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2020年3月10日 星期二

教育展台12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新形势下，新
校怎样创办、怎样让学校教育插上高
质量发展的双翼呢？2017 年 9 月，迎
着教育改革的春风，在新吴区教育部
门的关怀下，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
验小学正式创办，通过与百年名校无
锡市连元街小学合作办学，探索出了
一条“向下生根，全神贯注内涵发

展；向上生长，聚精会神合作办学”
的跨区域发展的特色道路。

这种新的合作模式，打造出了泰
山路实验小学的核心文化：以“思源
砺行”为校训，坚持“和整个世界站
在一起”的办学理念，培养“善思、
敏学、尚德、笃行”的致远好少年，
确立了“三成长三建设三发展”的目
标，致力于把泰山路实验小学打造成
为学生成长学园、教师成长学院、家
长成长学院，实现了学校“品质建
设、品牌建设、品格建设”的全面发
展和特色发展——

致远·学生成长学园

泰山路实验小学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五育并举、快乐成长”的育人

思想，关注每个学生的成长，让学校
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学园。

学校积极推进“品格提升工程：
‘泰山娃’寻‘路’生长行动”德育项

目，开展“我和无锡在一起”实践活
动、“心愿树”成长活动、“魅力泰山
娃”校园节日等各项活动，为学生打
好健康身心的底子、明亮精神的底
子、良好习惯的底子。学校推行国家
课程校本化，建构“致远课程”体
系，注重能力培养、个性发展、因材
施教、夯实学科基础；推行兴趣课程

“走班制”，鼓励学生跨领域广泛学
习，打造出学生们学习的乐园。

两年多来，学校荣获省、市、区
奖项 147 项。学校的原创课本剧 《我
想写信》 在市、区比赛中获得 3 个金

奖；师生参与拍摄的 《我和我的祖
国》 获无锡市一等奖；在新吴区“青
少年校园法治歌咏比赛”中，学校组
成的年龄最小的参赛队荣获团体特等
奖和优秀组织奖。

思源·教师成长学院

学校创新成立了“思源·教师成
长学院”，设置菜单式校本研修课程，
以自主建构和团队组合的方式，打造
了一支思想有品位、教育有品格、教
学有品质的“三品”教师队伍。

学校承担的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
“十三五”立项课题“‘思源砺行文化
——致远校本课程’相生共长行动研
究”，取得显著的科研成果。学校组织
全体教师共同参与，让每位教师都成

为开发者、参与者、评价者，搭建了
一座学校文化与课程发展的立交桥。

两年多来，广大教师在各级各类
教学比赛中摘金夺银，收获了 19 个一
等奖、14 个二等奖；4 位青年教师被
评为市、区教学新秀，他们成为学校
发展的生力军。

砺行·家长成长学院

学校还成立了“砺行·家长成长
学院”，开发家长成长课程，建构了

“知享互动课程、稚享亲子课程、智享
平台课程”三大课程体系，探索出了
家校合作新模式。

为全面推进家长学校的发展，学
校开启“家委会”之窗，让家长切实
感受到学校的蓬勃发展；开启“家校

活动”之窗，让家长深切感受到孩子
的成长；开启“家长成长学院”之
窗，让家长学校实现创新发展；开展
系列德育论坛活动，创建智慧平台，
推送专家讲座，让家长真切体会到家
庭教育的价值。创校以来，学校的

“砺行·家长成长学院”评选出了 24
位优秀家长，得到市有关部门和领导
的充分肯定。

“人心齐，泰山移。”泰山路实验
小学呈现出良好发展生态，各项工作
的高位均衡发展，得到广泛赞誉。学
校获得了“无锡市第三批语言文字规
范学校、市融合教育示范学校、市健康
教育促进学校”等多项荣誉称号，成为
一所“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尤丽娜 周志明）

“向下生根”显内涵 “向上生长”铸品牌
——记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发展足迹

泰山路小学美丽的校园泰山路小学美丽的校园

学习历史，不仅能使学生掌握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规律，强化学生的
世界意识、大局意识，而且能培养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增强学生的历史
思维能力，使学生拥有适应社会的良
好心态。位于黄海之滨、崂山之麓的
青岛大学，110 余年风雨无阻，始终
践行“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
才，应国家之需要”的办学宗旨，薪
火相传，砥砺奋进，秉承“明德、博
学、守正、出奇”的精神，勇担使
命，奋发图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迄今为止，青
岛大学历史学院也已走过了 40 余年光
辉历程，从近年来的课堂教育来看，
让学生喜欢历史、学好历史，就要学
会与时俱进，就要与大学生的特点相

结合，创新教学模式，才能提升大学
历史课堂的教学效果。

历史教学要“简单化”

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是一种智
慧。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们善于
在烦琐的课堂教学中搭建简单明了的
框架结构，极大调动学生学习历史的
积极性。在授课之初，教师根据教材
构筑出一目了然的学习框架，学生就
能紧紧抓住重点进行学习，可以使学
生从浩如烟海的历史知识中抽出身
来，有效地避免学生的厌学情绪。在
具体学习过程中要抓大放小、就重避
轻、有的放矢，要学会主动分析教材
内容、厘清学习重点，这样才有利于

提高每个学生的学习效率。在具体学
习过程中首先要学习掌握核心知识，
做到点、线、面的结合，在全面梳理
课本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对历史知识
形成一个大致轮廓，构建出基本的脉
络体系，再把零散的历史知识进行
点、线、面的有效结合，这样可以使
教材内容高度简化，让整个学习过程
变得轻松，有利于提高自身学习历史
知识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历史学习要做到“生活化”

“镜映春秋，鉴知兴衰”。历史就
是一面镜子，通过学习历史知识，我
们能够鉴是非、知兴衰、明得失。“学
史使人明智”，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可

以提升一个人的素养，培养学生开阔
的胸怀和良好的心态。“教育即生活”

“教育即生长”“学校即社会”，教育首
先是一种健康的、充满智慧的生活，
只有把教育本身当作一种生活，教育
才能回归其“育人”的本位。要达到这
样的效果，就需要把历史学“活”，只
有“活”的历史，才是有“味道”的历
史，才是学生喜欢的历史。正确引导学
生喜欢历史、学好历史，使历史知识内
化为一种认知能力，让学生从历史中获
取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是每一位青岛
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的不懈追求。在具
体教学中，青岛大学历史学院的教授
们将理论与现实有效结合，制定出生
活化的教学目标、精选出生活化的教
学内容，通过生活化的语言教学，让

历史教学一步步走向生活化。

让学习过程充满“趣味化”

“学习必须合乎自己的兴趣，才可
以得益”。以前传统的教学手段比较简
单，一般一支粉笔、一本教案就完成
了一节课的讲授，学生在课堂上难以
发挥主体作用，导致学生厌学现象的
发生。克服这些弊端的方法就是把多
媒体技术引入到课堂中，利用多媒体
教学使枯燥的历史从书本文字中变得
鲜活起来，从而增强课堂教学的直观
性，调动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
性。在教学过程中，青岛大学历史学
院的教师利用多元化、趣味化教学方
式，提升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譬如

讲到历史人物时，将历史人物知识转
化成精彩的历史故事，带领学生们融
入到故事中，将学生的好奇心通过故
事引入史实中，这样不但培养了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还大大地提升了学
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了历史课程的教
学效率与质量。

历史教学是我国大学教育体系中
不可缺少的内容，要想全面提升大学
历史教学的效率与质量，就必须寻求
更好、更恰当的教学方式来进行历史
教学，要努力与时俱进，不断与当前
大学生的特点相结合，创新教学模
式，不断提升大学历史课堂教学效
果，才能使我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得到
有效传递。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 梁竣淇）

简单化 生活化 趣味化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学实践

文化浸润 心有阳光
——深圳市南山区阳光小学办学纪实

校园文化感受诗意盎然

阳光小学旨在培养兼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素养和创新精神的未来社会公民，因此，走进
阳光校园，随处可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气息。

教学楼一楼设有精致的逐梦书院和禅意的
扬帆阅读吧，书籍可供学生随时随地取阅；二
楼设有多功能阅读中心——静雅堂和以“仁义
礼智信”为主线的“展国学，品人生”文化
墙；三楼挂有大气儒雅的国学经典小故事；四
楼则是墨香满满的古诗词书法作品展。学生置
身校园，仿佛就像置身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海洋，在耳濡目染中受到浸润，在潜移默化中
得到熏陶。

这所位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学校，拥有一流
的教育教学设施，现代化的教学楼、运动场、
篮球场、网球场、多功能羽毛球馆和高尔夫练
习场地。教学楼内设多媒体录播教室、计算机
房、科学实验室、阅览室、图书室、音乐教
室、美术教室、舞蹈教室和心理咨询室。校园
网全校覆盖，每个教学班都实现多媒体教学、
装配空调，教师人人配置办公电脑和高端教学
设备。

在琴棋书画和吹拉弹唱的浸润中，在现代
化的教育环境中，阳光小学充盈着活力与诗

意。每天上学、放学或学校开展活动时，学生
们意气风发，连同家长义工们的热情支持，构
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校本课程构建学校未来

阳光小学努力挖掘和整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资源，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
平、成长规律，设置国学经典诵读课程。让学
生在了解祖国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同时，提
高修养、陶冶性情，让经典诵读为学生的一生
提供营养。

在国学经典诵读之外，京剧、乒乓球、创
客、金话筒主持等 50 多门校本课程相继推
出，经典与人文、数学与科创、艺术与审美、
体育与健康、领袖与人生、国际与融合六大课
程百花齐放，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舞
台。不仅如此，阳光小学还与南山体校等合
作，聘请专业教练为学生上高尔夫、网球等课
程，受到家长和学生的欢迎。

学校还启动了诗词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
题研究及校本课程。仰赖传统文化肥沃的土
壤、充分的阳光雨露，全体语文教师参与其
中，集思广益、献计献策，推动课程发展。邀
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中华传统文化推广中
心、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周末大讲堂”特
邀主讲学者，多次为诗词教学和课题研究把
脉。目前已有多卷 《中华诗教》 校本教材以及

配套多媒体课件，广泛应用于学校的诗词教学
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校本课程开发的基础
上，高鹏校长带领全校教师首次尝试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融入期末评价，创新性地开展
了“六一‘传统文化嘉年华’暨学科综合展示
评价活动”，让学生“人人皆可绽放”。评价活
动分两个部分，先是以班级为单位，学生上台
演绎传统文化创意节目，接着进行五大板块
——探寻汉字之源、遨游文学天地、领悟国学
之道、诵读诗词之韵、品味楹联之妙的通关考
核评价。学生们一路过关斩将，在愉悦的游戏
体验中夯实知识、展示自我，打破了以往节日
中只是少数学生特长展示的状况，让每一个阳
光学子都能够站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舞
台，尽情绽放。

学生社团凸显文化传承

“让每个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这是阳光
小学的办学理念，校长高鹏强调，在发展学生
学业的同时，还应关注彰显其个性特长，让每
一个阳光学子拥有健康的体魄，富有创新精
神、国际素养，又不忘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
化。而社团活动就成为学生兴趣特长发展、文
化素养提升的舞台。

学校依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校园文
化主线，组建了“阳光雅韵”国乐团、“梨园
清韵”戏曲社、“古韵新妍”诗词吟唱社、十
字绣社团、围棋社团、茶文化社团、乒乓球校
队、“绳彩飞扬”跳绳队等，每周一次活动，
每学期一次成果展示，参加活动的学生比例达
到 50%以上。

学校还引进了博物馆进校园——非遗文化
手工坊活动，扇画、剪纸、面塑、夏氏风车、
水印版画、风筝、内画、脸谱等传统技艺，激
发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渴求，播下其热爱
的种子，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在选课形式上，学校采用特色课程超市，
社团课程全面实施“走读制”。拼拼豆豆、美
食文化、十字绣、书法篆刻、国学、版画与儿童
画、京剧、网球、少儿体操等 40 个社团，为每一
个学生搭建了特长展示、兴趣提升的平台。

十字绣是一种古老的民族刺绣，具有悠久
的历史。十字绣社团秉承尊崇传统文化、培养
学生实际动手操作能力的宗旨而开展。学生们
兴致高昂，时而捋捋线、时而穿穿针、时而全
针绣、时而钩边缝，乐在其中。“梨园清韵”
戏曲社每周坚持专业的戏曲训练，学生们的眼
神身姿、唱念做打，无不透露着两个字——专
业。“古韵新妍”诗词吟唱社团通过吟唱经典
美文，陶冶学生性情，实现吟唱过程中的心灵
对话、人格感召、艺术感染、生命感悟，为学
生的生命成长奠基。

很多家长认为，学生们加入社团后很有成
就感，变得多才多艺、自信大方，敢于“站在
舞台中央展示自己”，同时，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校园活动融入文化元素

为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的传统文
化知识和人文素养，活跃校园人文气氛，为广
大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阳光小学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内外活动和比赛。

一年一度的科技、体育、艺术、英语、数
学五大节活动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教学延伸和
展示成果的机会。以年级为单位组织文学常
识、硬笔书法、古诗词吟诵大赛，以及在全校
范围内开展的“国学知识积分大比拼”活动、

“我眼中的历史人物”演说大赛、“发现传统文化
之美”演说大赛等，让学生在展示中体验传统文
化的魅力，燃起智慧火焰，焕发阳光风采。

阳光小学的六一文艺晚会，洋溢着学生们
的笑脸和浓浓的文化气息。学生们弹琴弈棋、
写字作画、诵读诗词，踏着歌的旋律，合着舞
蹈的节拍，雅致、欢乐、生气勃勃。

2019 年 3 月举办的“发现传统文化之美
——我眼中的历史人物”演说大赛，小小演说家
们发挥自己的创造性思维，精心准备服饰、道
具和演说 PPT，以创意演说的形式，带着观众
重游历史画卷：在《水调歌头》中品味韵律之美，
在苏轼和李白的浪漫中追怀文豪，跟随中华武
魂立下少年壮志，在易安词中感受家国破灭的
痛楚，在 《少年中国说》 中感悟民族精神⋯⋯

一个个美观的汉字从学生们的笔尖流淌出

来，有的注重运笔，有的端庄大方，有的字体
刚劲有力——这是阳光小学的硬笔书法大赛，
既培养了学生的书法兴趣爱好，又提高了审美
意识。

各班级特色国学活动层出不穷。“在醉美
春光里，约会最美古诗词”，三年级 （1） 班举
办中华古诗词大赛，翩翩少儿走上舞台诵读

《诗之情》，唯美“小仙女”踩着碎步款款跳起
古雅舞蹈 《半壶纱》；在六年级 （3） 班 《非遗
文化的传承——造纸术》 体验古法造纸课上，
纸浆、水、一花一叶，这些看似普通的元素，
经过古法造纸术的变换，成为一件件美丽生动
的艺术品，学生们深刻地感受并体验到了古法
造纸的神奇魅力⋯⋯

苏格拉底曾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
智慧的火焰”，要想真正落实培养学生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素养，就不能填充灌输，而应该
用心引领学生去体验、感受和展示，激发其兴
趣和成就感，点燃求知的火焰。

在教师、家长们的辛勤孕育下，一个个阳
光好少年冉冉升起：“10 后”小将任彦潼在
2017 广东省“奥体杯”青少儿乒乓球总决赛中
荣获冠军；石骥弘同学在中华之星国学少年荟
活动中，荣获广东省之冠、国文单项全国季
军、国艺单项全国一等奖；“绳彩飞扬”跳绳
队在 2019 年全国跳绳联赛中取得 14 金 5 银 5 铜
的好成绩；“阳光雅韵”国乐团和“梨园清
韵”戏曲社在南山区中小学传统文化节暨戏曲
展演上双双获得金奖；传统戏曲项目、花样跳
绳项目被评为南山区 2018 年传统文化教育特
色项目。

阳光小学先后获得“深圳市绿色学校”
“深圳市首批办学水平评估优秀单位”“深圳市

围棋特色学校”“深圳市改革创新领跑学校”
“广东省义务教育规范化学校”“广东省安全文

明校园”“广东省教育国际化实验学校”“中央
教科所课题实验基地”“中国未来联盟学校成
员校”“全国青少年校园网球特色学校”等荣
誉称号。

与经典同行，与圣人为伍。阳光小学始终
秉承传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让传
统文化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阳光学子的心中，
成为深入学生内心的 DNA，陪伴学生们走向更
广阔的未来。

（高鹏 郭嘉琦 徐姗姗）

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对女儿介绍中国时说：“世界上有一个伟大的国
家，它的每个字都是一首优美的诗、一幅美丽的画，你要好好学习。”确实
如此，汉字以及汉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值
得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传承习得的瑰宝。

有这样一所学校，它位于广东自贸区、国际湾区和前海特区腹地，与香
港特区隔海相望、一桥相连，一直秉承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树立学生
文化自信的理念，构建六大校本课程，坚持以国学经典诵读为载体，以国
乐、京剧、传统跳绳、诗词吟唱、十字绣、围棋、乒乓球、茶文化等校本社
团做支撑，以各具特色的校园活动为平台，将传统文化融入学校每一处角
落，滋养着每一个阳光学子的心灵。它就是深圳市南山区阳光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