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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安一中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武安一中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成人礼成人礼””活动活动，，对学子进行对学子进行
““感恩教育感恩教育、、责任教育责任教育、、使命教育使命教育、、民族教育和人生教育民族教育和人生教育””。。

武安一中开展武安一中开展特色教育活动特色教育活动

“11123 工程”的先进理理
念先进思想引领了什么念先进思想引领了什么

走进武安市走进武安市，，鼓山脚下鼓山脚下，，洺洺湖岸湖岸
边边，一处清新怡人、环境幽雅、美丽
壮观的现代化校园，矗立在人们面
前。它就是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中学。

——唯美一中，辉煌鼎承。驻足
凝视，一座宽敞宏伟的校园，格外引
人瞩目。校门中央桃红色大理石上，
镌刻着“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中学”10
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走进校园，宽阔的文化广场中，
一尊风帆式的“启航”雕塑，屹立在
中轴线上。由书本构成的阶梯象征着
书籍是人类进步之梯，由高耸的不锈
钢柱擎起的七彩弦帆寄寓着学子扬帆
起航。整座雕塑蕴含着走进这里的莘
莘学子奋发有为、勇攀高峰的进取精
神，演奏着学海无涯、报效国家的人
生交响曲。

整个校园矗立着具有民族元素的
现代化楼宇。广场正面一座 9 层高的
大 楼 雄 踞 中 央 ， 4 栋 教 学 楼 分 居 两
侧，它们喻示着武安一中世界视野和
民族担当的博大胸怀。

环顾校园，“创建学生向往、家长
认可、教师幸福、社会满意的河北名
校、全国知名高中”的核心文化，给
人以力量。

广场中央，一根高大的旗杆在汉
白玉基座的衬托下，直顶苍穹。上面
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高高飘扬。

整个校园建筑在红白相间的映衬下
遥相呼应。“红色”似桃李绽放，“白色”
如梨花堆雪，寓意着武安一中七十载的育
人之路、成功之路、发展之路⋯⋯

——创新发展，思想引领。武安
一中始建于 1951 年，是河北省首批办
好的重点中学、河北省示范性高中。
追溯历史，这所学校伴随着红色密码
基因成长。1951 年首任校长柴任平，
从抗战烽火中走来，受命组建武安一
中的前身武安县中学校。

如今，这所历史名校在现任校长
李建平的带领下，守正创新，艰苦奋
斗，确定了“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为教师持续发展服务”的办学理念；启
动了“11123 工程”，使学校教育教学各
项工作持续攀高，一举成为河北高中教
育的一面旗帜和享誉全国的知名学校。

“11123 工程”解读为：一个原则
“稳中求进、争创一流”；一个中心
“以教育教学为中心”；一个目标“创

建河北名校、全国知名高中”；两项建
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三大重点

“激情教育、精细管理、高效课堂”。
学校确立了建设“五大管理”校

园思想，实施以“四备四研一反思”
和“1+1 模式”为核心的教学改革，
打造出了培养具有“时代精神、家国
情怀、民族担当、国际视野”的创新
型人才的现代化高中。

——践行使命，党建引领。学校
党委始终坚守“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历史重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以党建为引领，以班子作表率，
以党员为示范，以教师为主线，以学
生为中心，坚定道路自信、制度自
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创新推出
了“十进”工作方法。

“十进”即进教室、进实验室、进
操场、进宿舍、进餐厅、进备课室、
进级部、进处室、进学生家中、进教
工家中。通过“十进”引领，促使领
导干部转变作风，深入基层，促进了
工作落实。

学校党委围绕高中教育走什么样
的道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
为 谁 培 养 人 等 重 大 核 心 问 题 ， 在

“11123 工程”基础上，又创新出了
“13589 发展新战略”，为打造“享誉

全国的知名学校”确立了正确方向。
“13589”发展新战略：“1”即创

建全国知名高中；“3”即培育激情，
强化落实，优生培养；“5”即党员干
部队伍、班主任队伍、备课组长队
伍、教职员工队伍、学生干部队伍五
大建设；“8”即制度规章创新、学科
发展创新、级部管理创新、班级建设
创新、国际合作创新、开放办学创
新、形象塑建创新、评价机制创新；

“9”即党建工作促作风、德育工程促
提升、教学改革促质量、高效课堂促
效率、人才培养促一流、精细管理促
高效、文化引领促内涵、依法治校促
规范、文明校园促和谐。

什么是武安一中的文化密码？守
望初心，不辱使命，郁郁桃李，群芳
竞秀。思想惟新，革故鼎新，开拓创
新，就是这所学校的历史基因和文化
密码⋯⋯

“五大精细化管理”的高
效运行模式诠释了什么

高效的精细化管理是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的基石。武安一中坚持“高站
位决策，低重心运行，亲情式服务，
走动式管理”的扁平化管理理念，践
行“后勤围绕前勤转，前勤围绕教学
转，全校围绕高三转”的服务理念和
管理密码，真正实现了精细管理的制
度化、科学化、高效化。

——“大数据管理”将“无形变
成有形”。如何将无形变有形？学校不
断强化校园网、云数据、智慧校园、
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服务功能，全
面实行“大数据”集中分类管理，通
过教学数据、成长数据、管理数据、
服务数据整合评价，使工作有了有形
的抓手。

——“大德育管理”将“说教变
成励行”。谈到德育管理，武安一中倡
导“人人都是管理者，人人都是教育
者，人人都是服务者”的大德育理
念，强调全校教职员工都以良好的言
行为学生垂范，做学生道德成长的示
范者、教育者、引领者。

近年来，一批教师创建了名师工
作室，开展了一中大讲堂、班主任论
坛等多个高峰论坛，营造了一支师德
高尚、业务精良、素质过硬的名师队
伍，形成了“时时有德育、处处是德
育、人人做德育、事事显德育”的可
喜局面⋯⋯

——“大教研管理”将“经验变
成科学”。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靠
什么？不同学生的学科营养搭配需要
相同还是不同？核心素养成长的轨迹
如何跟踪？跟踪反馈之后如何跟进？
武安一中利用时代科技不断扩展教研
内涵，以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为中
心，在教育教学服务全域开展研究，

使教育科研呈现出崭新面貌。
——“大后勤管理”将“服务变

成亲情”。学校致力改善办学条件，每
间学生宿舍安装了冷暖空调和洗浴设
备，每间教室配备智慧教学系统。公
租房和通勤班车解决了教师住房和上
下班交通问题。学校作出“三个必
到”的规定：教师出现困难时学校领
导必到，生病住院时学校领导必到，
家里有重大事情时学校领导必到。一
中师生说，学校为我们提供这么好的
生活工作学习环境，我们没有理由不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教师为学生服务，领导为教师服
务，校长为全校服务，全校为师生服
务，在服务中体现教育、管理和办学
质量，这就是武安一中领导班子的工
作作风和人文风范⋯⋯

——“大平安管理”将“学园变
成家园”。“校园无小事，事事挂心
弦。”这是武安一中人的平安秘诀。学
校对安全工作实行“一岗双责制”，每
学期与各部门及全校教职员工层层签
订 《安全责任状》，将每学期第一个月
确定为“校园安全月”，第一周确定为

“校园安全周”。
学校通过“象牙塔网格精准化管

理平台”，把 18 万平方米的校园建筑
划分为 187 个网格安全区域，确定安
全责任人，实现了安全精准化管理。
近年来，学校与当地公检法司及城管
等多部门共建平安校园，实现了安全
事故“零发生”。学校连续多年获得

“河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
武 安 一 中 人 用 自 己 的 责 任 与 担

当，诠释了管理怎么管、如何管、管
什么的真情密码⋯⋯

“四备四研一反思”的教
育教学改革破解了什么

深入挖掘武安一中的成功经验，
在国家全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新时
代，武安一中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
密码是什么？用李建平校长的话说，
唯有传承才有创新，唯有创新才有发
展，唯有发展才有提高，唯有提高才
有未来。这就是武安一中教育教学的
成功密码。它从根本上破解了传统教
育向现代教育怎么改、改什么、如何
改、为谁改的教育本真问题。强化课
堂是主渠，学生是主体。围绕“教会
学生学习”的教改思想，从课前、课
中、课后三个方面进行整体改革。由
此，探索出了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1 + 1 模 式 ”， 革 故 鼎 新 。
“1+1”就是一节新授课对应一节练习

课或选修课，全面提高教育教学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

——“四备四研”，开拓创新。
“四备”即：教师初备、小组探备、集

体研备、精典范备。“四研”即：研教
法、研育人、研创新、研发展。

——“四环八步”，育人全新。

“四环八步”即教学流程：一环“精彩
导入，目标解读”，简称“导读”；二
环“自主学习，合作探究”，简称“自
究”；三环“激情展示，高效点评”，
简称“展评”；四环“当堂检测，课堂
总结”，简称“检结”；最终构成了

“导读→自究→展评→检结”8 字课堂
教学密码。

——“课后反思”，推陈出新。强
调课后反思，一日三省。教师课后反
思课堂教学得失；学生课后反思学习
得失。每周每学科用至少一节课，让
学生纠错整理。学生通过反思，使知
识得以巩固、能力得以提升。

这种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满堂
灌”“一人主宰”的传统教学方法，破
解了教育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的“瓶
颈”与“桎梏”；解决了机制单一、教
法单一、学法单一、目标单一、过程
单一、思辨单一、评价单一等诸多弊
端。实现了队伍层面由“要我教”向

“我要教”“教得好”的根本转变；实
现了育人层面由“要我学”向“我要
学”“学得好”的全面升华。

用学校中层领导的切身感受讲，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早在 2009
年河北省新课程改革之初，武安一中
就抓住这一契机，早动手、早研究、
早创新，率先组织全体教师参加省级
网络培训。连续多年组织教师赴北
京、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市
考察学习，不断抢占教育发展制高
点，打造出了高效课堂、师生互动、
学校文化等创新发展模式。

用教师群体的话说，什么是高效
课堂？当一中人以改革破解人才培养
模式的密码，当一中人探索总结出独
特的育人体系，当一中人创新出立德
树人的经验做法，一个教育教学的成
功密码，由此延伸⋯⋯

走访中，从广大学子口中得知，
武安一中给予了他们什么？他们的共
同回答是：“凿石岩岩，邦畿千里，心
系家国，德行天下。”这就是教育教学
改革和人才培养的成功密码。

2014—2019 年，学校先后承办邯
郸市首届高中一课一研制度推进现场
会、“燕赵联盟”校本教材参编教师研
修研讨会等多个高端交流会，来自全
国 100 多所学校近千名领导专家莅临
武安一中学习调研，学校的经验由此
享誉全省、走向全国⋯⋯

“六大德育主题工程”的
育人发展观回答了什么

高中教育如何完成党和国家提出
的“立德树人”根本使命？武安一中
始终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任，
又成功创新出“六大德育主题工程”，
为数以万计的学子插上腾飞的翅膀，
为同类学校提供了成功示范。

“六大德育主题工程”是：围绕高
一抓“态度、秩序、规范、习惯”，高
二抓“责任、感恩、人格、素养”，高
三抓“心态、激情、励志、成才”的
德育体系，形成六大德育主题工程，
即高一年级军事训练、环湖远足；高
二年级公民素养活动、18 岁成人礼；
高三年级高考誓师大会、高考壮行会。

——铸魂教育，固本立根。“思想
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我们要从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高度来认识办好思政课的
重要意义。”学校认真上好思政课；在
其他课程中充分发掘思政教育内容；
把党团活动纳入课程表；在学生中开
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学生
自觉担当服务国家、助推民族复兴的
历史使命。

——激情教育，精彩绽放。师

生们身上呈现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追溯成因，是激情校园、高效课堂，
让武安一中的学子乘上了时代的“高
铁列车”。

“六大德育主题工程”的重头戏是
高二的“18 岁成人礼”和高三的高考壮
行大会。成人礼上，教师与家长为学
生戴成人帽，颁发成人胸章。高考壮
行会上，老师们摆出“高考必胜”的字
样，带领学生们喊出必胜的信心。

每当高考到来，校长都会亲自为
学子们送上苹果和橙子，祝福他们以
平和的心态成功接受国家的高考检
验。市主要领导和教育部门主要领导
都亲临学校，与学子畅谈人生。多年
来，领导和师长的关爱，让学子们备
受鼓舞，他们纷纷表示一定以优异成
绩填写完美的答卷。

——微转教育，沁人心扉。为鼓
励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启动“五个一
工程”。即读一本好书、写一手好字、
参加一个社团、学一门特长、做一名志
愿者。学生毕业时，可以拿到阅读小博
士证书、小书法家证书、社团成员证
书、特长发展证书、志愿服务证书。

学校把大型活动和课前宣誓、激
情跑操、激情早读等微转教育活动融
为一体，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师德雄风，助推圆梦。在武
安一中，不仅学生迸发着昂扬向上的
激情，教师更是如此，他们用实际行
动回答了教书育人的成功密码。

肖军良、温荣祥、李文学等数十
名同志被授予全国模范教师、河北省
先进工作者、河北省模范教师等荣誉
称号，百余名教师在国家和省级教学
大赛中获得奖项。

“人才培养大丰收”的显
著教育成就证明了什么

全面总结武安一中的成功经验，
说明了什么？又证明了什么？它以雄
厚的实力办出了一所人民满意的学
校，成为了一颗闪烁在燕赵大地上的
璀璨明珠。

——人才培养，灼灼其华。学校
创建 70 年来，为国家培养了近 6 万名
优秀毕业生。进入新世纪，学校上下
夙兴夜寐，行稳谋成，创造了令人瞩
目的教育质量，在全省名列前茅。王
玮、朱璞乾、温亚磊、栗明等多名学
生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一大批
优秀学生走出国门留学深造。学校成
为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
全国知名大学“优秀生
源基地”，创造了县
级高中人才培养的
佳绩。

—— 学 科
竞赛，精彩纷
呈。近年来，
学 生 参 加
全 国 五 大
学 科 竞
赛，有上
千人摘
金夺
银 。

仅 2019 年 就 有 300 多 名 学 生 获 得 大
奖。在 2018 年全国高中联赛中尚子阳
同学获得一等奖，是河北省县级中学仅
有的佼佼者；在北京大学“燕园杯”历
史写作大赛中，李至铎同学获得一等
奖，武安一中被授予“优秀组织奖”。

近年来，学生先后获得国家级别大
奖 500 余项，省部级奖 1500 余项，一大
批学子展示了雄厚实力和青春风采！

——经验鲜明，饮誉全国。正是
由于学校的创新发展和独特的办学经
验，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学
校先后荣膺“全国教育科研先进集
体”“全国模范职工之家”“中国好教
育燕赵课改联盟理事长单位”“河北省
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河北省先进基层
党组织”“河北省示范性高中教学质量
优秀学校”“河北省文明单位”等多项
荣誉称号，打造出了全国知名学校的
特色品牌。

面对成绩和荣誉，李建平校长深
有感触地说：“作为校长把教育做好，
把学生教好，让教师工作好，把人才
培养好，把传承弘扬好，这是我和所
有一中人的神圣使命。学校取得的成
绩，离不开市委、市政府部门的高度
重视，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各
界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学校全体教职
员工的共同努力，是他们为学校实现
更好更快发展作出了所有贡献。”

七十春秋育人路，一曲桃李争艳
歌。到底该怎样评述和解读河北省武
安市第一中学的成功密码？有人说，
它是一条路，70 年来，它走出了一条
立足太行、植根武安、闻名燕赵、走
向全国的鼎承之路、创新之路、发展
之路；有人说，它是一部书，70 年
来，一代代武中人书写了一幅历史长
卷，特别是在李建平校长的带领下，
绘就了一幅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画卷；
还有人说，它是一首歌，70 年来，它
谱写了一曲与时俱进、开拓未来，跻
身于全国知名学校的时代弘歌。

杲杲日月，
朗朗乾坤。
日出东方，
海向五洲。
泱泱武中，
又将启航。
弄潮儿，在潮头立⋯⋯

（刘 江）

破解“武安一中”的成功密码
——来自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中学的调查

巍巍太行，拳拳洺水，美哉武安，泱泱武中。什么是教育的创新发
展？什么是武安市第一中学的育人密码？剖析武安市第一中学的办学实
践，要从武安的历史讲起。

武安地处河北省南部，位于太行山东麓，处在晋冀两省交界地带，
这里历史浑厚、人杰地灵，堪称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这里有标志中华农耕文明起源的“磁山文化”，有中国古老的冶炼
技术，有武安傩戏、平调落子等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有李牧、
白起、苏秦、郭资等历史名人。

这里不仅是红色革命圣地，晋冀鲁豫中央和边区政府部门所在地，
还是《人民日报》、中国人民银行前身的诞生地。当年刘邓大军就是从
这里出发，拉开了解放战争挺进中原的序幕。

这里是我国新时期“全国百强县（市）”，被联合国命名为“千年
古县”，成为“中国创新百强县市”，名列2019“中国最美县域榜单”
和“中国县级市全面小康指数前100名”。

河北省武安市第一中学就成长在这片文明久远、历久弥新的土地
上。70年间，武安一中走过了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在全国基础教育
中实现了怎样的跨越发展？带着一系列的问题与好奇，我们走进这所学
校。破解它的成功密码、挖掘它的成功经验，就从这里开始——

蔚为壮观的蔚为壮观的美丽美丽校园校园

开拓开拓、、创新创新、、务实务实、、勤政型领导集体勤政型领导集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