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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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 星期二

教育展台12 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在改革中蜕变 在创新中成长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实验中学教学改革纪实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秉承“德育为先，
奋进求实”的教育初心，赤峰实验中学在成立
之初，每年都能为国家重点大学输送优质毕业
生，也有很多学生考上了清华或北大这样的一
流学府，教育教学水平备受肯定。然而，由于
生源和管理等问题，随后几年学校发展一度陷
入困境。直至 2017 年 7 月，学校新一届领导班
子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总
目标，重新确定办学定位，从管理体系、课堂
教学、教学科研、校园治理等方面，开展了一
系列变革，激发管理活力，提升教研水平，

“静”化校园环境。今日的赤峰实验中学，已
然重拾积极向上、奋力拼搏的学风，拨云见
日，重现教育生机。

实施“普适教育” 注重内涵发展

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将办学定位从“和谐
教育”调整为“普适教育”，注重学校内涵发

展和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实施素质教育。素
质教育，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
为宗旨的教育，是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和社会
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
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
育者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生
动活泼的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素质教育的
核心内涵是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面向少数学
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不是单纯应付考
试；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自我发展能
力，而不是让学生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的教
育。学校提出的“普适教育”理念诠释了素质
教育的核心内涵，体现了对教育本真的追求。

学校本着“低进高出、高进优出、更大发
展”的理念，让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都能够得
到更好的教育，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够昂
首挺胸、充满自信地走出校门。这些举措不再
只是关注高考升学率，而是更加重视学校内涵
发展和学生个人的成长，培养学生“少年心事

当拿云”的抱负和精神。这也让教师们豁然开
朗，少了对生源不佳的抱怨，多了对学生成长
的关爱，更加激发了教师的教育情怀，提升了
每一位教职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精简管理队伍 管理“扁平化”

为优化学校治理结构，减少管理层级，下
移管理重心，切实解决垂直式管理结构僵化、
冗员多、执行力度不够等弊端，提高管理效
能，激活管理活力，学校精简管理环节人员，
由 40 人的管理队伍精简到 16 人，把优秀班主
任充实到年级管理队伍中；构建“一个核心，
两个支柱、三个主体”为特征的“扁平化”分
布式管理新体系；整合、改进中层部门职能，
建立各职能部门间的横向沟通和协调机制，改
进年级部管理和学科组建设的关系，实现管理
与教学、教研并重，融为一体，“让管理直接
指向课堂、课程和教师成长”；腾退办公用
房，把行政办公楼改造成教学楼，先后扩出了
15 间教室、9 个学科研修室，新建改造 12 个卫
生间，解决了困扰学校多年的年级间相互干
扰、相互掣肘的问题，为“扁平化”分布式管
理体系的构建创造了有利条件。

“扁平化”分布式管理，旨在降低管理重
心，缩小管理单元，切实提高学校工作的执行
力。“一个核心”即以年级部管理为核心，发
挥年级部管理主体作用，让管理直接指向课
堂。“两个支柱”即党委的“统筹规划”和处
室的“服务保障”。“统筹规划”指学校党委统
筹规划全校性的教学、教研、德育和艺体活
动，制定活动方案并进行督导检查；处室的

“服务保障”即全校所有处室为保障年级有效
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三个
主体”即年级部、教师、学生，年级部是管理
主体，教师是课堂、课程实施的主体，学生是
课内外活动的主体。“扁平化”分布式管理体
系的构建，明确了管理主体、统筹规划主体和
服务支持主体，形成既分工负责又协调合作的
管理模式，有效避免了因推行“扁平化”管理
而造成各自为战的割据局面。

加强学科教研 建设“三动课堂”

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自主学习

的良好习惯，解决教师“满堂灌”、学生注意
力不集中等课堂教学低效的问题，学校借助红
山区教育教学指导中心的专业力量，大力开展
研修共同体建设，先后成立“孙成文物理研修
室”“纪翠云政治研修室”“赵国华英语研修
室”等 9 个学科研修室，稳步推进以学生为主
体、以教师为主导、以问题探究为途径的问题
驱动、主体活动、立体互动的“三动课堂”教
学模式。

“三动课堂”旨在形成“学贵在思，教贵
在度”的教学原则，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注
重自主学习和体验式学习，提倡“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确保每个学生的潜能
都得到较大程度的挖掘和发展。“问题驱动”
是把问题作为学生学习的动力源，使学生产生
学习愿望，从而投入到解决问题的活动中；

“主体活动”是指学生在解决问题过程中的相
对独立的活动，比如研究、表达、书写、演
算、作图、默写、背诵等；“立体互动”是指
师生对话、辩论、答疑等师生互动，同桌互问
互答、互为师生、互演角色等生生互动，小组
讨论、互助解疑、学生参与评价等组组互动。

根据“三动课堂”的教学理念，各学科的
教师和教研员通过研讨课、观摩课、展示课等
形式的交流，引导教师把功夫花在备课和问题
的设计上，因为恰当的问题才更能驱动学生的
主动思考。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无数次的精
磨细研，教师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水平得到很大
的提升，教研活动蔚然成风。更为重要的是，

“三动课堂”让学生的学习方式有所改变，学
生在课堂上的注意力更加集中了，学习更有效
了。同时，推行音体美分项“走班”上课制
度，为学生搭建异彩纷呈的成长舞台，引导学
生积极参加文艺表演、歌咏比赛、书画汇展、
体育竞赛等活动，使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
用、学有所乐，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静”化校园 加强文化建设

学校从细微小事入手，“静”化校园；从
常规“五抓”入手，“净”化学生；从书香德
育入手，师生互“敬”，形成“包容、合作、
勤奋、向上”的校园文化，逐渐让“自主、合
作、探究、体验、实践、欣赏、分享”成为全
校师生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方式。2017 年，

学校关停校园里的超市和商店，有效改善了校
园垃圾遍地、一片狼藉的环境问题；整顿乱停
乱放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和汽车的行为，
划设停车位，规范停车秩序，消除了校园安全
隐患；调整跑操时间，提高跑操质量，保证学
生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得到必要的放松；学
校本着抓早、抓小、抓严、抓实、常抓不懈的
原则，通过严格要求和耐心细致的学生思想工
作，解决学生中存在的化妆，穿奇装异服，上
课睡觉、玩手机等问题；通过德育系列活动课
程，比如主题升旗仪式、读书节、毕业典礼、
体育节、学生心理健康活动月等，让学校有了
文化的“节气”。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文化环境
更加有助于促进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使
学生有了崭新的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优化教学设备 建设优美校园

面对设施和布局都比较老旧的学校，学校
新领导班子成立以来，不断争取区教育部门的
支持，更新教育教学设备，绿化、美化校园环
境，优化设计校园道路，提高校园文化品位，
为建设一个“设备先进、环境优美”的校园，
一直在不懈地努力。在区教育部门的大力支持
和协调下，2018 年更新了 1050 套学生课桌椅
和 9 套智能黑板。2019 年再次更新了 1050 套学
生课桌椅，全部班级更新智慧黑板，建成高水
平录播教室，更新实验楼计算机教室设备，学
校综合体育馆建成投入使用。学校的塑胶跑道
和篮球场由于风化破损严重，人工草坪也几近
光秃，严重影响学生运动和体育活动，急需更
新，这些都牵动着学校领导的心。把赤峰实验
中学建设成“校园环境优美、教学设备先进、
学生成人成才”的优质学校，是全体教职工努
力的方向，更是奋斗的目标。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虽
然经历了多年的发展困境，但是，在新时代教
育改革历史使命的引领下，赤峰实验中学新一
届领导班子秉承立德树人的根本宗旨，带领全
校师生以史为镜、以心为界、为梦坚守，力求
让学校的未来境界更大、更宽、更广。相信赤
峰实验中学在经历了辉煌、低迷和希望之后，
在见证了历史和成长之时，一定能拨云见日、
清风徐来、春撒大地、满树开花，重新焕发出
勃勃生机。

常 州 市 怀 德 苑 小 学 始 建 于 1999
年。从怀德苑小区配套学校发展而
来，后与原新桥小学合并。此后历经
多年发展，随着怀德教育集团成立，
新建香江华廷小学并入怀德苑小学，
成为香江华廷校区。随后几年间，荆
川小学、西林实验学校小学部、泰村
实验学校小学部接连成为集团成员
校，集团化办学规模日益壮大。

在基于“怀德”的学生教育观引
领下，学校不断追寻怀德学校的理想
境界，提出了“怀善于心、德践于
行”的怀德表达，形成了特色鲜明的
怀德课程。随着基础教育迈入核心素
养的新时代，学校结合实际，进行以
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小学数学课程建设

的探索，建构了“怀德”数学课程体
系，以及“玩数学”的学校数学课程
理念。

提倡“玩数学”，兼顾能力与品格

何谓“玩数学”？首先，“玩数
学”是学生立场的集中体现。“玩”的
主体是学生，数学教学要以发展学
生、培养学生数学学科核心素养为根
本任务。数学课程不仅要让学生习得
数学学科的关键能力，对学生必备品
格的培养也同样重要。

同时，“玩数学”是学生学习数学
的重要方式。“玩”是方式，要让学生
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
验、猜测、计算、操作等活动过程。

数学学习活动要有综合性、实践性，
让学生充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合
作交流。

另外，“玩数学”是学生学习数学
的理想样态。“玩”是载体，玩的背后
是“‘数学’地思考”，是理性思维、
科学精神、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的培
养。通过“玩”，彰显学生内在的游戏
精神，让学生的数学学习呈现自由、
自主、体验、探索、创造的特征。

“玩数学”，首先要丰富课程资
源，让数学可“玩”；同时要变革教学
方式，让学生会“玩”；创新评价体
系，让学生愿“玩”。“玩数学”这一
理念的建构与完善，是遵循教育原
理、符合学科特点、基于学生成长规

律的一种表达。以此为基础，学校确
立了以“三个三”为实施路径的“怀
德”数学课程体系。

统整“三个三”，平衡综合与实践

打造三个“阵地”：一课、一书、
一馆。一课指日常数学课，将日常数
学课作为整体实现数学课程目标的主
阵地，追寻“怀德”数学课堂文化；
一书指 《亲近数学》，这是怀德数学课
程 10 年建设成果的汇聚，促进“亲近
数学”校本课程的实施；一馆指学生
数学馆，追求课程环境的创新和课程
资源的丰富，为学生的数学学习提供
支持帮助。

搭建三个“平台”：一报、一节、

一网。一报指 《怀德数学报》，主要报
道学生“爱数学之情，学数学之得，
用数学之乐，玩数学之趣”；一节指怀
德数学节，探索“过程展开充分、学
生参与面广、成果展示方式多样”的
活动形式；一网指亲近数学网，这是
一个适用于学生与教师的综合性网
站，是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平台，也
是学习成果的交流平台。

进行三项“评价改革”。评价改革
一：能力展示。用“能力展示”的形
式对一些学科书面考试无法检测或难
以检测的基本技能进行合理评价，展
示结果是学生数学“操作能力”成绩
评定的主要依据。评价改革二：成长
记录。以“成长记录”的方式对学生

的数学学习情况进行过程性评价。评
价改革三：素质报告单。每个学生每
学期一张数学素质报告单，全面、科
学、合理地评价和呈现学生的数学学
习情况。

怀德苑小学在建构“怀德”特色
数学课程体系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丰
硕成果。“玩数学项目”成为钟楼区教
育部门十大特色亮点项目之一，“数学
馆中的学校”成为学校的一张新名
片。学校一直为了构建理想中的数学
教育生态而努力，在核心素养导向的
小学数学课程建设探索中孜孜以求。
怀德人怀揣着怀德教育理想，在怀德
之路上一路向前！
（常州市怀德苑小学 王健 于亚燕）

“玩数学”：构建理想数学教育生态
——江苏省常州市怀德苑小学构建特色数学课程体系纪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
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国的基础教育已经迈入核心素养的
新时代，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课程建设必不可少，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

构建德育序列，打造立体网络

学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
思想，结合小学、初中、高中学生不同
年龄心理特点及成长规律，以年级为序
列，以时间为纵轴，制定了具有玉潭特
色的德育序列，确立各年级的月或周教
育主题，使学校德育、班级主题教育实
现纲举目张、有章可循。为拓展教育的
深度和广度，学校积极构建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网络，强化家
校建设。完善对班级家校沟通工作的考
核评价，每学期组织一次全体家长会，
进一步融洽了家校关系，凝聚了教育合
力。省级课题“家校结合培养孩子的良
好道德品质的实践研究”已经通过中期
评估答辩。

抓实德育常规，深化主题教育

学校全面规范德育常规，从习惯培
养入手，抓好学生行为品行、学习品质的
养成教育。做好德育过程管理，建立起
学部领导负责、处室与班主任为主、学生
干部协助的综合管理体系，做到个个岗
位上有人在、件件事情上有人管，实现一
日德育常规不留真空。“日评、周结、月表
彰”的考核评价让“两行”意识入脑入心。

“ 语 言 文 雅 、 行 为 儒 雅 、 形 象 优
雅、情趣高雅”是学校对学生素养的基
本要求。为开展好雅行教育，造雅行之
场、植雅行之根、培雅行之德、育雅行
之才，学校大力推行“五禁五倡导”，
即：禁带手机进校，倡导经典阅读；禁
吃垃圾食品，倡导健康生活；禁用改错

文具，倡导严谨品质；禁止边走边吃，
倡导行为儒雅；禁说粗痞话语，倡导语
言文雅。每天通过文明岗、雅行巡查岗
等对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培养学生的规
则意识和责任意识。利用国学经典诵
读、礼仪教育和孝行教育，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和影响学生。如今，“习雅
言、践雅行、善雅思、存雅量、兴雅趣、求
雅致”已成为玉潭师生的行为标尺。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德育主题和
实践活动是学校的一大教育亮点。如包
括“孝行五加一”“希望工程一元捐”

“与边远学校手拉手”等在内的“我爱
人人、我为人人”的感恩教育，培养了
一批批“施爱于人”的玉潭学子；精心
组织的“诚信教育”，通过“诚信·雅
行银行”强化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责任意
识；开展走进社区、走进工厂、走进军

营、走进大自然“四走进”社会实践活
动和“走进北大清华”等励志教育活
动，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和理想
信念教育；通过升旗仪式、班团队会、
入 （团） 仪式、开学 （休学） 典礼、学
考誓师等多种活动，使学生激发尊崇感、
增强敬畏心；推行“使命教育”，强化“玉
潭烙印”，引导学生逐步形成“走出校门，
我就是玉潭形象；走进校门，我就是文明
天使”的历史使命感和公民责任感；推出

“自理能力”挑战赛，做好学生安全教育
和安全监管，让家长放心。

树立崇高志向，收获德育硕果

“我为什么来玉潭学习？我在玉潭
要学什么？我怎样才能做到‘行博雅
路、尚卓越志’？”这样的“三问”，伴随着

学生们成长的每一天，也激励着他们把
个人成长与祖国未来、民族复兴统一起
来，为己奋斗，为国效力。自立有能力、
生活有情调、学习有目标、个人有志
向、人生有梦想的玉潭学子，成为学校
闪亮的教育名片。学校组织编撰了“两
行”教育校本教材和“我的玉潭教育故
事”集，德育研究水平得到不断提升。
连续多年荣获县“平安校园”和“市级安
全文明校园”称号，并被评为“全国主题
教育示范学校”、县“禁毒教育示范学
校”。获得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优
秀组织奖；高中综合素质评价试点经验

《行博雅路，尚卓越志》 获市级一等奖；
《让德育的渔火点亮学生的心灯》 获评
“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优秀案例”，并在

县、市德育工作现场会上进行推介。
（肖建新 侯新年）

砺品润心 “两行”教育奠基幸福人生
——湖南省益阳市南县玉潭学校“幸福教育”实践（三）

“浇花浇根，育人育
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
根本任务。益阳市南县玉
潭学校确立了以“育心”
为首的育人目标和“抓德
育就是抓核心素养，抓德
育就是抓质量提升，抓德
育就是抓学校发展”的理
念，以“雅行、孝行”的

“两行”教育为核心，积
极探索寄宿制学校的有效
德育路径，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
过程，让学生知敬畏、有
信仰、求博雅、尚卓越，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幸福人生奠定坚实的道
德品质和行为习惯之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