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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课程编织幸福
多元立体化课程体系构

筑幸福文化基石

在解读“幸福文化教育”的内涵
时，刘素芸校长将其概括为：“尊重人
的幸福存在，培育人的主体精神；反映
教育的丰富内涵，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点化学生的幸福品质，追求教育的
艺术境界；让幸福因接受教育而精彩，
让教育因幸福而深刻！”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唐山市
第四十九中学深挖幸福文化教育内
涵，努力为学生提供感受幸福和幸福
成长的空间，为教师们营造快乐工作
和幸福生活的氛围。

“这里是温馨的校园，这里有灿烂
的春天……”这是唐山市第四十九中
学合唱团的学生们在演唱校歌《温馨
的校园》。正如歌中所唱，当春天来
临，百花盛开，学生们感受到的是满满
的温馨和幸福感。

一个学生在回忆校园文化科技艺
术节时，笔尖流淌出这样一段饱含深
情的文字：“练了很久的指法，吹了很
多遍的曲子，你还记得多少呢？老师
翻舞的手指、窗外清凉的风、黑板上的
乐谱……早已化为音符流入血液。”这
里描述的，是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普
及且极具代表性的校本文化课程之一
——“葫芦丝演奏”课程。

吹葫芦丝、打太极拳，全校3000多
个学生每人都掌握的基本技能，并在
河北省、唐山市多次获奖，“这不仅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更让学
生们有爱好、有特长，提升他们今后创
造幸福、享受幸福的能力。”刘素芸校
长说。

在刘素芸校长眼中，“幸福文化教
育”既要营造幸福的校园环境，又要构
筑幸福教育课堂；既要进行课题研究，
加强理论探讨，又要重视校本课程的
开发，不断追求教师和学生的幸福体
验。这里有多元化、立体化的幸福文
化教育校本课程，高效、富有生命力的
课堂，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和社会实
践活动……学生们时刻沐浴在幸福文
化教育之中。

凡是去过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参
观的人，无不惊羡于学校精心构筑的
多元化、立体化幸福文化教育校本课
程体系：以国家规定的必修课作为常
规基础课程，以学科与社会生活相结
合的校本课程作为拓展课程，以学生
各项特长延伸发展为特长发展课程，
各种校本课程就达数十种之多。其
中，人文素养系列包括“名家讲坛”“河
北乡土教材”等，科学素养系列包括

“网页制作”“Flash动画”“电子报刊”
“做植物标本”等，学科拓展类系列包
括“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模型的能
力”“走进地理实验室”“英语口语”“英
美文化”等，身体素质系列包括“投掷”

“中长跑”“自编操”“太极拳”等，艺术
素养系列包括“葫芦丝”“钢琴”“踏歌
起舞”“国画”“素描黑白画”“色彩装饰
画”“校园金话筒”等，此外还有综合实
践类“十字绣”等……丰富多彩的课程
体系，极大地满足了学生们广泛的兴
趣和个性化的发展需求，有力激发了
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以校本课程体
系为依托，以兴趣为指引，学生们的动
手能力、思维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
力等得到充分锻炼和发展，和谐、轻
松、乐学的良好氛围得以形成，学生们
在主动探究的实践过程中掌握新知，

创新创造能力不断提升。
在丰富多元的课程体系中，创新

创意课程是一大亮点。“机器人”课程、
“3D打印”课程、“创意编程”课程、“人
工智能”课程、“无人机”课程……即便
在国内一线大城市的重点中学，这样
的课程也是足够前沿而富有吸引力
的。而在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这些
课程已被纳入学校日常教学计划，每
周与学生见面。多年来，学校始终坚
持在学生中开展科技创新教育，开发
出多种相关校本课程，如“人工智能基
础”“创意编程”“航模”“EV3机器人”

“玩转3D打印”等。这些课程的设计从
学校的基础设施出发，同时与学科教
学完美融合，如在创客类课程的开源
电路中使用RGB全彩灯，让学生在科
技课堂上体验了光的三原色合成；在

“EV3机器人”课程中，以数学行程问
题、几何图形为基础设计教学场地图，
让学生在机器人的学习中进行数学实
验的实践。

在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丰富多
彩的校本课程面向全体学生开设，学
生对一门课程感兴趣，可参加相关社
团，如在社团中成绩突出，可入选竞赛
小组，设计作品参加科技创新大赛。
学校的科技创新学生队伍建设，形成
了“全体学生—科技社团—创新小组”
三级梯队结构。如此一来，既有群众
基础，又有敢于创新的精尖队伍，还有
中间的后备人才，形成了人才培养的
完整闭环。

经实践传递幸福
课外活动和智慧课堂承

载立德树人使命

“你是什么‘星’？”
在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每个有

特长的学生都是校园里闪亮的一颗
星，这源于学校开展的“校级十星”评
比活动。

课外活动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不可或缺的途径，是学校开展素质教
育的重要阵地之一。为促使学生养成
良好习惯、提高文明素质，学校开展了

“校级十星”评比活动，在各班评选“十
星”，包括幸福之星、礼仪之星、爱卫之
星、守纪之星、学习之星、进步之星、太
极之星及葫芦丝之星等。每个学生都
是多面体，都有不一样的色彩，在唐山
市第四十九中学，每个学生都能找到
自己出彩的一面。这让学生们感到，
同学之间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在
校园里出彩的机会，这无疑增强了他
们对母校的归属感及幸福感。

刘素芸校长表示，“在四十九中，
学生的幸福从来不是单方面的，而由
幸福填满的青春，更是多彩耀眼。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
朵云，一暖幸福也会无限传递。”

确实，在这里，学生对幸福的感知
是强烈的。“当我吹响葫芦丝，吹奏我
爱哼的乐曲时，我是幸福的；当我畅游
在编程的系统海洋里，通过按键完成
自己脑海中的动作时，我是幸福的；当
我在一个完全平等，能与老师畅谈自
由和理想的学校中生活时，我是幸福
的。”这是学生的深情描述。就这样，
幸福像春天的花香一样弥漫在学校的
每一个角落。

初中阶段的学生往往对各类事物
充满好奇，但对人生目标和生命价值
却难免陷入懵懂迷惘。校园文化恰似
无声的课堂，是一种隐性的教育力量，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而真正的课
堂教学，更是成为培育幸福、发展幸
福、让学生生命更有价值的教育载体。

“以知识传授为载体，赋予每一项
教学活动以意义，真正实现教师思想
与学生思想的交流，教师心灵与学生
心灵的沟通，教师生命与学生生命的
对话。建构充满教育智慧和生命活力
的课堂！”刘素芸校长勾勒出了一幅美
好课堂的蓝图。

在课堂上，教师以教材作为传授
文化知识的主线，不断拓宽学生的知
识视野，在帮助学生系统梳理学科知
识体系和内在规律的基础上，运用推
理演绎的思维方式，鼓励学生探究问
题，生成新知识和新认识，满足学生的

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创新素质。在师
生共同探讨问题的同时，教师还有目
的、有步骤地教给学生学会学习、学会
做人、学会合作、学会创造的思维方式
和基本方法，让学生逐步形成正确的
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此外，充满活力
的课堂教学不仅帮助学生在聆听理解
的基础上生成学科知识体系，还为学
生的精神生命构建了一个有意义的世
界。使课堂成为教师和学生知识、能
力、思想、智慧共生共存的舞台。

以创客教育为例，作为学校幸福文
化教育特色之一，为无数学生的青春与
学习生涯增添了一抹绚烂色彩。在AI
（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热词的今天，唐山
市第四十九中学在人工智能教育上早
已超前一步。丰富多彩的主题教育和
社会实践活动，多元化、智能化的创客
创新课程，让学生能与新科技接轨，拓
展知识存储，挖掘无限可能。学校每
学期利用固定时间对学生进行科技创
新教育、创客教育专题培训，组织学生
参加各种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比赛
和创客比赛。创客创新的学习不仅是
对学生知识的拓展，更是让学生重新
发现自我、认可自我的机会。

学校是点化和润泽生命的圣地，
课堂是师生智慧涌动的乐土。教学既
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承，更不是教师个
人“独白”的舞台。为此，唐山市第四
十九中学确立了课堂教学原则：“激发
学习兴趣，创设灵动课堂，培养思维品
质，促进学生发展。”

虽然课堂教学不能简单等同于教
育本身，但正是在教学的涓涓细流中，

师生的生命潜质被激发；正是在课堂
的激情碰撞里，幸福文化教育的内涵
迸发出耀眼的火花。

借创意打印幸福
普惠式创客教育激活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

伦比、杨雨晨、杨明智是七年级
（12）班的学生，自从加入了机器人社
团，他们几乎每天放学后都泡在实验
室，别看学习机器人课程才半年多，他
们对鲸鱼机器人已有了浓厚兴趣，“我

们准备这个暑假参加比赛，现在得抓
紧时间备战。我们很有信心！”

在初中阶段开展普惠式创新创客
教育，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在河北省
乃至全国都走在了前列。从2009年开
始，学校就面向全体学生开设了机器人
课程。到了2017年9月，国家教育部门
印发《中小学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
纲要》，明确机器人教育成为中小学必
修课程，而此时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的
学生们早已对机器人教育十分熟悉，
并且已经在各项赛事中频频斩获奖
项。机器人课程作为增强动手能力、
促进思维发展、训练创新能力的有效
工具，让学生们受益匪浅。在此基础
上，学校进一步开展创客教育，在创客
教育中注重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
让学生们在做中学、在玩中学。

《活板》是一篇初中语文课文，选
自沈括的《梦溪笔谈》，介绍毕昇及活
字印刷术。在创客课上，教师将复原
活字印刷术作为3D打印课程的必学课
程，学生们在教师的指导下，根据统一
的规格设计字模，然后使用3D打印机
打印出来，把每个学生的作品合成在
一起，就成为学习《活板》的学具。学
生在设计制作活字过程中，深度学习
和理解了《活板》中所描述的一切，达
到了“做中学”的目的。

开展普惠式创客教育，促进了学
生的全面发展。2018年4月，学生李卓
蓉的“智能家居机器人”获得河北省创
意机器人比赛一等奖。李卓蓉说：“我
觉得在人工智能如此发达的今天，我
们能系统地学习机器人课程，特别开
心。不仅能比其他学校的学生多学到
很多东西，还培养了我们细致认真的
好习惯。每次参加比赛我都觉得很兴
奋很幸福！”

多年来，学校始终坚持在学生中
进行科普教育，开展科技创新教育，积
极参加各种科技创新实践活动。每学
期利用固定时间对学生进行科技创新
教育、创客教育专题培训，组织学生参
加各种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比赛和
创客比赛。为了激活创新人才培养，
全面推行普惠式创客教育，学校专门
打造了一支勇于创新的科技辅导员队
伍。为此，学校还成立了科技创新工
作领导小组，刘素芸校长亲自担任组
长，负责年级教学的领导及教科研副

校长解忠良担任副组长，解忠良负责
科技创新工作的具体实施，数学、物
理、化学、生物、实验室的实验员以及
信息技术教师为成员，其他教师自愿
报名参加。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每
年都对学生的科技创新作品进行指导。

从2011年开始参加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无论是学生作品还是辅导员
作品，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每年均有
作品获得省级以上奖励。2017年8月，
解忠良老师的科教作品《环保型立体
激光几何光学演示仪》获得第32届全
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辅导员创
新成果一等奖，他同时获得“全国十佳
优秀科技辅导员”荣誉称号；2016年，
学生肖一鸣的科幻画《氢气衣带我去
上学》获得第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一等奖；2013年，学生吴琳的科
幻画《月球上的家园》获得第28届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除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外，学校还组织学
生参加多种科技创新比赛，例如信息
技术创新与实践（NOC）、全国校园发明
与创意大赛等，每年都有多名学生获
得宋庆龄少儿发明奖、钟南山创新奖、
河北省少儿发明奖等多种奖项。

2017年，陈万义老师指导的学生
王禹春的作品《伸缩式闪灯自行车挡
泥瓦》，获得第十三届宋庆龄少年儿童
发明奖铜奖、河北省少年儿童发明一
等奖；2018年，解忠良老师指导的学生
刘凡萌、杨博翔的科技创新作品，获得
第十四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铜
奖。2017年4月，解忠良、钱建华、王秀
杰、徐莉等教师辅导的学校机器人代
表队，在河北省机器人比赛中获得创
意赛和FLL挑战赛二等奖。2017年，
有4名学生的科技论文在河北省《农村
青少年科学探究》杂志上发表。在各
种科技创新大赛中，已有上百人获得
各种奖励，学校也多次获得科技创新
比赛的优秀组织奖。

让教师引领幸福
专业成长工程助推教师

素质全面提升

“教育不是谋生，而是生活；教育
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教育不是牺牲，
而是享受。”在刘素芸校长看来，“幸福
文化教育”既要为学生创造幸福，又要
给教师构建幸福，学校每位教师都应
该是幸福教育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基
于这样的理念，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活
动，着力提升教师队伍素质，让每位教
师都能享受到教育成功的幸福。

“师傅带徒弟”，为推动青年教师
迅速成长，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在教
师队伍建设中实行了这一方略。通过
让资深教师与年轻教师结成对子，资
深教师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和教学方
法实现了代际传承，年轻教师在前辈
的引路下，迅速实现了教学技能的提
升，避免了职业成长道路上的迷茫，少
走了很多弯路，多了一份笃定和幸福。

资深教师以经验为“中介”，每两
周听一节指导课，徒弟听完师傅的课
之后再给自己的学生们上课，且每周
要上一节汇报课，将教师教育理论与
教育实践紧密结合，如此一来，不仅徒
弟提高了教育教学技能，还促进了师
傅的再学习、再思考、再发展。资深教
师针对徒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分阶
段培养计划，在教学实践中予以精心
指导，帮助徒弟迅速实现由模仿向创
造的转化。

不仅是新教师，唐山市第四十九
中学通过实施“助推教师专业成长”工
程，为全体教师的专业发展搭建平台，
致力于让所有教师享受职业成功的幸
福。学校每月都会开展一次教学论
坛，内容包括如何提高小测有效性、幸
福文化教育论坛、“我工作我幸福”
等。通过教师论坛，教师的教学思想、
教学实践探索的感悟与经验在一起汇
集、交流、切磋、共鸣，给了教师更多思
考的空间，更能激活思维，提升教学质
量。另外，学校还多次邀请全国各地
的教育专家来校听课、授课、作讲座，
进一步更新了教师们的教育教学观
念，拓展了他们的视野，并让一线普通
教师感觉到名师离自己其实并不遥
远，从而坚定了他们追求专业成长、立
志成为名师的信心。

“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
水。”为鼓励教师不断提升自我，学校
每周还要组织群体性阅读，将前沿的
信息、有价值的经验、能促进思考的教
育理念，高密度地输出给教师，以期使
他们得到日久天长的滋养和提升。学
校还定期组织教师读书交流，对优秀
读书教师奖励好书、奖励外出学习，把
优秀读书随笔放在校园网上共享。读
书逐渐成为自发行为，以多读书为乐
事，以读好书为荣耀，读书逐渐走进教
师的生活，成为他们丰富的精神食粮。

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一直在努力
营造一种文化氛围，让全体教师时刻
充满享受的力量、奋斗的激情。学校
领导带给教师们工作中的信任、决策
上的依靠、管理上的尊重、生活上的关
心，千方百计给教师创造更好的教研
环境，给每位教师的成长创造机会和
条件，发现不同人的价值，挖掘潜能，
弘扬个性，激发积极性，使人人都有成
就感。

教师在专业发展中感受着成长的
幸福。为规范班主任教学行为，唐山
市第四十九中学专门制定了《班主任
一日常规》，从班主任到岗时间、检查
要求、督查规程、活动规范等方方面
面，作出了一系列可操作的要求。尤
其在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方面制定了常
态化程序规范，不仅使班级管理更精
细、科学，而且规范了班主任工作，提
升了班级管理水平，促进了学生行为
习惯的养成。学校还在教师中开展大
练基本功、教学技能大赛等活动，有效
促进了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教育是呼唤心灵的事业，更是充
满幸福的行业。在刘素芸校长带领
下，学校先后被授予“国家体育传统项
目学校”“河北省素质教育示范学校”

“河北省十佳科技教育创新学校”等荣
誉称号。刘素芸校长多年来深挖幸福
文化教育内涵，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的
同时，也推动了学校的综合办学水平提
升，无论是数据抑或口碑，都交出了一份
份完美答卷。

在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你可以
拥有“别人家的校长”，你可以成为“别
人家的孩子”。苦心浇灌育出繁花满
枝，幸福的花儿正在唐山市第四十九
中学校园绽放，在师生心中绽放，也必
将在他们未来的人生道路上绽放！

（陈 海 李 君）

立德树人担使命 幸福文化润师生
——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幸福文化教育理念实践纪实

这是一所大地震后涅槃重生的学校。它始建
于1976年初，唐山大地震后重建，更名为“唐山
开平中学”，1978年9月改为现名“唐山市第四
十九中学”。

历经涅槃重生的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似乎
天然带着追求幸福文化教育的基因，“学在四十九
中，幸福一生”的办学口号，让它在唐山基础教
育界独树一帜，很多家长说：“要让孩子上四十九
中。”很多学生说：“我要上四十九中。”尽管有着

“重点”的光环，但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真正吸引
广大家长和学生、赢得社会广泛认可的，是其多
年来大力倡导和践行的幸福文化教育理念。

教育界有一句名言，“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
学校”，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幸福文化教育理念的
创造者和践行者，正是掌舵学校11年的校长刘素
芸。2009年她上任之初，正值探讨“幸福指数”
成为社会热潮，这与她一贯的教育理念不谋而
合。在她看来，无论学生成绩如何、将来从事何

种职业，只要以幸福的姿态，形成把握幸福的思
维，就能实现成功的人生。“把学生的发展放在首
位，这样的办学思路肯定是正确的”。由此，唐山
市第四十九中学确立了“实施幸福文化教育，为
每一个学生终身发展和幸福奠基”的办学理念，
坚定了“创建幸福文化教育特色学校，让每个师
生拥有幸福与成功的人生”的办学目标。10余年
来，幸福文化教育在唐山市第四十九中学开出繁
花朵朵、结出累累硕果。

刘素芸校长在学校治理有偿家教专题会议上刘素芸校长在学校治理有偿家教专题会议上

校园文化科技艺术节校园文化科技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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