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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文化立人 “三角梅”课程塑未来少年
——海口市海燕小学特色文化建设纪实

“海燕”文化立人：海纳百川，燕舞长空

校园文化是学校环境育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
载师生的价值观，规范师生的思想和行为，体现了
学校形象，彰显了学校灵魂，是推动学校健康持续
发展的内在动力。

学校创建于1960年，前身是南航部队子弟学
校，学校将源自海军的蓝白色调，作为自身的基础
色调，舒适清新。

“海燕”文化延伸下来是两个分支：主楼以军旅
文化为主题，解放军上将李景为学校题写校名，南航
部队10位将军的寄语、南航部队军功史、英模人物
介绍，已公开的兵器知识介绍，成为“海燕骄子”系
列；副楼以海南本土文化和海南历史文化传承为主
题，表现海南的历史与当下；楼梯两侧挂满学生作
品。“海燕”文化既以传承海南文化为己任，也以
爱国强军为理想，以此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小学是人生的起步阶段，追逐个性与梦想是每
一个学子一生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所以，学校的教
育哲学紧紧根植于“蓝梦教育”——帮助学生寻
梦、筑梦、追梦、圆梦。“海燕”文化以海纳百川
的人文情怀，孕育着一代又一代逐梦人。

“海燕”文化是学校独特的基因和发展密码，
凝聚了师生的心，汇聚了师生的情，塑造了学校的
形，点亮了学校的魂，是学校传承和发展中更基
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三角梅”课程立人：特色育才润童心

2013年，学校确定三角梅为校花，历经风雨
沧桑的两棵百年古榕为学校的校树，借此教育学生
们要像三角梅一样坚韧而灿烂，如百年古榕一样坚
强而富有生命力。

学校开设了“三角梅”课程，分为5个部分，
即“种梅”“咏梅”“唱梅”“写梅”“画梅”。

“种梅”，即学校开展的“九个一”工程中的“种一
盆梅”，新生入学后每人种植一株三角梅，在花盆上
写下自己的名字，定期浇水培土、修枝剪叶，定期以
班级、年级为单位组织检查、评比，确保毕业时自己
的梅树枝繁叶茂花红。剪枝、插枝、培土、浇水……，

“入学一枝梅，毕业红依旧”，使三角梅成为学生童
年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

“咏梅”，是以活动的形式组织教学，贯穿一至
六年级，让学生们在教师的引导下对写好的作品进
行二次创作，用稚嫩的声音阐释作品，使每一个学
生成为一名“朗读者”。

“唱梅”，贯穿一至六年级，让学生们用歌唱的
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或低声清唱或跟随伴奏尽情
演唱，以表达对三角梅的爱。

“写梅”，贯穿三至六年级，学校打破用百度搜
索的常规，鼓励学生们勇敢拿起手中的笔，书写对
三角梅的赞叹，锻炼其写作能力。

“画梅”，贯穿一至六年级，当三角梅的花期来临

之时，学生们在花枝的庇护下悠然创作，成为校园一
道别样的风景。画梅并不仅限于用画笔，也可以用
落叶拼贴、压花、印染、折纸、缝制、摄影。此
外，不仅是画在纸上，也可以画在风筝上，学生们
带着对生活的期盼把它放飞在天空。

一路走来，学校获得了海南省省级规范化学
校、国际象棋特色学校、海口市绿色文明校园、龙
华区身边的好学校等荣誉称号，还通过现场诊断、
跟岗培训等方式，对保亭县六弓乡中心校等学校进
行跟踪指导，为海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
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海口市海燕小学以“海燕”文化为帆，
以“三角梅”课程为载体，助推立德树人实践，以文
化人，以文育人，行走在文化强校的路上。

（韩 玲）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
首要问题。”全国教育大会强
调指出，“要在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
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
养奋斗精神、增强综合素质
上下功夫，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海口市海燕小学
以“让海燕自主飞翔，让学生
放飞梦想”为教育理念，以优
美的环境陶冶人，以高尚的
品德塑造人，致力于将学生
培养成宽胸怀、有梦想、广兴
趣、乐探究、爱运动、强体魄
的，如同海燕一样勇敢顽强、
自由翱翔在海天之间的优秀
学子。

学行课程
登高致远

学校梳理 120 余年来的历史文
化，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

“有学无行何以立人，有行无学何以应
物”的历史文化精髓，结合校情，建
构了“学行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的发展。学行课程体系以

“有行”课程与“有学”课程经纬交
织、纵向分类，建设了“益信、益
品、益身、益智、益行”五大领域课
程群。

“有学”课程。重点培育学生的
“学识和学力”，包含“语言与文学、
数学、人文与社会、科学、技术、艺
术、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8
个学习领域课程，强调高中学生要达
到的知识能力基础，培养学生终身学
习的能力，属于学校核心课程。依据
课程标准中必修内容的基本要求，学
校结合实际情况和育人目标，重点围

绕学生主要学科学力的提升，进行学
科顶层设计和校本化实施，纵向上分
为基础、拓展、研究3个层次，突出
学科的核心概念、主干知识及思想方
法，注重基本能力以及高中学生基本
学习方法的培养。

“有行”课程。重点培育学生的
“品行和行动”，落实三维目标中的
“情感、态度、价值观”，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结合百年广益的历史底
蕴，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围绕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学校“一训三
风”的文化内核，拓展育人渠道。以
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5个维度分类构
建“有行”课程，促进学生由“他
律”到“自律”的自我教育过程，提
升学生综合素养，最终实现“有行”
课程“品行培养”的发展任务。

“五益”课程群。“学行”课程交
汇融合建构，达成“学行合一”，设置
了“五益”课程群：益信课程群、益
品课程群、益身课程群、益智课程
群、益行课程群，直接支撑“有学”
和“有行”课程。

益信课程群主要以培养学生的理

想信念基本定位，包含爱国主义教
育、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规划教育、
责任感养成等课程；益品课程群即培
养学生的品德和做人修养，包含文明
礼仪、传统美德、品德修身等课程，
将学校文化建设与深度挖掘校史的育
人价值结合起来；益身课程群培养学
生的身心素质和艺术修养，以体育、
心理、音乐、美术以及相关拓展课程
为基础，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特别
是固化足球、美术、音乐等优势学科
和特色，培养学生健康生活方式和审
美情趣；益智课程群主要由语、数、
外等基础学科组成，涵盖学校大部分
必修课程；益行课程群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包含综合实践活动、信息与
技术、科技与发明、社团活动、游学
课程等。此外，学校依托独特地域资
源，包括旅游文化、抗战文化、饮食
文化以及诸多社会资源，开发地方特
色课程，将实践与地方特色相结合，
不断丰富学校选修课程体系。

根据不同的课程类别，学校施行
相应的课程管理和教学措施。包括根
据学生学情，将必修课程校本化，研

究分析、梳理重组，帮助全体学生理
解掌握学科核心知识和技能。秉持学
力差异、分类指导的原则进行分层教
学，提倡个性化学习，努力打造不同
学科、不同课型的学科有效教学模
式，提高学生完成学习国家课程的质
量和水平。

选修类课程有高层次班级的必修
课，也有面向全体学生的选修课。校
史文化类、地域特色类、人生规划
类、领袖气质类、体艺健康类、创意
实践类、国际理解类课程集中时间分
年级开始，由学生自由选择，形成个
性化课程表。

拓展类课程着眼于学生不同需
求、潜能开发、个性发展，根据课程
需求设置弹性学时和课时，分年级或
跨年级“走班”上课。艺术课程的美
术设计、美术工艺、摄影摄像、书
法、歌唱、器乐、舞蹈、戏剧模块同
时开设，学生自主确定学习。体育、
美术学科进行试点，探索“双主”教
学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同时进行
整体构建，借助专家引领，创造性地
形成课堂教学模式。

广益百年 学行致远
——重庆市广益中学办学纪实

广益“三宝”
品牌品质

近年来，足球、美术、地理逐
渐成为学校的特色精品课程，被称
为广益“三宝”。

足球精英化。自建校开始，学
校就引进西式足球，大力开展足球
运动。120多年来，广益足球从未
间断，传承至今。近年来，学校以
足球传统项目为龙头，推进体育教
育不断深化和发展，成为首批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除了常
态化足球课程外，还有教师足球
队、校级足球队和班级足球队。为了
使学生更高更好地发展，学校与力帆
集团合作，借智借力，部分优秀学
生进入 U12 全国青少年足球 05 梯
队，建成男女专业化球队，接受更
专业的训练。

近年来，学校男子足球队、女
子足球队在区内、市内甚至国内均
取得显著的成绩：初中女子足球队
获得全国少年足球比赛U12冠军；
2018年重庆市校园足球联赛中，学
校男女足球队均获得重庆市足球冠
军；2019年获得全国校园足球夏令
营总营冠军。2018年，程奇同学成
为重庆市仅有的参加俄罗斯世界杯
开幕式的球童。

美术精品化。学校美术不断发
展壮大，升学率在南岸区处于前
列。学校根据学生兴趣爱好实施分
类教学，从初中开始，对美术学生
单独编班，实行单独的课时安排，
有利于学生文化课的集中学习和专
业培训。美术教育影响力日盛，近
年来佳绩频传，共计15个学生考入
清华美院、中央美院及中国美院等
名校。

地理一流化。随着新课程改革
的深入推进，以及重庆“3+1+2”

高考模式改革，学校着力打造特色
地理学科。利用南山地理优势，学
校开展“行走南山”研学旅行课
程，开设“乡土地理”选修课，带
领学生实地考察老龙洞，开展“南
山特色文化”等实践活动，以此带
动学校综合实践课程优势发展。出
版了 《学生小课题研究方法及案
例》；论文《重庆市南山特色文化与
中学地理教学融合研究》荣获2012
年国家教育部门规划课题论文评选
一等奖、《乡土地理教学途径研究及
教学现状原因浅析》获重庆市一等
奖。2012 年章显林校长在第六届

“地球小博士”全国地理科技大赛中
荣获“全国科教先进校长”称号。

学校打造学生身边的课程基
地，建成“重庆市地理课程创新基
地”，围绕“一园一带”目标，整体
构建“地质灾害体验园、天象观测
园、校园气象园”和“喀斯特地貌
带、地域文化实践带、植物地理科
普带”，形成地理学科研修团队，建
成区域地理研修共同体，引领区域
地理高水平发展。

立德树人关乎国运昌盛与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学校教育是培养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的基础性工程。在核心办学理念体
系的支撑下，重庆市广益中学在区
域内进入了一流学校水平。近年
来，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学校、全国校本德育创新
基地、全国地理科普教育先进单
位、重庆市高中新课程实验样本
校、国家 A 级旅游景点学校、重
庆市首批文明礼仪示范学校、重
庆市安全文明校园、重庆市地理课
程创新基地等称号。

优质百年，树人百年，未来，
学校将继续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
文化人，文化育人，推动学校科学
发展，创造广益中学更多的成绩和
光彩。

（章显林 何天权）

近年来，学校传承百年广益
“有学无行何以立人，有行无学何
以应物”文化精髓，秉承“行远
自迩，登高自卑”的百年校训，
坚持“增广学行，益国利民”的
办学理念，创新进行“学行教
育”的探索与实践，积极培养一
批批“有学有行有个性的现代
人”。

百年历史
文脉芬芳

学校的办学理念“增广学行，益
国利民”，始于百年前的校名解读。学

校原为英国基督教公益会创办的
“FRIENDS HIGH SCHOOL”，译为
“广益中学”。“广益”二字，源自诸葛
亮《教与军师长史参军掾属》的“夫
参军者，集众思，广忠益也”。

校训“行远自迩，登高自卑”出
自于《礼记·中庸》中“君子之道：
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
卑”。意思是走远路，必须从近处开
始；登高山，必定从低处起步。寓意
是万事从基础开始，由近及远，由低
到高。对个人成长来说，既要树立远
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

秉持办学理念，学校构建了知行
合一、学至于行的学风，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的教风，应物立人、明体达
用的校风。提炼并形成了“学行教
育”，旨在培养有学问、有品行、有特

长的益国利民之人，为学生成人成才
奠定终身发展的基础。学校借鉴荀子
的“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
于行而止矣”，创新提出“学”指“学
识和学力”，“行”指“品行和实际行
动”。近年来，学行教育融入了王阳明

“知行合一”思想的核心内涵，倡导
“学行合一”，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要求学生有学识、有学习能力，达到
学识渊博，做到学中有行；有品行、
有实际行动，具有家国情怀，修炼利
于一生发展的品行和素养，做到行中
有学。

学校环境与学行文化深度融合，
自然一体。校内设计了17个文化景
点，建筑物外立面总体呈现欧式风格
及古朴的历史韵味。学校楼层均以广

益、校训、办学理念为基础命名，活
化了学校文化。所有园林均以名校友
以及校友捐赠建设进行命名，例如院
士林，希望在校学子在治学上以院士
校友为榜样，崇尚科学；又如桃李
园，是校友捐建的 200 棵桃树和李
树，命名为“桃李园”，寄寓桃李满天
下。

自办学初期的“学贯中西，明体
达用，养成高尚之人格，近则维持社
会，远则补助国家，推而至于全球”
宗旨，到新时代学行教育培养“有学
有行有个性的现代人”，学行教育以德
为首位，立足当下，兼顾历史和未
来、民族和国际、全面和个性、基础
和发展等维度，积极培育“身心健
康、人格高尚、世界眼光、有学有
行”的学生。

缘起
“过一种完整而有意义的学习生活”

学校以“过一种完整而有意义的学习生
活”为目标，“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行合
一”，让学生进行主动而富有创造性的学习。

这既是学校对当下教学发展变革的反思，
将“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
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作为教学探索实践
的重点，学生进入学习的“现场”，形成完整
的学习经历，又是对学生学习方式变革的反
思，打破了传统的以课堂为中心的学习，引导
学生把知识的学习与行动及实践联系起来，同
时也是对苏霍姆林斯基和陶行知教育理念的实
践追求，前者提出的自然教育思想和后者提出
的生活教育的理念，重视学生现场的体验，为
现场教学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启动
多维度“创造一个幸福的儿童世界”

儿童现场教学整体建构——丰富学生课程
内容

学校围绕育人目标“创造一个幸福的儿童
世界”，在高质量实施分科课程的基础上，推
进校本化的课程：一方面，建立基于现场教学

的主题大单元课程（涵盖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世界等，延伸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节
日课程等构成的支撑课程群），作为分科课程
（基础类课程，如语数外等）的拓展和综合；
另一方面，分年段建立自选活动课程（如人文
主题类等），引导学生形成个性化的兴趣课程。

儿童现场教学环境建构——环境服务人的
发展

学校教学环境建设主要围绕“一园二室三
角四长廊”（一园，即种植园；二室，即活动
操场、思维训练场；三角，即语文阅读角、数
学创造角、英语戏曲角；四长廊，即人文长
廊、科探长廊、艺术长廊、实践长廊）、学科
实验室及儿童工作坊3个方面进行，助力学生
自主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

儿童现场教学模型建构——促进学与教的
变革

通过学习情境的现场化，如建设学科实验
室等营造学生在场的学习情境；校园环境的学
科化，根据学科的需要布置校园环境；学习目

标的可视化，如“运动场上的数学课”，让学
生在现场用身体学习感受“米”的长度；学习
评价的成果化，如举办成果博览会等展示现场
学习成果，建构儿童现场教学模型。

儿童现场教学学与教的建构——让教与学
适合儿童

采用“问题解决”的学习模式，即以问题
为导向，以活动为基础，以合作完成任务为基
本方式；通过教学资源的配置与教师指导团队
的组建，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现场教学的实
践方式，以多媒体与技术平台等作为核心要
素。

儿童现场教学课程评价——个性化成果的
分享

从品德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
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况5个方
面构建学校教学质量评价模型；搭建成果展示
平台，激励学生投入现场教学活动；推行“儿
童成长护照”，记录每一个学生的多样化发展
与个性成长。

成果
知行合一促培养“完整而幸福的人”

“现场学习”，带来了学生学习方式和学生
角色的转变；促进了教师的发展，参与课程开
发与实施，提高了创生课程的能力；采用期待
性评价、欣赏性评价相结合的项目评价，提升
学生在课程中的获得感。

“儿童现场学习的实践建构”被确定为常
州市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目，获常州市主动
发展二等奖；围绕项目生发的民俗文化课程获
溧阳市首批特色文化课程项目；《新年盛典
——西平小学元旦节日课程第一季》《迎新盛
典——西平小学元旦节日课程第二季》分别获
得第十四届全国中小学校园影视奖一等奖与中
央电教馆二等奖。

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西平小学将深化教育
改革、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重任扛在肩上，
以“儿童现场教学”实践为载体，引导学生

“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施超华 房志荣）

以教育寻找幸福 培养完整而幸福的人
——记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西平小学“儿童现场教学”实践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
题。”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在坚定理
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
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
增强综合素质上下功夫，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江苏省溧阳市溧城镇西平小学秉持
“教育就是寻找幸福”的办学理念，进
行以“现场学习”为特色的学与教的变
革与创新，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培养“完
整而幸福的人”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