健康快乐扬
帆导航

虹桥第一小学校的经验还有一个
突出特点：就是“五自文化”为学生
们的成长扬帆导航。“五自文化”倡
导：学生是课程的中心。以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
人、服务于人，给予每一个学生生命
精彩的体验。

走进学校，“五自文化”无处不
在，一楼“自强成就高度”，二楼“自理
成就修养”，三楼“自信成就个性”，四楼

“自主成就能力”，五楼“自觉成就品

质”，无时无刻不在浸染着每个心灵。
学校还匠心独具，在每一层楼中

精心设计了“生命自强榜”“生活自理
榜”“心理自信榜”“学习自主榜”“思
行自觉榜”等文化专栏。还有“五
自”星级少年事迹，教育学生每天向
身边的榜样学习，争做同学们的榜样。

“五自文化”培养了学生们生命自
强、生活自理、心理自信、学习自
主、思行自觉的好品质。每学期学校
都要对生命自强之星、生活自理小能
手、心理自信之星、学习自主小达
人、思行自觉标兵等进行表彰，由学
校授予“五自”特质少年的光荣称
号。“五自教育”为学生们的幸福成长
搭建了舞台，更为学校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探索了新路⋯⋯ （李文玲）

哈尔滨市虹桥第一小学校

创新“五自教育”特色发展之路

高台小学美丽的校园高台小学美丽的校园

善雅同行铸品牌 德善慧美结硕果
——陕西省略阳县高台小学素质教育发展纪实

先进的办学思想是实现又好又快
发展的前提

高台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始终名列
市县的前茅，学生获省市奖项 500 多人
次。2019 年 9 月学校荣膺“全国教育系
统先进集体”称号，走在了全国基础教
育的先进行列。

冯维斌校长说，高台小学取得的成
就，还要源于学校始终秉承的“培育善
雅少年，奠基美好人生”育人思想的引
领，源于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和教育主
管部门的高度重视，才使得学校的教育
质量和测评满意度，一直走在汉中市同
类学校的前列。

为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学校以
“让山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打造在省

市有广泛影响的义务教育名校”为愿

景，确立了“善雅同行，共筑高台”的
办学理念，“德善慧美、和雅向上”的
校风，“博雅善导，精艺修能”的教
风，“善思乐学，文雅有礼”的学风；
最终，让每个学生收获了成长与快乐，
让教师收获了成就与幸福，让学校成为
师生的精神家园和学习乐园⋯⋯

党建引领率先垂范是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关键

党建引领率先垂范是办好人民满意
教育的关键，这是高台小学经验的核
心。近年来，学校党支部积极开展“争
当育人先锋，争做四有老师”主题教育
活动，收到了可喜效果。2017 年学校
成为全省基础教育党建现场会观摩点，
省市 21 个县区 400 多名领导和教师到校
观摩，学校的经验在全省推广。

不仅如此，学校又率先实施党员教
师结对帮扶工程，创新了关爱生“一生
一袋、袋随人走、跟踪帮扶、全程纪
实”教育扶贫模式。把 151 名建档立卡
关爱生、64 名留守儿童、16 名残疾学
生，成为党员教师精准帮扶对象，帮扶
学生做到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
事、学会做人、学会成才。

学校的这一经验，确保了“五个到
位”。即心理辅导到位、生活关心到
位、学习帮助到位、特长培养到位、活
动安排到位，涌现出了一批生动感人的
先进事迹。由学校撰写的 《教育脱贫我
们在路上》 一书，在社会各界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

高质量创特色办名校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途径

“高质量、创特色、铸品牌、办名
校”是高台小学的显著特征。现在，学
校开设有航模、机器人、足球、陶艺等
20 多种校本课程，为学生们的成长成
才铺就了一条成功之路。

长期以来，学校每年都要开展“五
节”活动，即运动节、科技节、读书节、
艺术节、童话节；还建立“美德银行”

“校园之星”“班级之星”激励机制，持续
抓好“五大德育”主题活动；学校编印的

《核心价值观教育读本》创新经验，2015
年和2017年在省市未成年人思想建设现
场会上推广。涌现出了陕西美德少年张世
腾、杨骄兮，市级美德少年候选人丁筱
菲、市级美德少年提名奖薛亦芯⋯⋯

近 3 年，学校培养出了一批省级名
师、市级名师和市名校长等专家型团
队，他们为地方和国家基础教育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学校先后荣获

“全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防震减灾
科普示范校、陕西省文明校园、省德育
工作先进集体、汉中市首批精品学校”
等多项荣誉称号；走出了一条“善雅同
行铸品牌，德善慧美结硕果”的创新发
展之路⋯⋯ （刘 丹）

“善雅同行，德善慧美”是
陕西省略阳县高台小学的治学思
想，也是这所学校鼎力办好人民
满意教育的成功经验。学校始建
于 1912 年，是一所历史悠久的
基础教育名校。“5·12”地震
后，学校由天津市和中国红十字
会援助资金异地重建，以全新面
貌展示在了人们的面前。

学 校 现 有 28 个 教 学 班 、
1348 名 在 校 生 、 86 名 教 职 员
工，建有科学、音乐、美术、舞
蹈等 44 个专用教室，每个教室
都使用了投影和电子白板授课，
全面实现了教育手段的现代化，
成为陕西省基础教育的一面旗
帜。

2018 年，山东省高密市朝阳第二
小学喜迁新校，面对新校园、新机
遇、新挑战，学校领导班子创新办学
理念，确立了“四要四精”作为“第
二小学、第一追求”的目标，即校园
要精致、管理要精细、育人要精准、
学子要精神，重点培育“美育大德、
慧智上品、文化高雅”三大生长点，
努力打造朝阳基础教育名片，争创全
市一流学校，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铸就“美育大德”品牌
推动学校内涵发展

为寻求新的发展，朝阳第二小学
审时度势与市文联深度合作，将部分
空间共享使用，美术、戏剧、舞蹈、
书法、民间艺术等五个协会相继进驻
该校，为学校美育教育的开展提供了

强有力的保障。
五大协会的落户，充分发挥了协

会艺术的资源，促进了全体教师业务
水平的提升。学校成立拉丁舞、击
剑、茂腔、豫剧、京剧、黄梅、小记
者、演讲、陶艺、剪纸、书法、绘画
等多个大师级艺术社团，由艺术家亲
自为学生上课，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发
展。协会还出资建设活动室，完成了
舞蹈教室、戏剧大舞台、文化展厅等
装修改造工程，为学生的美育活动提
供了舞台。

好风凭借力，乘势好扬帆。五大
协会的建立，提高了学生的艺术水
平，在学生家长中引起了强烈的反
响，引起了众多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
广泛赞誉！

围绕“高雅文化”建设
提升学校办学品位

什么是创新发展？朝阳第二小学
的做法是：将党建思想、治校理念、
学校精神、办学特色融入到学校文化
建设之中，打造高雅文化，提升办学
品位，是学校的一大特色。

走进学校，楼宇文化、楼楼都有
侧重点，层层有详尽内容。目前，学
校建成益智游戏与运动图形巧妙组
合、合理搭配的两大文体活动广场，
建成“雏凤、雅凤、翔凤”等多个三
季有花、四季常青、风景宜人的主题
绿地园林。主楼建成声影光景齐全、
文化气息浓郁的“立德”大厅，完成
了“一带一路一街”环楼文化圈建
设。即校内主甬路勾画长征路与健步

“雅行”智慧街，让学生迈好青春每一
步。校园内沿路、街的各段绿化带，
让学生随时感受伟人诗篇、红军长征
等红色经典，随处可视的成语文化与
各异的社团文化得到了精彩展示。

学校还通过协会投入资金，建成
了两个高档舞蹈训练馆、三个书画体
验艺术馆、一个大型文艺成果展示大
厅、一个戏剧排练大舞台及百余米长
的大师书画精品艺术长廊。以上场所
设施配套高档一流，让学生艺有乐
学、文有熏陶、学有目标、成长成人。

值得一提的是，别有创意的“凤鸣
朝阳”“扬帆远航”等主题钢雕文化，校
训校名及红色经典长征系列的石刻文
化、铁艺文化，体现着学校“绿色环保”
的理念，强化着“第一追求”的育人目

标，在这里生根、开花、结果⋯⋯
创新“慧智上品”特色
全面建设智慧校园

近年来，朝阳第二小学通过引入
智能化、数字化先进教育技术等智慧
手段，确保了以智慧校园为主要特征
的教育现代化水平，走在了全市前列。

大力实施“智慧＋”教育是学校
的突出特点。学校在“构建智慧核心
课程、关注智慧化课堂、锤炼智慧型
师生”等三个方面，构建了“智慧+
教师层级发展培养机制”，打造了“智
慧+高效课堂模式”为创新方法，自
主开发了“智慧+核心课程体系”，为
学生们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以智慧核心课程为例，包括基础
夯实类、特色培养类、拓展提升类、

智慧体验类等课程。经典养德课程，
精心打造英雄课程；经典诗词课程，
让学生做好中国文；美育塑魂课程，
让学生写好中国字；美术课程，让学生
画出中国心；戏剧课程，让学生唱出中
国魂；舞蹈课程，让学生舞出中国风；
民艺课程，让学生展示中国风采。

凤栖高台，展翅欲翔；逐日为冠，志
在远方。总之，学校通过美育大德铸品
牌，慧智上品创特色，取得了显著的育
人成果：先后有 16 名学生参加潍坊市
第 18 届青少年机器人大赛获奖，学校
无人机代表队参加潍坊技能比赛再获
新佳绩。一所美育固本、慧智强基与合
鸣朝阳、渐成交响的现代化学校，书写
着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新篇章⋯⋯

(高密市朝阳第二小学校长 刘金海)

山东省高密市朝阳第二小学

美育大德铸品牌 慧智上品创特色

近年来，山东省临朐县教师进修
学校党支部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新时代
党的建设总要求，坚持边推进、边总
结、边提升、边创新、边发展，以

“领、聚、融”三字诀，推动学校党建
工作做细、做活、做实、做大、做
强，打造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把学
校党组织建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为
教育事业发展提供坚强的思想政治和
组织保证。

做细“领”字，为学校创新发
展注入新活力

“领”航工作创新，充分发挥学校
党支部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以立德
树人为中心，实现党支部牵头统领全

局，科学设计、系统谋划、创新发
展，是临朐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创新经
验。

近 年 来 ， 学 校 党 支 部 积 极 落 实
“三会一课”制度，党员常规性教育活

动实现了常态化，党员教师带头做到
了“三个一”，即定期围绕一个主题学
习、组织一次谈心活动、开展一次建
言献策，涌现出许多优秀党员教师。

为实现创新发展，学校发挥党建
工作顶层设计的职能作用，提出了

“教师培训工作的境界能否与教师专
业成长的需求相匹配，工作创新能否
与学校内涵发展的深度相匹配，工作
的推进落实能否与担当作为的要求相
匹配，大局意识能否与开发人力和培
养人才的高度相匹配”的四个要求，
全面推动了学校各项工作的创新发
展。

特别是，以“学校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为核心，
横向以培养人才为办学理念，小实
体、多功能、大服务为办学特色，形
成了“一主两翼”为办学路径的四大
办学模块。纵向建立了贯穿四大模块
的“5 个做好”，即做好“文化、理
论、道路、制度、能力”管理体系，
打 造 “4 + 5” 模 块 化 体 系 的 教 育 链
条，构成了进修学校创新发展新体
系，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注入了新
鲜的活力。

做活“聚”字，为打造教育品
牌注入新动能

“聚”合各类教育资源，坚持重在
实践、贵在常态，细化各类教育、人
才资源，以品牌活动项目、品牌团队

实现创新发展，是临朐县教师进修学
校的又一创新经验。

为增强内涵发展后劲，学校创新
了“订单式”培训与“微培训”的人
才培养新模式，将原来的“集体大规
模”培训化整为零，将培训做到精、
短而有效；将培训内容以学科或问题
的形式列出培训“菜单”，让接受培训
的教师自由选择。然后，根据“点
课”设计出专题性的教学方案，使教
师发展项目化、菜单化、效能化，全
面提升了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党支部
还创新实施“5+X”培训体系，即完
成 新 教 师 3 年 培 训 计 划 、 中 小 学 校
长、班主任、骨干教师、全县中小学
艺术等五大培训项目，助推全县教育
事业的创新发展。

由于临朐县教师进修学校盘活了
教育资源，激发了学校的办学活力。

学校与高校联合办学，发挥电大的教
育资源优势，形成了“开放教育、网
络教育、成人教育”三方联动的发展
新格局。

做实“融”字，为教育创新发
展谱写新篇章

“融”汇党建文化，以党建为统
领，探索创新党建文化与校园文化

“一体化”建设，推进学校党建文化与
校园文化同频共振、共同发展，是临
朐县教师进修学校创新发展的又一个
显著特征。

学校以党建文化为引领，规划建
设了尼山书院“六室一堂一廊”新特
色，即道德模范展室、文化体验室、
图书室、国学经典图书室、电子阅览
室、当地文化特色展室、国学讲堂和

文化长廊，为人才培养搭建广阔的舞
台。重点做实了 4 件事：确定党员教
师阅读的书籍和阅读书目；图书馆和
阅览室为党员教师提供温馨的阅读环
境；把每月第三周的周三定为党员教
师读书日；开展名人大讲堂活动，为
提升广大教师的执教水平提供保障。
学 校 通 过 “3 月 学 雷 锋 ”“4 月 祭 英
烈”“5 月学楷模”“7 月铭党恩”“10
月颂中国”等主题教育活动，为党建
文化建设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

舵 稳 当 奋 楫 ， 风 劲 好 扬 帆 。 现
在，临朐县教师进修学校正以新的
举措、新的思想、新的理念，汇聚
学校创新发展的新动能，不断提升
办学水平和正规化建设水平，向着新
时代高质量内涵发展的目标阔步前
进⋯⋯

（李大国 程 瑞 冯 强）

念好党建三字诀 汇聚发展新动能
——山东省临朐县教师进修学校打造党建工作新样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