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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重于泰山 办人民满意的特色教育
——河南省濮阳市油田第十二中学责任教育特色办学纪实

立德：责任为先，多向宣传

油田十二中的校训是“责任、发
展、幸福”，把责任教育放在首位。
只有学校的每一个人拥有了责任感，
学校才会发展。责任意识是一个人道
德素质的核心，是人类基础道德的本
质。要提高学校教育工作的成效，就
要从道德中本质、核心的要素切入。
为此，十二中通过多种形式培养师生
责任意识。利用课堂、活动和文化等
形式，加强责任教育的宣传。责任教
育的主体是学生，但油田十二中也将
教师、家长纳入其中，对他们明确提
出责任要求，带动家庭教育环境的优
化。

发展：文化育人，特色兴校

文化育人，特色兴校，首先优化教
育环境，创设责任教育的氛围。学校
大门口南墙有 10 块展板，分别彰显十
二中办学特点，文明校园创建六好标
准（即担责、尽责、履责、守责、明责、职
责）、立德树人、国学经典少年说、《论
语》及《荀子·劝学篇》等，门口北墙两
块分别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行走在十二中校
园，随处可见的是学生必背的 183 首古
诗词、读书格言、安全提示语等内容，
营造了浓厚的文化育人氛围。

学校承担的“中小学生责任教育
研究”是河南省“十三五”重点课

题，旨在通过责任教育，在理论、实
践和教育文化上寻找一条切合学校实
际的有效提升德育效果的途径。以课
题为载体，坚持“让每一个学生学会
负责，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发展”的办
学理念，扎扎实实开展课题研究和教
育实践。“让每一个学生学会负责”，
就是以培养学生的“责任心”为突破
口，把每一个学生培养为对国家、对
社会有责任感的人。

收获：四化推进，教育之本

油田十二中从四个方面全方位推
进责任教育实践，为全校师生营造一
个和谐、健康的文化氛围。

教育活动多样化。通过各种教育

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担当各种角
色，感知和体验责任。

主题班会规范化。每学期围绕
“责任四问 （为什么学、学什么、怎

么学、学得怎样） ”开好主题班会，
解析责任教育内涵，引导学生发展。

责任教育系列化。在教职工中举
行“学校发展，我的责任”等演讲比
赛，征集“学校发展我有责，我为学
校献一计”提案，课堂教学责任化提
升教职工的责任意识和主人翁意识，
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

社会实践常态化。学校连续 19 年
组织学生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培养和
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创新意识。

抓好责任教育，领导就是服务，
教师就是育人，学生就是发展。正是坚
持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十二中逐渐形成
了自己的办学特色与成果。十二中
2012 年荣获全国特色学校、2013 年荣
获河南省中小学师德师风先进学校、
2015 年荣获“河南教育名片”、2016
年荣获河南省依法治校示范校、2018
年 荣 获 濮 阳 市 教 育 系 统 先 进 集 体 、
2019 年被评为河南省文明校园，连续
16 年被评为濮阳市文明单位 （校园）。

责任源于希望，未来付诸行动！
路漫漫其修远兮，油田十二中未来的
路还很长，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以
责任为核心内涵的学校将会带来更多
惊喜！ （彭文涛）

巍巍濮阳，汤汤文化。濮阳，
作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是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被誉为中国龙
都之乡。濮阳承载着独特的历史文
化氛围，孕育出一所重德行、思责
任的特色中学——河南省濮阳市油
田第十二中学。学校成立四十年，
对“如何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学
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深刻反思，大
力开展校本研究，以“责任、发
展、幸福”为引领，确立了“责任
教育”的育人理念。经过十几年实
践，学校走出了一条“科研强校、
质量立校、特色兴校”的办学之
路，十二中为特色文化美校教育的
开展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军警为魂 点燃“生活力”教育

重庆市合川区凉亭子小学 （以下简
称“凉小”） 始建于 20 世纪 40 年代，现
有 55 个教学班，学生 3000 多人，教师
160 人，是一所以少年军校和儿童画创作
为主要特色、具有浓郁现代化气息的优
质学校。学校曾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
范单位”“全国中小学优秀文化传承艺术
学校”“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示范校”等
28 项国家荣誉称号，是巴渝大地基础教
育的一颗明珠。

左亚校长对教育充满专注与热情，
学校的办学理念：1995—2017 年学校以

“齐步走·永向前”为校训，致力于少年
军校特色教育，培育学生“五自”能
力，具有凉小特质的师生言行规范而自

律，成为享誉西南的“全国少年军校示
范校”。面向 2035 年的未来教育，2017
年在左亚校长的引领下开启了“3.0 版学
校文化”建设，以“以生活教育为底
色、军警文化为特色、未来教育为本
色”对学校文化进行价值定位，凝练成

“品致正，行致知，学致活”的办学理念
和“事上磨炼，日日新”的校训。通过
构筑“生活力”教育特色的学校文化路
径，努力培育学生向上生长的能量，培
植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的育人主
张。

学校在借鉴陶行知“三力论”的基
础上，以学生生命成长为出发点，提出了
顺应时代发展的“新三力”论，以领导
力、学习力和创新力为培养学生的核心内
容，统称“生活力”教育。左校长说：

“点燃学生生命的活力就是我们当代教育

人的使命。”这是一幅激扬生命教育的动
人画卷，使人看到未来、看到美好⋯⋯

课程为基 生发“生活力”源头

左亚校长介绍：“适合学生的教育才
是真正的教育。”在“生活力”教育目标
的引领下，学校构建了“生活力”课程
体系，真正探索出了一条立德树人、全
面发展、知行合一的教育回归之路。根
据这个目标，学校设置了齐步课程 （基
础课程） 和体现不同基础要求的自觉课
程、潜能课程，从而建构起“生活力”
课程体系。

“齐步课程”即由国家课程和地方课
程构成的基础课程；“自觉课程”是开阔
学生视野、分层分类学习的拓展课程；

“潜能课程”是提升学生个性品质、培养

学生优势智能的个性课程。学校开发了
“自救自护生存课程、童眼看世界实践课

程、导图与生活项目式课程、疯狂玩物
活动课程”等 18 个精品课程。其中，“自
救自护课程”培养学生在生活中遇到紧
急情况的自救能力，“童眼看世界课程”
培养学生逻辑思辨和公众表达能力，等
等。这些能力都是实实在在的“生活
力”。

跟随左校长来到二年 （1） 班的教
室，学生正在上“疯狂玩物活动课程”，
教师和学生都拿着纸做的笔筒，在上面
装饰。一个学生正专心致志地在笔筒上
贴画，只见她在白纸上画了蝴蝶，然后
把蝴蝶细心地剪下来，贴在纸筒上，霎
时，这只纸筒就翩然欲飞。旁边的学生
正在搭建纸房子，然后把笔放进去。所
有学生都在有序地忙碌着，构建自己心

中的笔筒设计。学生在动手的过程中，
心脑结合，培养了思辨与动手能力，“生
活力”教育在此刻得到生发和延展。

致正温润 绽放“生活力”芳香

“致正致美、心灵温润，我们的学生
都有一颗向上向善向美的心。”左亚校长
说。滋养适应当下和未来的关键能力和
合格品质，学校坚守并传承军警文化，
孩子们热情而自律、自信而文明、灵动
而善美，两人成列与三人成行的行走、
主动谦逊地问好、洋溢幸福的介绍给人
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2016 年 7 月左亚
校长代表学校到北京参加全国双拥模范
表彰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育桃李、绽芬芳，凉小教育人让我
们看到用心用情的爱的教育，看到有作
为有担当的未来教育。

生活力 幸福生活的源泉
——重庆市合川区凉亭子小学“生活力”教育纪实

《中庸》言：“天
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修道之谓教。”
自古以来，真正的教
育，就是将孩子培养
成为真正的有健全人
格的、充满生机和活
力的、有使命和担当
的人。近年来，重庆
市合川区凉亭子小学
身体力行陶行知生活
教育思想，积极构建
并践行“生活力——
新三力”教育，滋养
学生“学习融通、心
灵温润、家国担当”
核心素养。

“善乐教育”植根于广东顺德西北
部的商贸重镇——乐从。这里缔造了

“乐商小镇”“著名侨乡”“龙舟文化”
三大名片，助推着“善乐教育”成为
乐从展现风采的第 4 张名片，抒写着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教育的创
新发展。

从一个板凳，到家具十里长廊，
从前店后村，到全国商贸名镇。三百
载岁月沉淀，乐从的每一寸土地、每
一条公路，都讲述着商贸的故事。乐
从商贸抢占先机，再铸辉煌，“商贸文
化”承载着幸福安康。

乐从是著名的侨乡，在海外的华
侨超 6 万人，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
区。几百年来乐从华人在异国他乡不
仅开启山林、扶亲帮友，还捐款报
国、支持家乡。乐从华侨兴家立业、

支持家乡，“华侨文化”传播着爱国情
怀。

乐从龙舟队勇夺中华龙舟大赛五
连冠，蝉联国家级别龙舟赛事十连
冠。腾跃在乐从这块热土上的“善乐
教育”，以小课改撬动大教育，讲述着

“教育兴镇”的梦想——

构建“双圆四主、善乐教育”体
系，乐从课改促进教育发展。

从 2012 年开始，乐从教育积极探
寻特色发展之路，构建“双圆四主、
善乐教育”体系，实施镇域教育发展
的品牌化战略。

“双圆”指圆基础教育发展之梦，
圆学生学习成长之梦。双圆驱动，内
外借力，全面推进课堂变革，促进教
育发展。外圆为统筹，彰显教育之

力；内圆为执行，完善课堂之行。
“四主”是以“学生、合作、课

堂、方法”为主。课堂教学改革将
“以生为本”的理念落实到教与学中，

让学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主动质
疑、主动交流、主动展示、主动评
价”。

“善乐课堂”强调学生“乐学”
“善学”，倡导教师“善教”“乐教”。
“ 乐 学 ”， 指 主 动 、 快 乐 学 习 ；“ 善

学”，指找到学习方法，培养学习能
力。“善教”即教师有能力教；“乐
教”指享受教的快乐。

课改实践六余载，乐从镇各中小
学已形成特色“善乐”课堂变式——
罗沙小学“六环三学”、东平小学“问
题导学”、乐从小学“合作分享”、沙
滘小学“生本四环”、大墩初级中学

“356”生本智慧课堂、沙滘初级中学
“五环七步”、桂凤初级中学“352”互

助课堂教学改革模式等。
课 改 点 燃 了 学 生 课 堂 思 维 的 火

花，激发了教师教育科研的热情，促
进了乐从教育质量的提升。

开拓“课堂→课程→文化”建设
思路，乐从以课改撬动课程改革。

乐从镇课堂改革以“课堂→课程
→文化”为建设思路，以“国家课程
校本化、校本课程特色化”为方向，
逐步建立善乐课改文化体系。

各学校积极探索，促进学生个性
特长的发展，提升学生综合素养。东
平小学的融课程、沙滘小学的源课
程、劳村小学的行知课程、罗沙小学
的金沙课程、沙滘中学的慧雅课程、

水藤小学的雅智课程、红棉小学的非
遗课程、明德小学的武术课程、大闸
小学的创客课程等。

课程改革的实施，形成了镇域内
学校有特色、教师有特点、学生有特
长的教育发展格局，内容丰富、特色
凸显的校本课程，编织起乐从镇教育
改革的又一新篇章。

制定“抓特色—提品质—创品
牌”战略，乐从课改助推文化形成。

文化育人是学校作为教育主阵地
的育人途径之一。乐从镇秉承“抓特
色—提品质—创品牌”的校园文化梯
级发展战略，着力推进“一校一品”
校园文化建设，为素质教育注入新的
内涵。

乐从教育秉承“善乐教育”理念，打

造善乐校园文化——桂凤初级中学
“感恩·法制文化”、东平小学“慧指文

化”、水藤小学“藤文化”、罗沙小学“金
沙文化”、沙滘小学“水润文化”⋯⋯

乐 从 教 育 培 育 “ 善 乐 教 育 ” 思
想，坚持走系统规划、科学引领、严
格管理、高效服务的特色发展之路，
提升了辖区教育教学质量。2019 年乐
从镇中考成绩多点开花，“善乐教育”
硕果累累。2019 年，乐从镇三所初中
均被评为顺德区先进学校 （全区 14 所
初中获评）。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
强”。乐从教育人，怀着“崇善”的情
怀，点燃“乐学”之火，成就希望之
梦，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让教育成
为乐从镇一张崭新的名片。

（冯荣雄）

“善乐教育” 小课改撬动大教育
——记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教育创新发展

教师培养，多一些精神力量
的焕发

教师，与学生直接接触，是决定学
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最后一公里”。多
年来，学校坚持“弘量广识、丰厚师
德”“研修实践、提升师能”“分层培
养、团队成长”，不断提升教师员工的
价值追求、思维方式和教育行为，培养
了一批以“目中有人、心中有爱”为核
心特质的“仁爱雅慧”的良师。

在教师培养过程中，学校尤其注重
激发教师的积极精神力量，涵养丰富的
教育情感、坚定的教育信念、良好的教
育行为。学校组织的教师培训，目标不
仅指向“有用”的方法和技巧的传授，
更有精神的陶冶和情感的熏陶。学校相

信教师、尊重教师，给予教师更多的赏
识与期待。教工大会，常常是学校美丽
故事的分享沙龙。带着纯净、明朗的心
情行走在校园，发现一个个看似简单平
凡实则富涵教育意蕴的小故事，展现的是
教师身上自然流露的人性之美以及对学生
美好人性的呵护。在一次次的解读中，
教师们深切地感受到，平凡中孕育伟
大，应该珍视工作本身带给自己的回馈。

总之，在教师的培养过程中，增添
了更多内在的感召与引领、关怀与培
养、尊重与信任。所有这些，奠定了教
师成长真实朴素的风格：单纯、温暖、
幸福。

课程建构，多一些传承与坚守

课程是学校的产品，是学生成长的

重要载体。多年来，学校坚持以明晰
的质量内涵和培养目标为导向，加强

“基于标准”的常规管理，凸显“规
范”“过程”和“细节”；加强“聚焦
真实朴素常态课堂”的校本教研，指
向学习兴趣的呵护、习惯的养成、能
力的提升。

在课程建构过程中，学校尤其注
重恒常与坚守，以“为多元智能发展
提供可能性”为校本课程建设基本理
念，延展传统课程、创新品牌课程，
为学生们提供更广阔的选择自由，汲
取成长力量。关注“非典型”课程，
重 视 经 历 和 体 验 对 学 生 长 远 发 展 的
影 响 ， 把 “ 成 长 你 我 他 ” 校 园 八 大
节、“给你 12 个不一样的体验”等活
动作为重要的课程加以实施，让学生
在真实、丰富的课程中“经历、碰撞、

成长”。
总 之 ， 学 校 在 课 程 建 设 的 过 程

中，重视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努力
让学生在其中培养兴趣、发展智能、
润泽心灵。

文化涵养，多一些“落地生
根”的行动

文化是一种教育资源、一种教育存
在，也是学校成长的沃土。多年来，学
校以“爱在左，智慧在右”作为学校
文化建设的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努
力构建以精神文化为统领、环境文化
为基础、制度文化为保障的学校文化建
设体系。

在文化涵养过程中，尤以师生共同
价值观为核心，着力于精神文化真正落

地生根。涵养和提升以“真诚、民主、
平等、奋进”等为特征的和谐、健康的
心理环境，注意营造“平等、尊重、关
爱”的师生关系、“交流、合作、包
容”的师师关系、“融洽、互助、友
爱”的生生关系。设计与开展师生广泛
参与的精神活动，“书墨飘香伴童心”

“校园飞歌冶性情”“阳光体育健身心”
“快乐音乐怡心情”“缤纷美术扬个性”
“多彩科技启心智”⋯⋯在丰富的文化

活动中，师生共同获得感动、熏染心灵
的力量。

总之，在文化涵养的过程中，带着
尊重的态度不断去发现、确认、践行，
文化将真正润泽师生生命，为学校的生
存方式与日常生活注入内在灵魂和精神
力量。

（周燕微）

启智养慧 共创美好学校生活
——记无锡市梨庄实验小学探寻优质学校建设之路

教育即生活，学校是师生
生命成长和智慧发展的家园。
学校教育的意义在于“使人具
有活跃的智慧”、铺展师生生
活世界的完满。多年来，无锡
市梨庄实验小学秉承“启智养
慧 共创美好的学校生活”之
办学愿景，努力将“做更精彩
的自己”的校训根植于学校教
育，涵育“厚德笃行”之校
风、“博识乐教”之教风、“善
思慧学”之学风，以学校内涵
发展三要素为切入点，扎根丰
富生动的教育实践，在守常与
思辨中砥砺前行，不断行走于

“师生永远是主人公，成长永
远是主旋律”的优质学校建设
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