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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核心素养融入育人目标和课程体系
——记广州市江南外国语学校“和韵教育”特色

“雅学立品”德育课程育人

打造“雅学立品”德育课程，培养学生
的雅言、雅思、雅趣、雅量、雅志，提升学
生的内在品格素养。通过“五注重”：注重习惯
养成、活动体验、激励、心育、细节德育，让学生
回归生活，参与实践，“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
中内化，提高思想认识，促进道德行为的成
长”。不强求整齐划一的认识，尊重个体的差
异，把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内化为健康的心
理品格，转化为良好的行为习惯，实现知、
情、意、行、相统一，达到“修内而秀，通
外而阔”的德育目的，培养具有人文底蕴和
科学精神，具备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意识与
能力，有家国情怀，勇于担当，在传承中进
步，在融合中创新的“文雅而有风度的现代
中国人”，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和乐外语”特色课程立人

培育“一颗开放心”。在按照国家课程标
准开齐、开足各类课程的同时，注重强化外
语课程，以国际视野和能力培养为标准，从
多语种外语课程、多种外语教材、辅修外语
课程、英语教学采用小班化等方面入手，形
成了一套强调体验和实践的特色课程体系
——“和乐外语”特色课程。学校长期聘任
外籍教师担任听说教学，外籍教师的异国文
化背景、开朗的性格和丰富的体态语言，极
大地激发了学生学习外语的热情。为满足学
生多元发展需求，拓宽学生的国际视野和发
展空间，学校还开设了法语、德语、日语、
韩语的“二外”选修课程。

每年举办科技外语文化节，通过开展丰
富多彩的科技、外语文化活动，从多角度、

多方面培养学生的能力，为他们将来能成为
国际型未来人才做准备。通过在教育教学中
融入国际交流、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让
学生在活动中体验，在活动中成长，开阔视
野、激发潜能、发展个性，提升国际理解
力。同时，还成立舞狮、舞龙、广彩、西方
礼仪等特色社团，既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文化自信，又重视中西文化的融合。

炼就“一双开阔眼”。每年寒暑假，学校
协助校家委会选派师生前往加拿大、英国、
德国、法国、韩国等国家的姊妹学校、友好
学校进行教育交流活动，帮学生打开一扇窗，
让学生看到窗外的风景，感受文化的丰富性与
差异性，进而形成开阔宽广的国际视野。

广州江外的“和韵教育”办学特色既传
承学校历史传统文化，又体现社会时代精
神，为“江外”的特色发展开拓了新思路。
一是和世界在一起，在对外交流中开阔视

野，增长见闻，提升品位，提高素质；二是
塑中华之韵味，在课程活动中浸润传承，陶
冶品格，美化心灵，增长知识，发展才艺。
三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育六大核
心素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在全校师生
的共同努力下，近几年，学校先后获评为“广
东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广州市义务教
育阶段特色学校”“广州市深入推进 STEM 课
程实施试点学校”“广州市第二批科技实践教
材实验校”“广州市教育工作先进集体”等 20
多项集体荣誉，毕业班成绩年年创辉煌。

新时代，新教育，新使命。广州市江南
外国语学校将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乘“和韵教育”之风，扬外语特色
之帆，以特色课程为载体，构建起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的新型育人模式，培养学生核心素
养，培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郑泽如）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是教育工作
的根本任务，也是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广州市
江南外国语学校作为一所“有文化底蕴、有个性特
色、有品牌优势”的优质中学，以“倡和塑韵”为办学
理念，立足于中华文化传统，结合现代教育手段，让
中华传统与西方文明在学校的教育版图中交汇，滋
养学生心智、健全人格，以“陶冶和培育文雅而有风
度的现代中国人”为育人目标，从而实现“办高品质
学校”的办学目标，让“和韵教育”特色在教育版图
上成为最亮的星星，烁烁发光！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指学生应具备的、
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作为一所外国语学校，如何落实关注
人的发展，指向人的未来生存与生活的核心素养
呢？

我们立足国情和校情，将国家政策进行校本
解读，使核心素养融入育人目标，以课程为载
体，通过校本实践，使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营造师陶氛围进行文化浸润

走进晨光中学教学楼，可见主道口、楼梯
口张贴了精心设计的陶行知名言：“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等宣传标语，情真意切令人感
慨。

多年来，晨光中学认真学习和热情宣传陶行
知的教育思想和伟大人格，以陶研为依托，打造
校园文化。在教学楼墙体上镶嵌了体现陶行知教
育理念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
一”15个大字；大厅处安放了一尊陶行知先生的
半身塑像，并附有陶行知先生的生平简介和主要
教育思想；教室外悬挂学生的“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方法和心得体会；教室内利用黑板报、
墙报宣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所有这些，其目的
是在潜移默化中，让师生受到熏陶，起到教育和
激励作用。

丰富社团活动践行生活即教育

遵循“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陶行知
“生活即教育”理论，晨光中学开展丰富多彩的

社团活动，并把社团活动的开展作为素质教育的
主抓手，让学生在学到书本知识的同时，掌握更
多的生活技能和技巧，培养学生懂生活、会生
活、爱生活的素养，真正践行陶行知的生活教育
思想。

学校先后成立了 20 多个社团组织，有舞
蹈、乐器、足球、篮球、跆拳道、电脑等；每
年都成功举办田径运动会、师生篮球赛、“舞动
青春”广播体操比赛、诗歌朗诵比赛、“做合格
中学生”演讲比赛、师生书画展、“学雷锋活动
月”等一系列活动。

2018 年，学校借宿州市委宣传部门等开展
送戏进校园活动之机，组织全体师生近距离感
受到戏曲的魅力，激发学生们对传统戏曲艺术
的兴趣爱好，提高学生们的艺术审美素养。这
样的活动还有很多，对培养有深厚文化底蕴、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具有十
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开展校外活动践行社会即学校

2017 年 11 月，晨光中学组织 2500 多名学
生，前往芒砀山参观梁王汉墓、陈官庄淮海战
役纪念馆。学生们观看汉梁王陵的墓石，认识
古文字，了解汉朝的质量跟踪体系；研究芒山
寺、梁孝王祠的建筑、佛像雕塑、壁画等，感
受人文景观之美；缅怀淮海战役英烈，为革命
先辈不畏牺牲、奋勇前进的革命精神所震撼。

学生们在观后感中写道：
这 一 天 ， 我 们 看 到 了 地 球 历 史 的 时 空 变

化，海陆变迁，沧海桑田；
这 一 天 ， 我 们 重 温 了 大 汉 文 化 的 厚 重 豪

迈，威加海内，萦绕心间；
这 一 天 ， 我 们 重 回 了 烽 火 狼 烟 的 战 争 岁

月，不畏牺牲，浴血奋战。
相似的活动还有很多。2018 年 3 月，学校组

织学生参观科普展览，体验“铿锵锣鼓”“天鹅
绒触觉”“锥体上滚”“雅各布天梯”“翻转的镜
像”“看谁跑得快”等近 20 件科普互动展品，让
学生们近距离过了一把“科技瘾”。2019 年砀山
梨花节期间，组织学生走出校园参与家乡重要
节日，全力支持旅游事业发展。其中七年级学
生在参加俄罗斯油画展等活动中表现优秀，展
现出了东道主的热情和文明城市的风范。

走出学校，了解社会，关心大自然，是学校
实践“社会即学校”活动开展的又一主题。学
校 以 年 级 组 或 班 级 为 单位，组织学生梨园读
书，以培养学生亲近自然、热爱家乡的情感；
组织学生游学研修，走进黄河故道、梁王古
墓，以此增长知识，拓展视野；组织学生参观
国家科普巡展和县科技馆，以此激发学生学科
学、爱科学的兴趣；同时还紧扣节日，开展系列
主题教育活动。

3 月，组织学生到社区、敬老院打扫卫生，
到村头路边栽树，帮长辈干家务，以此对学生
进行关心他人、尊敬老人、热爱劳动、爱护环
境的教育；清明节组织学生祭扫烈士墓，了解
先烈的英雄事迹，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感；5
月份，开展“五四青年节”读书演讲活动，以
此弘扬“五四”传统，培养科学民主精神。

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践

行了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加深了学生们
之间的交流，使学校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使
学生生活充满活力，综合素质不断提高。

“教学做合一”创三环六步教学法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在
实际教学中培养学生有效获取知识和技能的能
力，是新课改的导向之一。“教学做合一”是陶
行知教育思想的精髓，其核心思想是“行动”，
教一切、学一切都要以“做”为基础，“做是学
的中心，也是教的中心”。在“教学做合一”思
想引导下，学校推出“三环六步”课堂教学
法，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培养团队学习
能力，以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三环六步”教学法，就是将“教学做合
一”的教育思想在课堂教学中落地，转变教的方
式和学的方式，实现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学
习。“三环”为“教、学、做”，是灵魂；“六步”
即为六个教学步骤：目标引领、自主学习、发现
问题、讨论释疑、练习巩固、总结提升。

实施“三环六步”教学法，即在教师的指
导下，通过生生研讨、师生研讨、“师友”互
助等合作学习模式，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问
题 、 分 析 问 题 、 解 决 问 题 ， 变 课 堂 为 “ 学
堂”，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学的主
体。实施两年以来，学生的学习方式逐步发生
变化，学习兴趣、学习能力不断提高，自主、
合作的意识日益增强，“师友”互助取得可喜的
成果。

陶行知先生提倡的“小先生制”、师友互助、
团队学习目标，在“三环六步”教学法中得到了
很好的体现。根据陶先生的“教学做合一”思
想，在科学分析学情的基础上，学校运用“自主
学习+师友制+目标导学”、课堂展示、练习巩固、
总结提升等课堂教学策略和方法，使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学习的主人。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
把已有的知识、技能卷入思维活动中，产生疑
问，在团队合作探究的氛围和过程中，迁移知
识、生成问题、解决问题，培养责任意识、团队
精神。在课堂展示中，展现自我，暴露不足。在
总结提升中，完善知识结构，提升情感和认识。

在巩固练习中，即学即用，活学活用，巩固知
识，提高能力。这一切，无不体现了“教学做合
一”的思想。

“三环六步”教学法课堂教学范式对教师在
课堂中的作用和价值进行了重新认识，从而也改变
了课堂教与学的传统模式。教师的教学理念和教学
行为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批具有先进教学理念、课
改精神和较高教学水平的教学能手不断涌现，他们
在县、市课堂教学大赛中崭露头角、屡获殊荣。

知行合一谋未来三年愿景

借鉴陶行知的先进教育理论，结合自身实
际，晨光中学创立了一整套“教学做合一”思
想、文化教育模式，并取得了积极的教育教学
效应和社会效应。现在的晨光学校，已经发展
到了一个新的重要阶段。短短 13 年里，学校从
原本单纯的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发展到目前涵盖
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的基础教育体系；
顺利完成了全县中考“十一连冠”的目标；已
被批准为中国陶行知实验学校；入选中陶会研
究课题“践行陶行知‘教学做合一’思想的课
堂教学实践研究”。教学和教研双丰收，晨光品
牌效应和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加强。未来的 3 年，
晨光学校将完成向“晨光教育集团”的转变，
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但全体晨光人也清醒地看到成绩背后的殷
殷期盼，如何完美解决各种问题，培养新时代
的接班人，让学校健康发展，是摆在每个晨光
人面前的使命和任务。

校长陈耀先说，晨光学校将不忘初心，服
务育人，坚持办高质量的教育、人民满意的教
育、让学生受益终身的教育和面向未来的教
育，全心全意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新时
代发展需要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全体晨光人会以更加团结、更加饱满的姿
态迎接新的机遇和挑战，充分发扬以“师陶”
为核心的晨光文化，履行晨光人的光荣使命，
共同努力打造皖北地区教育特色名校。

可以预见的是，在不久的未来，皖北地区
将冉冉升起一个响亮的教育品牌——晨光教育
集团。

（王丽丽 赵志峰）

知行合一重实践 师陶研陶促发展
——安徽省砀山县晨光中学教育纪实

新时代的发展对教育提出
了更高要求，仅仅传授知识已
难以培养出适应未来的人才，
更有力的说法是人的知识储备
再厉害，也跑不过机器和人工
智能。在教育新形势的要求
下，激发学生多元化的发展潜
能和道德养成能力，是教育的
大势所趋，也是未来人才的优
势所在。安徽省砀山县晨光中
学践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
师陶研陶的教学氛围中，走出
了一条别开生面的人才养育之
路，值得学习和借鉴。

砀山县晨光中学位于世界
梨都——安徽省宿州市砀山
县，占地面积6万平方米，内
设总计有129个教学班的高
中、初中、小学部。在校学生
7080人，教职工526人，是
一所高标准、现代化、寄宿制
的学校。自成立以来，学校优
异的教育教学质量赢得了社会
的广泛赞誉，2019年取得全
县“十一连冠”的佳绩。学校
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五好小公
民示范学校、安徽省少年（幼
儿）素质教育先进集体、安徽
省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先进集
体、砀山县“高效课堂”改革
实验学校、砀山县教科研先进
集体等荣誉。2018年被中国
陶研会中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授
予“行知好学校”“中国陶行
知研究会中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理事学校”，2019年申报成
为中国陶行知实验学校。

“魅力教育，生态校园”是实现创
新发展的基础

近年来，学校按照“树立生态校园，建设美丽
一小”的发展理念，打造“魅力教育”文化品牌，
形成了“一小五彩梦，唱响四季歌”的文化特色。

学校按照教学楼色彩、文化设计与学校文
化一脉相承的基调，将三栋旧教学楼进行改造
并新建梦想楼，体现出了“四季歌”的特点：
梦想楼以垂直绿化、空中绿化为主，打造“春
之歌”；学海楼以红色为主调，打造“夏之
梦”；书山楼以金黄色为主调，打造“秋之
彩”；综合楼以蓝白色为主，打造“冬之韵”。

学校还投入近百万元资金打造“五彩梦”
校园，新建“五彩梦”大道，重修校园塑胶足球
场、篮球场、排球场等基础设施，在书山楼顶层建
起科技生态园，打造出了多姿多彩的生态校园美景。

“创新发展，科技校园”是打造特
色品牌的动力

没有科技创新就不会有教育创新。学校坚
定不移地奉行“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创
新精神，把科技教育作为推进学校素质教育的
重要突破口，营造了浓厚的学科学、爱科学、
用科学的氛围，培养了学生们的创新意识和实
践能力，也培养了一批科技新生力量。

近几年，学校依托当地高校河池学院的教
师资源，共建卓越小学教师工作坊，开展全国
名师进课堂活动，为魅力教育的推进培养了一
大批卓越教师。同时，学校与河池学院物电学
院深度合作，创办科技创新公益兴趣班，得到
了高校的技术支撑与专业引领，并荣获广西第
三批中小学生科技发明示范单位，与此同时学
生获奖 100 多人次，包括国际大奖 4 人次、国

家大奖近 20 人次；获国家发明创造专利 8 项；
30 多名学生参加 WTRA 国际青少年机器人公开
赛，获中国赛区选拔赛单项冠军、亚军各 1
项、团体一等奖 7 项；学生参加广西青少年科
技运动会，获一等奖等 26 项。

“民族教育，立德树人”是培养时
代新人的根本

“魅力一小美如画，少年儿童乐开花；从
小筑牢中国梦，奋发图强人人夸。”这是学校民族
教育结出的累累硕果。走进校园，宜人教育、魅
力课堂、书香校园的育人气息扑面而来，“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每天早读，学生
们流利地背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经典诗
词。学校汇编了校本教材《诵千古名句》，全校
3000多名师生齐唱中华经典歌曲、刘三姐山歌，

场面蔚为壮观。学校还建成文化走廊，将教学楼
打造成为“四个自信”和民族文化的育人园地，
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文化、地方民族
文化时时处处浸润着学生们的心灵。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学校
作为宜州区小学第二学区的学区长学校，同北
牙、福龙瑶族乡村小学“魅力牵手、帮扶同
行”，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送教下乡活动，助推
民族乡村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实施“魅力教育”这 5 年，学校荣获自治
区级荣誉 30 多项，连续 5 年教育教学质量名列
全区前茅，所带领的两个瑶族乡村学校教育教
学质量也发生了质的飞跃。

八百年文脉，新时代乐园。如今的宜州区第
一小学通过打造“魅力教育”特色品牌，让每一名
孩子都拥有了一片快乐幸福的家园，拥有了一个放
飞梦想的成长舞台。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第一小学 石秋香)

立德树人 魅力教育 创新发展
——广西河池市宜州区第一小学特色纪实

什么是民族地区的教育？什么是立德树
人？什么又是魅力教育？广西河池市宜州区
第一小学给出的答案是：让民族地区的孩子
享有教育的幸福，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贯
穿育人的始终，用基础教育的精彩潜心育
人，实现教育的创新发展，就是民族地区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真实写照，也是学校不断
实现创新发展的成功之道。

学校的历史可追溯到1216年，如今在
龙溪书堂旧址上诞生的宜州区第一小学，已
发展成为拥有教工188人、在校生3774人
的学校。长期以来，学校以课堂教学改革为
主阵地，以学科均衡发展为目标，以校园文
化为抓手，打造出民族校园、生态校园、科
技校园、书香校园、运动校园、智慧校园等
魅力教育特色品牌，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的
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