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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办学铸品牌 立德树人创名校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创新发展纪实

管理特色品牌
“建章立制，精准服务”成就历史名校

南康二中的经验表明：在全面推进教育
现代化的进程中，以“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和
幸福奠基”为办学理念，遵循“身心俱健、
品学兼优、知行合一、全面发展”的育人目
标，以“管理特色、德育特色、教学特色、
艺体特色、示范特色”等“五大品牌”为支
撑，办成了江西省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国家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2019 年南康二中
一举跨入了“江西省优秀重点高中”的先进
行列，成为赣州市乃至江西省高中教育的一
面旗帜。

——立师德、树师风、守初心、践使
命。南康二中创建于 1958 年，是一所办学历
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现代气息浓郁的全
日制省优秀重点高中。学校现有在校生 5226
人、教职工 347 人。近年来，学校以党的十九
大精神为指引，实现了“高质量、有特色、
现代化”的创新发展，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
道路。

南康二中认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
任务，有好的教师才有好的教育。为办出特
色、办出品牌，学校在精细化管理中，加强
教师的信念教育，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职业
观、育人观，通过“两学一做”“三严三实”

“争做四有好教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等系列活动，培养教师敬业爱岗、
无私奉献的精神。

学校坚持以党建为引领，以班子作示
范，以党员为先锋，以教师作表率，以学生
为主体，以育人为中心，紧紧把握新时代党
的教育方针；始终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放在
培育人才的核心地位，全心全意为教育服
务、为全体师生服务，始终为区域教育的创
新发展和渴望读书的莘莘学子以及家庭提供
优质的教育，形成了良好的教育教学氛围，
彰显了南康二中人“立师德、树师风”的使
命与担当。

——立规矩、重师能、作表率、育人
才。学校的做法是：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
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教师
队伍，坚持以科学的激励评价机制为引领，
发挥教师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培养优秀的人
才保驾护航。

学校制定 《南康二中教师教学业绩考核
方案》《南康二中班主任工作考评方案》《南
康二中班主任常规工作考评办法》《南康二中
班级工作考评办法》《南康二中优秀团队优秀
班主任评选办法》《南康二中教辅后勤人员考
核奖励方案》《南康二中绩效工资考核发放实
施方案》 等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对全校教职
工的工作实行量化考评，全面建立健全教职
工的奖励机制，充分调动了全体教职工的积
极性。

以优秀团队评选为例，学校鼓励教师和
班级不断创造佳绩，学校对优秀团队实行量
化考核，设立总分制，由班务考评、班级学
业考评、团队满意率测评等三部分组成，最
终评选出优秀团队，由学校进行表彰奖励。

南康二中不同于其他学校的激励机制，
为学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办出名校激活
了内部潜能和强劲动力，为学校实现高质量
发展注入了活力。

——立功勋、谋发展、促高效、创特
色。2006 年，南康二中建立了以“功勋教
师”为核心的教师荣誉制度，制定了 《“功
勋教师”评选及奖励办法》。学校根据评优次
数和特殊贡献，将功勋教师分为五个等级，
依次评选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和特级
功勋教师，每年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对功
勋教师在晋级、晋升、分房、职称聘任等方
面给予优先考虑，全面促进了教师队伍建设。

学校还实施优化组合，每学年开始实行
全员聘任制，最终确定班级的教师团队。教
师被评为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的前提条件
是所在团队必须被评为优秀团队。为加快教
师的迅速发展，学校实施“青蓝、强基、名
师”等“三大工程”，搭建了“四大平台”。
教育培训平台：每年派出大量教师更新知

识、转变观念。信息教育平台：利用教育教
学网站、校园网站、微信公众号，接受专家
教授的指导。合作交流平台：邀请名师来校
开设同题异构课。成果展示平台：开展各项
教学竞赛活动，创办 《二中教研》 刊物，开
设示范课，推动教育教学水平全面提高。

为实现精细化管理目标，学校确立“管
理重心下移，领导工作下沉”的“低重心管
理”的思路，实行了扁平化管理，即年级主
任负责制的管理方式，实现了全面、全员、
全程管理的目标，对德育、教学、科研、行
政、后勤工作进行相应的考量，极大地提高
了学校管理水平。

德育特色品牌
“以人为本，立德树人”打造人才高地

学校着力构建完整的德育体系，强化责
任意识，促进学生成人成才，始终把立德树
人放在首位，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
断创新德育体系，全面推进学生可持续发
展，这是南康二中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使命的
成功经验。

——德育课程，立德树人，精彩纷呈。
为全面完成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学校制定

《南康二中德育工作纲要》《南康二中“一做
五讲”具体内容》 等德育规章制度，实现了
德育课程化。学校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课程实施和课程评价等方面，构建了“新生
入学课程”“个性培养指导课程”“学生社团
课程”“一日规范课程”等德育课程。同时，
学校还对学生高中三年的德育内容进行整体
规划，实施“一做五讲”德育，广大学生纷
纷深入到社区、敬老院等地开展公益活动，
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为加强学生的理想教育、民族精神教
育、传统文化教育，学校开展国学讲堂、诵
读经典、研学旅行等一系列活动，探索学生
多元化发展的新途径，全面提高了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学识水平，展现出广大师生的精神
面貌和青春风采。

——一日常规，特色鲜明，成效显著。
南康二中创新了学生常规管理模式，“学生一
日常规人才培养方案”成为学校主导品牌，
其经验在全省推广。“一日常规”针对中学生
身心成长的特点，注重养成教育，坚持以人
为本，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
习惯，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
习、发展个性。

其主要内容是：清晨早读→跑操健身→
课前唱歌→课前宣誓→午间小憩→每日反
思。每天，学生从起床铃声响起，迅速整理
内务，走进班级，开始晨读学习。晨跑时，
学生又迅速向运动场集结，形成一个个方
阵，踏着铿锵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进
行跑操强体运动。

课前唱歌和课前宣誓：学生全体起立、
精神抖擞、举手握拳，发出嘹亮的歌声和铿
锵有力的誓言。学生反思：就是反思当日的
行为规范和学习情况。所有这些，从校领导
到中层干部，从教师到管理员，每天都要进
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精准化管理，为学生的
成长成才提供了优质服务。

——自主学习、自我管理、自我发展。
学生是教育的主体，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学
校本着“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理念，通

过团委、学生会、各年级管委会、班级自治
等，让学生参与到学校、班级的管理之中。
每届学生都要通过学代会、团代会选举出管
理能力强的学生担任团委、学生会干部，实
行自我管理，实现了自我发展。

学校通过举办文化艺术节、体育节、科
技节、英语诵读节、国学诵读节等主题活动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每次活动都由学生自主
完成，使一大批学生实现了特长发展。

在心理健康教育上，学校以心理咨询室
为依托，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主体，以班
主任为骨干，开展全员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开发出心理课程，开展适应训练、压力降
解、情绪管理、自我意识、生涯规划等方面
的专题辅导，引领学生健康成长，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打下牢固基础。

教学特色品牌
“革故鼎新，多元发展”创新培养模式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是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南
康二中以高效课堂改革为主阵地，创新总结
出了“全面培养、多元发展”的教改经验，
为数以千计的学子和家庭送去了福祉。

——创名校、作示范、高起点、谋发
展。多年来，学校把日常教学与教学改革研
究 融 为 一 体 ， 实 现 了 备 课 “ 深 ”、 上 课

“实”、作业“精”、教学“活”、手段“新”、
活动“勤”、考核“平”、辅导“细”、负担

“轻”、质量“高”的发展目标，走出了一条
提高教育质量的内涵发展道路。

学校坚持教学中心不动摇，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使命，形成了“展示目标→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成果交流→巩固提升”的高效
课堂模式。学校通过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出
版了 《南康二中制度汇编》，形成了良好的校
风、教风、学风。近年来，学校以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要求、高水平展示、高质量发展
的改革举措，充分发挥发展优质教育资源优
势，围绕创名校、创示范的发展目标，进一
步践行新课程教育理念，加强对新高考的研
究，进一步强化高品位校园建设，全力打造
出人文校园、智慧校园、生态校园，把学校
建设成了全面发展的优秀重点高中。

——信息化、高效率、多领域、育真
人。近年来，南康二中充分发挥教育信息化
的作用，营造了先进的现代教育技术的办公
环境，拥有录播教室、视频监控室、电子显
示屏、播音教室、心理咨询室、网络中心等
多媒体教育装备，为教师发展助力。

以多媒体高效课堂为例，学校构建“课
前”“课中”“课后”育人模式，以现代网络
为依托，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广大学生通过开展第二课堂活动，
广泛使用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使学生开阔视
野、陶冶性情、增长知识、发展个性。学校

被评为“江西省现代教育技术示范校”，多名
教师在江西省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开设名
师工作室，充分发挥了网络名师的示范引领
作用，使一大批教师在各级各类信息技术教
学竞赛中获得奖项与荣誉。

——全方位、重课改、建体系、求创
新。为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加强课
程建设的顶层设计，为学生终身发展与幸福
奠基。学校加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
课程的统筹工作，积极构建适应学生全面发
展的课程新体系。

学校坚持一切为了学生的原则，对国家
课程进行校本化改造，对教材进行二度开
发。各学科教师编印出 《南康二中三年教学
规划》 和 《导学案》，有效地促进了高效课堂
建设。学校全面开发校本课程，独立编写了

《新课程·新高考》《师德师风教育及法制教
育活动读本》《学生主题班会集锦》《心灵阳
光》《心灵之窗》《高考小作文指导》 等校本
教材，实现了教育教学的高效运行。

学校创新出六大综合实践课程：政治处
组织高一新生军训；教导处开设职业体验实
践课；团委组织开展社会服务实践课；地理
组开设野外考察实践课；通用技术组开设设
计小制作实践课；生物组开设研学调查实践
课。这些课程引领了学生提高研究性学习能
力，培养了学生的创新能力。

艺体特色品牌
“独辟蹊径，特长发展”走出闪光道路

持续打造“文化+特长”的精品化人才培
养模式，是南康二中又一个显著的特色品
牌。多年来，学校针对发展中的短板和实际
校情，勇于改革、独辟蹊径，确立了以艺体
特色为引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思路，
全面推进“文化+特长”的育人模式，积极开
展艺体特色教育，助推学生成长。经过多年
实践，在特长发展、人才培养、管理创新等
方面，成为全省艺体教育创新发展的样板。

——艺体特色，特长发展，为学子插上
腾飞的翅膀。目前，学校有艺体特长班 40
个，艺体生 2285 人。近年来，南康二中艺体
高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一大批学子被北京
体育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戏曲学院、
中国传媒大学等知名高校录取。

这一成绩因何而来？主要源于学校全面
推进“文化+特长”的发展战略，努力办好文
化班和各类艺体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特
长”的发展模式、高效课堂模式、艺体专业
培养模式。

——因材施教，培育优秀，为学子终身
发展奠基。因材施教，培养优秀的精神品
质，助推每一个学生成功成才，是南康二中
的独特育人经验。学校围绕课程总体方案，
开设文化班、体育班、美术班、音乐班、编
导班、书法班等各类特长班级，为社会和国

家输送优秀人才。
以艺体特色为例，学校在赣州市一枝独

秀，每年都有学生走进全国艺体名校。为了
给学生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校还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特色活动，培养学生强劲的
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

——素质教育，品学兼优，使学校创造
了新的辉煌。正是由于显著的办学成绩，南
康二中获得了数十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称号，
成为一所广受赞誉的特色名校。

什么是学校的特色品牌？用黄忠东校长
的话说，作为一所省级重点中学，“坚持走什
么样路、育什么样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是学校的立命之本、强校之基、发展
之本，是高中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更好更
快发展的必然之路，是全面完成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成功之路。

多年来，学校不仅培养了走进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的优秀学生，也培养了中国科
学院博士研究生、国家体育攀岩集训队速度
教练和全运会冠军等优秀人才，还培养了走
出国门留学深造的一批佼佼者。他们不仅成
为学校的骄傲，也成为国家的人才。

创新发展品牌
“示范引领，再创佳绩”铸就教育丰碑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一所出色
的学校总是与一位出色的校长联系在一起。
挖掘南康二中的创新经验，就不能不谈到黄
忠东校长，2004 年他挑起了学校的大梁，提
出了“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的校训，明确
了“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以深化高
效课堂改革为重点、以艺体特长生培养为基
本点”的总体办学思路，凝练出了艰苦创
业、开拓创新，守望初心、不辱使命，全面
发展、面向未来的学校精神，从而打造出了

“管理特色、德育特色、教学特色、艺体特
色、示范特色”等“五大品牌”，为区域教育
的创新发展探索了新路径。

——南康二中的经验为同类学校提供了
示范。学校在黄忠东校长的带领下，把一所
普通高中打造成为“江西省人民群众满意学
校”和享誉全省高中教育的一面旗帜。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学校领导与全体教
职员工，为学校的创新发展立下的汗马功劳。
黄忠东校长多次荣获“优秀教育工作者”“师
德标兵”等荣誉称号，成为一位“守初心、作
贡献、谋发展、育人才”的知名校长。

——南康二中的经验为莘莘学子搭建了
金桥。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连续 11 年被评为教育教学先进单
位。学校许多优秀教师多次在赣州市作先进
经验介绍，并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学校先后荣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江西省重点中学、省德育示范学
校、省现代教育技术示范校、省优秀重点高
中、江西省文明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

——南康二中的经验为高中教育树立了
榜样。2019 年，江西省授予南康二中“江西省
优秀重点高中”称号。省评估组专家对学校德
育特色、教学特色、管理特色、全面发展特色等
四大核心经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致认为，
南康二中管理理念先进、教学质量优异、办学
特色鲜明，在高中办学中发挥了示范引领的作
用。

学校的办学经验吸引了国内许多学校来
校考察学习。《中国教育报》《江西日报》 等
多家媒体对学校的先进经验进行报道，为高
中 教 育 的 创 新 发 展 提 供 了 可 以 借 鉴 的 经
验。

特色办学铸品牌，立德树人创名校。南
康二中之所以取得显著成绩，原因就在于

“一所好的学校需要一个好的领导集体，一个
好的领导集体是打造一所好学校的必要条
件”的深刻内涵。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当地党
委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离不开教育主管部
门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离不开黄忠东校
长等开拓、创新、务实、勤政型领导集体和
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为江西省基础教
育的创新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赵 雪 刘 琴）

什么是新时期的教育创新？什么是立德树人的根本经验？我们发现江西省赣
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 （以下简称“南康二中”） 打造出“立德树人创名校”的成
功经验。她折射出的闪光点在于：作为一所江西省名优特色学校，只有时刻将学
生们的成长成才放在心上，只有将基础教育摆在极其重要的战略高度，只有将立
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植于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人民群众才能把学校视为掌上明珠
时刻放在心里。

南康二中在 60 余年的办学过程中，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励精图治、共铸辉
煌，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特别是，学校在黄忠东校长的带领下，始终坚持“让优
秀成为一种习惯”的校训，实施“文化+特长”发展战略，确立“身心俱健、品学
兼优、知行合一、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明确“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中心，
以深化高效课堂改革为重点、以艺体生特长发展为基本点”的总体发展思路，成
功地打造出了“管理特色、德育特色、教学特色、艺体特色、示范特色”等“五
大品牌”，实现了从普通到重点、从重点到优秀重点的跨越发展，为江西省同类学
校提供了成功示范，南康二中的经验值得借鉴。

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校长黄忠东赣州市南康区第二中学校长黄忠东
在高峰论坛上介绍办学经验在高峰论坛上介绍办学经验

““功勋教师功勋教师””为学校创新发展增添动力为学校创新发展增添动力

““高效课堂高效课堂””让学生充满灵动与生机让学生充满灵动与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