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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为民族”的初

心使命践行了什么

什么是一所学校的初心使命？什么是
一所学校的责任担当？冯章葆校长给出了
这样的答案：作为一所具有128年校史的
中学名校，始终传承“一切为民族”的校
训思想，在新的时代，竭力倡导“以人的
全面发展为本”的办学理念，坚持“人文
与科学并重”的办学特色，践行“品位教
育”的责任与担当，架构学校“一切为民
族”的初心使命——“做有品位教师，办
有品位学校，培养有深厚文化教养的现代
中国人！”

——“一切为民族”就是培养“现代
中国人”。镇中“一切为民族”的成功经
验有“四大核心”内涵，为学校的创新发
展践行了“民族精神教育”的历史重任。

坚定的“民族精神”：“一切为民族”
的校训，激励着一代代镇中人为民族自
由、独立、解放以及幸福、复兴不懈奋
斗。学校培养的学生应具备强烈的民族情
怀和民族精神。

深厚的“文化素养”：学校培养出的
学生应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
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现代公民必
备的文明素养，能够智慧生存、道德生
活。

优秀的“现代教养”：学生能主动适
应未来社会发展，具有法治意识、信息素
养、劳动观念、健康身心和国际视野，有
较强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谦逊的“君子风度”：君子品格是中
华民族一直倡导的可贵品质，学校倡导学
生应具有“君子风度”，就是要培养学生
具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优雅的行为举止。

镇中总结的“四大核心”内涵，就是
把学校“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和“人的
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真正落实到教育
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构成培养“现
代中国人”的核心密码。

——“一切为民族”就是造就“现代
文明人”。镇中“一切为民族”的成功经

验还有“四大”显著特征，着力打造成让
学生“愉快生活、健康成长、学有所成、
永久怀念”的幸福快乐的学校。

愉快生活：建立民主、平等、宽容的
人际环境。教师真心把学生当成有人格尊
严的生命个体，去尊重、关心、爱护、帮
助。近几年，学校建设了学生宿舍太阳能
热水供应系统、校园直饮水系统，饮水终
端直通每个教室。学校食堂已经成为镇中
的一张名片，毕业后的镇中学子都想回到
母校吃上一顿食堂的饭菜，回忆母校的味
道。

健康成长：提高社会适应能力的基础
是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健康。学校高度重视
体育和健康工作，开足体育课和体育活动
课，积极落实每天锻炼1小时活动；此
外，还有形式多样的体育特色社团及足
球、排球、田径等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的
运动队，这些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课程体系。学校坚持开设心理健康课，心
理咨询室每天开放两小时，专职和兼职心
理辅导教师带着学生感兴趣、有困惑的问
题，走进学生的心灵，在情感上与学生产
生共鸣，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发展。

学有所成：每年新生入校，学校都明
确提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教养的现代中
国人”的育人目标，着力培育学生的“文
化教养”“现代品格”“民族精神”三大特
质。学校开发有科学素养类、人文素养
类、艺体素养类等60余门优质校本课程，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永久怀念：一所好的学校就是让学生
永久怀念的学校。人民教育家于漪老师曾
说：“母校‘一切为民族’的校训，融入
莘莘学子血液，成为立身处世之本。”

现在，学校每年都举行隆重的“18
岁成人仪式”，既为高考壮行，更注重感
恩教育。每年的毕业典礼，校长都要送上
寄语，希望每一个学子如愿实现自己的梦
想。

如今，每逢节假日都有大批的学子回
到母校看望教师，他们纷纷回忆自己奋斗
的青春岁月，用火红的青春诠释了“一切
为民族”的育人密码。

江苏省镇江中学创新的江苏省镇江中学创新的““智慧课堂智慧课堂””特色教育模式特色教育模式

一所学校的使命担当
——破解江苏省镇江中学“一切为民族”的育人密码之二

江苏省镇江中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一切
为民族”的崇高思想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支撑
起了国家和民族的教育脊梁，走过了128年的辉
煌历史，探索出了一条“一切为民族”的教育之
路、创新之路、发展之路、报国之路和复兴之
路。

薪火相继，古韵新颜。一个多世纪以来，江
苏省镇江中学始终铭记“一切为民族”之魂，秉
承“敬教养德”之风；始终瞄准高品质高中建设
的高位目标，构建了学校跨越历史、超越时代的
育人体系，续写着“一切为民族”“办品位教
育”的光彩华章。

总结这所学校的成功经验，它从根本上践行
了“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形成了
动手实验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两大特色品牌，办
出了一所让学生“愉快生活、健康成长、学有所
成、永久怀念”的中学名校，为我国高中教育的
创新发展提供了镇中智慧——

以“一切为民族”为内核，加强以爱国主
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让爱国主义精神在
学生心中牢牢扎根，引导学生全面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发展人人、人人发展的育
人新局面，是江苏省镇江中学又一个创新发展
经验。

——“五步教学法”是镇中的教学密码。
学校早在2013年就提出了“诵读预热→展示导
入→探究准备→合作探究→当堂检测”的“五
步教学法”。目前，学校出版的《“五步教学
法”课堂教学改革理论和实践》专著，在全省
推广，对课堂教学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步教学法”的课堂教学模式，全面提升
了课堂品位，改变了“满堂灌”“一言堂”的传
统做法，打破了传统教育的桎梏，学生学习由
被动接受转为主动探究；学习方式由个体学习
转为合作学习；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由“单一
性”向“多元化”转变，全面实现了“低进优
出、优进高出、高进强出”的发展目标。

什么是教育创新？就是以“一切为民族”
的校训思想，培养更多的大写“中国人”！袁鸿
祥老师这样说。这位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级
教师、“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
全国百名优秀中学体育教师，22年间，从一名
普通教师到全国教育名师，他培养的田径短跳
运动员获得84个省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冠军，
为学校的创新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他说，作为教师用心钻研、不断追求、自
我完善、潜心育人，就是对“一切为民族”校
训思想的诠释。

——“实验教学法”是镇中学子的成才密
码。学校党委副书记钱进说，“实验教学法”是镇
中学子的成才密码。它以物理学科发展学生科学
探究能力的“核心素养”为目标，通过“八类课
程”辐射带动数学、化学、生物、信息、地理等
课程的创新发展，取得显著成效。“高中物理分层
拓展实验教学研究”荣获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一等奖，大大提升了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实验教学法”更加注重启发式、探究式、
合作式、体验式等教学方式的合理运用，培育

出了高品位的学生。近年来，多人考入清华、
北大，有3名毕业生被哈佛大学以全额奖学金
录取，创造了中国三线城市教育佳绩。学校成
为镇江市仅有的获得哈佛大学中美学生领袖峰
会校长推荐资质的学校。

学生家长邹彤说，走进镇中的学生绝大多
数都能考上理想大学，这种高质量的教育源自
于学校“一切为民族”的校训，“一切为学生”

“为学生一切”，镇中的民族精神教育是一种担
当、一种使命、一种希望，它在百姓中架起了
一座“一切为民族”的桥梁。

——“‘互联网+’教育”是镇中学子的
智慧密码。镇中创新的“‘互联网+’教育”
引发了一场未来课堂的革命，是“一切为民
族”校训思想的延伸，它推进了人工智能技术
与课堂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关系等的教
育变革，探索出了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智慧
课堂”的创新之路。

据了解，江苏省镇江中学是全镇江市仅有
的一所开展“智慧课堂”试点工作的高中，学
校创建了教学大数据研发中心，为学生个性化
学习和成长成才提供了保障。学校申报的“基
于‘互联网+’的个性化学习”“‘AR’技术在
高中教学中的应用”成功获批“江苏省基础教
育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目前正在深入实
施，积极为学生的发展赋能。

为充分发挥学校“一切为民族”的示范引
领作用，《江苏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多次对
学校的办学经验进行报道。2018年冯章葆校长
在学校承办的江苏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改革论坛
上，向全省介绍了学校“一切为民族”的百年
办学经验。学校还先后接待北京、上海、广
东、浙江、新疆、山西等全国各地的专家同仁
来校考察。学校与山东、陕西、江苏等地相关
学校结成“友好学校”，让“一切为民族”的育
人之花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结出了累累硕果。

什么是镇中的使命与担当？正如学校校歌中
所唱：壮丽山川古润州、江左人才渊薮；击楫祖
生读书萧统，尚友抗志千秋；努力前程探源学
海，顺应江水潮流。这就是江苏省镇江中学“一
切为民族”的成功密码和育人之路……

（请关注：破解江苏省镇江中学“一切为民
族”的育人密码之三）

（宏 大 郑 中）

“一切为民族”的
育人模式创新了什么

江苏省镇江中学打造的江苏省镇江中学打造的““动手实验动手实验””特色教特色教育品牌育品牌

三位一体同携手，谋求双赢新局面

榕湖小学积极打造社会、学校、家长“三位
一体”教育品牌，共同承担起对学生的教育责任
和担当，开创了家校的新局面。学校“家长学
校”创新性地开展了“爸爸妈妈真有料”“妈妈
教师团”系列家庭教育公益活动，吸引了各行业
精英的家长走进课堂，开展专题教育活动。学校
还结合“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争做新时代好
少年”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我家·榕湖
好家风”等系列校园主题活动，构建家长学校的
新模式。

“爸爸妈妈真有料”公益课堂，在“传承红
色基因”课堂上，一位空军爸爸为学生们上了一
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市公安系统的一位警官妈
妈为学生们开展了校园欺凌专题法制教育；口腔
医院的医生妈妈为学生们进行了健康知识专题讲

座。还有大学古琴教授、戏曲研究院琵琶演奏员
的爸爸妈妈们走进民乐团的课堂，为学生们教授
传统民乐知识……家校携手打造出了没有“围
墙”的教育，实现了学校和社会的双赢。

德育活动谋创新，学校社会同育人

学校以大型特色文化活动为主导，将德育、
智育、体育、美育进行充分整合，根据每个学生
年龄段的特征，围绕行为习惯、社会实践、家庭
生活，制定出相应的德育课程，提炼出“荣誉、
互助、法治、安全、理想、和谐、公民、实践、
关爱、感恩”等“十种教育”，成为榕湖小学的
成功经验。

学校充分发挥学生自主参与、自主合作的能
力，率先成立广西首个学校少工委，通过环境育
人、活动育人、社团育人等德育活动，促进学生的
健康成长。在桂林，“刘三姐”是家喻户晓的艺术

形象，而首位“刘三姐”的扮演者黄婉秋老师就是
榕湖小学的优秀校友。学校建立了“小三姐”队，

“小刘三姐们”活跃在“校园文化艺术节”的舞台
上、深入到周边的社区里。队员们先后创编了文明
教育、安全教育、生态文明等多个唱山歌节目，定
时走进榕湖景区进行宣传演出，与创城活动相结
合，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做好宣传志愿者，
传播正能量。使德育工作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在一
起，成为提升德育实效的育人新模式。

教学改革重实效，无界课堂结硕果

“您好，我是榕湖的小湖长，这是我们设计
的生态文明传单，请您阅读……”这是榕湖小学
响应国家号召建立的“湖长制”环保举措。它通
过竞选“榕湖小湖长”，在家长的陪伴下，按照
巡湖排班表到榕湖边执行生态保护研究和生态文
明建设工作。他们在“植物监测点”查看植被生

长状态，在“水质监测点”检查榕湖水质情况，
在“噪音检测点”检测自然环境下的声音分贝，
为桂林打造国际旅游胜地平添了亮丽的色彩。

“我今没有好茶饭呐，只有米粉（油茶）敬
亲人呀，敬亲人……”这是榕湖小学少先队“大
美榕湖”特色课程开展的“寻找家乡美食”主题
实践活动。各中队的队员在自主合作探究中成为
学习者、探索者。学校先后接待美国、英国、新
西兰、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的来访客
人，无数来宾为学生们的精彩表现竖起了大拇
指，由衷称赞榕湖小学“让每个学生走进艺术殿
堂”的育人理念。

谁持彩练当空舞，春风化雨百年虹。如今，
榕湖小学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全
国艺术教育先进单位、全国红领巾大队、自治区
艺术教育示范学校、自治区校园文化建设先进单
位”等多项荣誉称号，成为令人称赞的优质品牌
学校…… （龙桂丽 陆 芳）

打造没有“围墙”的学校
——广西桂林市秀峰区榕湖小学教育改革纪实

“榕湖小湖长”“榕树宝贝文明
在行动”“爸爸妈妈真有料”“小小
刘三姐”“小记者团”“机器人训练
营”“桂林山水彩墨”“小榕树艺术
团”……这些犹如桂林市榕湖小学
这棵“大榕树”上的片片新叶，更
如学校特色教育的一张张亮丽的名
片，在社会上声誉鹊起。

近年来，榕湖小学大力实施教
育教学改革，致力于打造没有“围
墙”的学校，构建社会、学校、家
庭三位一体的多元化育人模式，与
学校特色课程相融合，实现了学校
“育文明人、育健康人、育艺术
人、铸中国魂”的育人目标，走出
了一条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特色发
展道路。

环境的力量
为幼儿自主成长赋能

苏州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基于儿童立场、博物
思维对环境进行总体规划、有效利用，打造了开
放、互动、灵活、挑战的活动空间。走进幼儿园，
会被园中一景一物所蕴含的“新意”和“心意”吸
引，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巨型“二维码”自然景
观，举起手机扫一扫，便能与幼儿园微信公众号实
现互联互通；自然景观两侧的“感官公园”里，充
满了植物的香气、天然的色彩、清澈的溪水等自然
元素，吸引着孩子们去观察、发现、探索、分享，
通过视觉、触觉、嗅觉、听觉、味觉认识周围的环
境并与之产生联系。“草坪院子”蜿蜒起伏的草坪
和山坡，成为天然的游戏乐园，山坡下干枯的树
杆、截断的树墩，大小各异的鹅卵石等自然的空
间、自然的材料，等待着孩子们在游戏过程中的奇
思妙想；“挑战训练营”里堆叠得层出不穷的轮

胎、错综复杂的架织绳网，在鼓励孩子们克服困难
勇于挑战；“阅读馆”里的扫码视听区，全画幅的
社区资源地图、幼儿园资源地图，都成为孩子们主
动参与互动的空间，记录着孩子们的行动轨迹，让
环境真正成为儿童获得自然、审美、探索、交往、
创造等多样化经验的活动场地，并且赋能幼儿自主
成长。

教师的支持
为幼儿自主成长助力

支持幼儿自主成长，需要教师的智慧引领与适
度介入。摇篮里的教师充分挖掘游戏空间，开设感
官公园、草坪游戏、种植饲养、生活馆、AR体验
馆、角色游戏区等近20个游戏空间，打破时间与空
间的限制，尝试整合实现“游戏大融通”。关注幼
儿已有经验，提供丰富有层次的材料，尊重、追
随、启发、唤醒，“管住嘴”“管住手”“用心看”

“用心听”，在充分解读儿童行为的前提下鼓励幼儿

自行解决问题，让幼儿在与材料的互动中获得多种
经验的提升，从而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多种情感表
达。一个智慧型的教师一定是一个善于研究、善于
反思的教师，教师们在实践研究中提炼出多种儿童
自主成长支持性策略，如：以尊重、鼓励、陪伴等
给儿童情感支持，以启迪、顺应、留白等给儿童支
架助力，以多媒体、新智能等给儿童视野开拓等，
从而助力幼儿自主成长。

自主的成长
积聚生命成长的力量

摇篮里的孩子亲自然、享自由、乐探究、生智
慧，在游戏中积极探索、获得经验、大胆表述、不
断挑战，从而发挥自身更大的潜能，促进其个性化
成长。在大融通的游戏氛围下，孩子们自主选择游
戏场地、自由支配游戏时间、灵活选择游戏材料，
自己规划游戏主题、生成游戏情节，他们体会到自

己是游戏的主人，感受自己在游戏中的存在价值，
从而促使其更专注于游戏，为自己的游戏出谋划
策。“感官公园”里，孩子们自由观赏、专注写
生、为小鸟筑巢、与蝴蝶嬉戏，为了留下秋天的气
味和色彩，孩子们组成小组，商量后分头收集器
皿、自由采摘、分类汇总、装瓶展示，尽显人与自
然的美好景象；“草坪院子”里，孩子们三五成群
商量着“周末的派对”：“野餐”“骑行”“钓鱼”，
自行分配工作、寻找工具、合作搬运、创意演绎；
AR体验馆里，孩子们在真实与虚拟的情境中感受
着科技的神奇与魅力……一幅幅游戏图景描绘出

“希望的摇篮，成长的乐园”的新生态，为幼儿生
命持续成长积聚无限的力量。

期待“摇篮文化”的精神内涵可以照亮摇篮里
的每一个教育细节，让每一个摇篮里的生命个体在
摇篮文化的滋养下自由、自信、自主，并获得源源
不断生命成长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己！

（蒋艳红 沈玉兰 周龙珍 诸玲霞）

积聚生命成长的力量
——记苏州高新区实验幼儿园奏响儿童“自主成长”曲

“希望的摇篮，成长
的乐园”，这是苏州高新
区实验幼儿园办园的初心
与使命，20多年来始终
引领着每一位“摇篮人”
的成长。在园长蒋艳红心
目中，摇篮里的每一个孩
子、每一位教师都是独一
无二的，她希望每一个人
都能在摇篮里积聚生命成
长的力量，成为更好的自
己。幼儿园以“摇篮文
化”为引领，尊重、顺
应、唤醒、支持儿童实现
自我建构、自我更新、自
我超越，实现自主成长的
无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