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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容润新：激发自主发展的潜能

2 公正平等：培植积极情态的种子

1 “上善”文化：涵养朴实美好的情怀

“我们最终的落脚点在哪
里？理想中的课堂教学样态

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河
埒中学校长金春华参加
江苏省“四叶草”联
盟活动时和与会的教
育者一起思考的问
题。她认为，理想的
教育落脚点应该在学

生，课堂应当是师生充
满期待的地方，是能让师

生自由呼吸的地方，是师生
精神生命同生共长的地方。
省联盟校活动是学校为教师发

展搭建的平台之一，培养专业化的教师团
队是学校品质服务的重要工作。教师是学
校发展的第一要素，提升办学品质的关键
在于教师的职业素质、专业水平和教育追
求。学校在品质服务上下功夫，通过服务
与互助，搭建专业发展平台，引领教师走
上高品质的发展之路。近年来，学校致力
于搭建跨区域、集名校智慧的合作平台，
以名校联盟活动为契机，加强与省内外学
校的交流。河埒中学牵头成立了江苏省

“四叶草”杯学校联盟，围绕多个主题，
开展同课异构、班主任生命叙事等活动，
实现了资源共享，从“一枝独秀”走向了

“春色满园”。
为进一步给教师发展把好脉、指对

路，学校成立了专门的教学研究工作室。
一方面，学校积极开展教育学术研究，依

托“春耕微行动”“上善微成长”等
活动平台，通过示范教学、现场指

导、专题研究等方式，让中老年骨干教
师的经验和智慧与中青年教师的创新、实
践、反思有机结合，持续推动学校的教学
研究和改革工作。另一方面，学校积极完
善教研训体系，依托教学平台和现有学习
终端，探索数字化学习环境下的智慧课堂
教学模式微改良，“初中智慧教育WISE
课堂教学实践研究”被确定为江苏省教研
课题。学校开设了教师“汇智”课程，教
研以“汇聚师智，增强师资”为目的，着
力开展“教学能力、育人能力、文化品
位、幸福指数”4项提升工程，让教师立
足智慧课堂，生发教育智慧，助力上好的
质量，培养“大气、正气、书卷气”的阳
光师生。

根据不同教师群体的工作范畴和特
点，学校多管齐下，精心打造适宜的品质
服务，加大教师发展助推力。德育研修，

提高育人艺术。德育研究工作室每月开展
主题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研修活动，专
门开设育人“诲心”课程，以“诲心育
人、微行树人”为理念，分段实施，立体
育人。管理培训，提升管理品质。由河埒
教育集团牵头，与区内学校共同开展管理
培训，邀请专家进行专业点评、开展专题
讲座。以此借智引力，助力青年教师成
长。学校进行新教师入职培训，开展了

“青蓝工程”师徒结对、组建青年教师成
长营、开设识海方舟集训班等系列活动。

未来已来，唯变不变。学校以“上
善”为校训，这既是原有办学精神的归纳
与传承，又是寻求新发展、新突破的动力
与源头。“办老百姓满意的家门口的好学
校”，是河埒中学始终不变的追求。合乎
人性，尊重规律，“河埒人”将怀揣着教
育初心，用理想的方式追求理想的教育，
萃一方百姓子弟，育一片乡梓桃李。

（杨静 郁瑛）

江苏省无锡市河埒中学，位于“充满温情和水”的太湖之滨。学校由人民
教育家胡通祥女士创办于1944年，70多年的办学历史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

记载着几代教育人的奋斗历程。学校以“上善若水”为文化基石，察水之
大善，习水之大能，悟水之大道，将愿景和价值观内化为发展之源，以
人为本，顺势而为，涵养教育智慧，收获成长快乐。

70多年来,“河埒人”努力与坚持，一路走来，一路桃李芬芳。近
年来，美丽的太湖见证了学校的快速发展。学校先后获得“全国青少年
绿色家园示范点”“国家湿地学校”“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
省优秀家长学校”“江苏省教育现代化示范初中”“江苏省教师和校长培

训先进单位”“江苏省教师发展示范基地校”“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
集体”“无锡市智慧校园建设先进单位”等诸多荣誉，享有较高的社会美誉

度，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

“河埒就是我的信仰，为河埒争光
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我已经毕业了，
无法处在信仰之下，只能静静地看着下
一届的学弟学妹们为河埒争光……”

“家文化、幸福教育、和谐向上的
学校氛围，值得学习。在河埒跟岗一
个月，收获满满！”

这是曾在无锡市河埒中学学习、
工作、生活过的人，离开河埒时留下
的话语。美好的教育之爱浸润了师生
的内心，使得河埒校园成为了大家常
常眷念的地方，成为了一个溢满教育
情怀的地方。

一所学校选择什么、崇尚什么、
追求什么，外显为教育行为和校风，
内隐为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文化导向。
如今，河埒中学被越来越多的老百姓
认可，这使“河埒教育人”既感到欣
慰，又使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切
均得益于学校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梦
想。河埒中学把“上善”文化建设确
立为学校发展的主要方向，致力于培
养“大气、正气、书卷气”的人才。
学校聚焦“梁溪悦读”品牌文化，开
启阅读人生，开设特色课程，提升办
学品位，助推“上善”教育优质化发
展。校刊《梁溪书韵》专设“书香”
栏目，推介教育、人文、哲理等诸多

类别的名著、名篇，并重点推出师生
优秀的读书品悟。

学校文化是学校基本价值思想的
集体表达，是校园风景和学校愿景的
共同创生。学校生态文化力求具备

“上善”的风格和文化内涵，其建筑设
施、花草树木等都进行了整体性规划
设计和精心斟酌取舍。学校的文化
墙、楼道转弯连廊处和班级内外的精
心布置，展现了学生个性，提振了师
生的文化自信；学校绿化也紧扣“上
善”理念，打造桃李园、微型“梁溪
河”，时时提醒广大师生“眼中有水、
心中有人”，让校园文化场更接地气、
校园育人场更聚暖气、校园生命场更
显灵气。

“立德树人，造福桑梓”，这是
“河埒人”共同的教育追求。作为教
师，他们讲究大爱、大德、大情怀，

“以文润心”，从容地做自己，做人如
水，做事如山，修身以葆生命常
青，养性以求大爱有加。“以爱
育爱”，力求用教师的爱去温
暖每一个学生，让整个校园
流动着一条由爱汇成的温暖
的河。河埒学子们纯真的笑
容、教师们幸福的神情，到
处彰显着校园的温情。

人文关怀绝不是制度的人情化，
以人为本绝不是以个别人为本。制度
是学校管理的基础，也是学校正常教
育教学秩序的保证。10多年来，在校
园办公平台上曾出现过这样几例通
告：“某某特级教师未能履行其相关职
责，在年度绩效考核中不合格，予以
解聘”“某某新教师试用期经考核不
合格，予以解聘”“某某老师参加考
务培训迟到，在奖励性绩效工资中扣
除1课时并予以通报批评”。公开公
平的制度化管理，更容易成为教师价
值认同的内驱力。教职工们纷纷通过

“评论区”留言：“制度面前，人人平
等”“有自律才有自由”“无规矩不成
方 圆 ”“ 学 校 是 我 家 ， 发 展 靠 大
家”……学校会根据自身的情况变化
或教师们的合理化建议不断完善学校
的制度，但绝不会因为个别人而不坚
守制度。学校始终坚持以有利于教师
团结、有利于工作开展、有利于学校
发展的标准来贯彻制度，界定人性关
怀的尺度。

建立在公正平等基础上的学校制
度，是教职工意志的集中体现。学校
的发展，起步于制度的形成，成功于
制度的落实，正所谓挂在墙上不如落
在实处。近年来，学校相继制定和实
施了全员聘用、教学管理、绩效考
核、奖惩条例、教师交流、综合评定
等近50项规章制度，形成了一个完整
系统的学校内控机制。如在制定《绩
效分配方案》时，学校领导小组广泛
听取意见，并由工会向全体教职工征
集提案，先后组织召开10多次论证
会。经过多次自上而下、自
下而上的反复探讨，《方
案》得到了绝大多教职
工的认同，并在教代
会上高票通过。《方
案》 的制定、实
施 、 考 核 与 分
配，均保持透明
与公开，让方案
最终出自于教职
工 、 用 之 于 教 职
工，很好地发挥了

“绩效”功能。而且，
随着形势的变化，绩效考
核制度也需要适时进行改进

与完善，每次微调都要历经自下而上
再自上而下的循环论证过程，确保程
序合法、过程公开，并最终很好地实
现效益。无论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还是
润物无声的改良，制度都成了促进学
校良好风气形成的重要手段。

学校以制度为准绳，以人的发展
为中心，构建“重能力、重实绩、重
贡献”的公平环境，充分调动了广大
教职工参与学校管理与工作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这促使学校里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主动学习的多了，争当班主
任的多了，主动要求挑重担的多了
……制度把人善良、崇高的一面激发
出来，在遵守制度的过程中，制度不
再是单纯的约束，而成为了一种有益
的价值引导与行动指南，引导人向上
向善。学校专门设立了“荣氏师德
奖”，经过个人组内申报、小
组评审积分、材料内网公
示、教代会投票等程
序，优中选优，最
终遴选出 10 位教
师。这些教师绝大
多数来自一线，
或是多年担任班
主任，或常年担
任 毕 业 班 的 教
学，或勇挑重担中
途接班，他们育人
教书，以爱施教，赢得
广大师生及家长的赞誉。

制度建设体现管理的刚性，
人文关怀体现管理的柔情。
“服务理念人性化，制度管理
规范化，操作流程精细化，
烹调品种多样化，食品安全
常态化。这是学校后勤人员
的工作目标！”在河埒中学
教育集团“向上向善”迎新

诗会上，一首原创诗歌《河埒
后勤人》，道出了后勤人员服务

师生、乐于奉献的心声，传递出
“河埒大家庭”强大的凝聚力。只见
保安、保洁、食堂师傅等总务后勤人
员，身穿模拟的海、陆、空军装，精神
抖擞，声音时而铿锵有力，时而富有激
情——“民以食为天，食以质为先，质
以心为重，心以诚为本。我们牢记在
心，这是食堂管理的全新理念”。台
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掌声中倾注了
教师、学生和家长对后勤服务的肯定。

如果问“陆海空”后勤队伍为什么
这么努力工作？他们就会自豪地说：“我
们也是河埒集团的一分子。”为什么他们
会有这么强烈的归属感呢？因为学校从
他们的内心需要出发，给予其尊重与关
心。炎炎酷暑分发新书汗流浃背，就送
上水果点心；除夕夜保安值班，便送来
热腾腾的水饺；门卫老荣要退休了，就
给他送上鲜花感谢他兢兢业业站好最后
一班岗。在河埒中学，保安、保洁、食
堂师傅和教师拥有同样的福利和尊重。
在仁爱和融的氛围中，总务后勤人拧成
一股绳，大到安全防疫、可口饭菜、保
洁绿化，小到维修灯泡、校刊速递，这
支平均年龄超过50岁的后勤队伍，为教

育教学秩序保驾护航，用上好的工作创
造着善好的生活。教师们在心底也默默
地算了一笔账，虽然分蛋糕的人多了，
教师的平均福利降了，但后勤人的服务
更热忱了，维修供应更及时了，大家的幸
福感提升了，实际上“福利”明降暗升。

总务后勤队伍，只是拥有200多位
教职员工的河埒教育集团的一个缩影。
如何才能让教职员工快乐工作、幸福生
活呢？学校根据教师的爱好特长组建教
师社团，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乒羽联
赛激活能量，健身徒步亲近自然，激情
春晚凝聚人心……这些广泛的兴趣爱好
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河埒人”的生
活更多彩、心情更灿烂，也使学校成为
了“河埒人”追寻善好的幸福大家庭。
金春华校长经常对“河埒人”说：“我们
要兢兢业业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
在追求上好质量的同时，更应过上善好
的生活。”在学校，教师们快乐工作，在
潜移默化中把向上向善的基因传递给了
学生，促使学生认认真真地学习、有声
有色地成长。

瑞士钟表匠布克曾推断：“金字塔这
么浩大的工程，被建造得那么精细，各
个环节被衔接得那么天衣无缝，建造者
必定是一批怀有虔诚之心的自由人。难
以想象，一群有懈怠行为和对抗思想的
奴隶，绝不可能让金字塔的巨石之间连
一片小小的刀片都插不进去。”在过分指
导和严格监管的地方，别指望有奇迹发
生，因为人的能力，唯有在身心和谐的
情况下，才能发挥出更好的水平。学校
用顺乎人性、师生和融的精神内核，支
撑“河埒教育”不断前行。

江苏省无锡市河埒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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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融生活：营造仁爱幸福的氛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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