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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工程探索“体教融合”育人新样态
——记浙江省湖州市练市小学办学特色

百年萃英泽千秋 生命华彩育贤达
——江苏省苏州市第五中学内涵发展成果纪实

固本兴邦：
集萃凝英，扬百年神圣伟光

百余年的办学历程，铸就了学校独有的精神和传统，
为学校探索和实践内涵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学校前身之
一“萃英书院”（后称“萃英中学”）始创于1892年，其创
立之初便率先引进西方先进的文理科教育体系和教学管理
模式，被赞誉为“苏校先河”；另一前身是由爱国将领张治
中将军创办并任董事长，致力于培养坚守民族大义、为国
为民忘我进取的圣光中学，享有“中国伊顿”之美誉，两
校于1952年合并，始称苏州市第五中学校。

在国难兴邦的岁月中，萃英中学重视学生个性发展和
生命价值的创造，凝练出“努力奋斗、分工合作、人格教
育、实事求是”的萃英精神；圣光中学崇尚“以教育为己
任”，发展出“淳朴真纯、有教无类、惜阴为金、四育并
进”的圣光传统，两校为民族复兴和建国兴邦培育了包含
两院院士、政治家、外交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艺术
家在内的无数社会贤达和学界英才。这些学子在120余年的
历史长河中，为在磨难中成长和奋起的新中国立下了不可
磨灭的卓越功勋，堪称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才。

新时期的苏州五中以“弘扬”为出发点，以“创新”
为价值取向，在汲取、融合“萃英精神”和“圣光传统”
的基础上，秉承“诚仁勤朴”的校训，以“学会做人、学
会做中国人、学会做现代文明人”为宗旨，坚持“倡导自
主、注重体验、尊重差异、激励成功”的办学理念，开展
以“激励学生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为目标的理论和实践研
究，构建学生多元发展平台，与美、加、法、日、新等国
的多所学校和教育机构建立友好关系，并开展师生交流和
师生培训，继承和发扬中外融合、内涵发展的优良传统，
集萃凝英，扬百年神圣伟光。

队伍建设：
精研教艺，外聘内培强师能

学校重师德、铸师魂、强师能，全力以赴拓展教师专
业发展空间，筑牢学校高质量发展的基石，通过外聘内培
相结合，努力建设高质量的教师队伍。一方面，学校聘请
北京、上海、杭州、香港、台湾等地的知名学者、领军人
物担任课程专家，对全校教师进行指导、培训。在加强传
统教研组建设的基础上，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与指导中

心、戏剧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科技教育研究与指导中
心，开展专题教育科研，激发教师的能动性，转变教师的
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另一方面，学校鼓励骨干教师走出
去，参加全国数学、英语等基础学科的教学研讨活动，以
及生命教育、戏剧教育特色课程建设研讨会，开阔视野、
增长见识。通过对国家课程标准的学习、校本课程的开发
和“走班”教学的管理，促进教师课程实施能力的提高和
专业的成长。目前，学校拥有一支由教授级高级教师、省
特级教师、江苏省爱生模范、苏州名教师、大市学科带头
人、苏州市优秀班主任、苏州市师德标兵等领衔的结构合
理、师德高尚的教师队伍。

精研教艺的五中教师，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潜心开
展教育教学研究，精心设计课堂教学，用更适合学生学习
和成长的教学方法，为每一个学生的学业发展提供了有力
保障。近年来，学校骨干教师在各级各类教育教学竞赛和
论文发表、获奖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教师200多人次在
省市级业务竞赛、论文竞赛中获奖。在“2018年苏州市首
届中小学微课制作比赛”中，学校教师取得了市级一等奖4
个、市级二等奖4个、市级三等奖15个的优异成绩。

科研兴校：
创新教改，知行合一创新绩

学校高度重视教学管理和教科研工作，把科研兴校作
为提升教师能力、推动课堂教学改革、适应新旧两种高考
模式“双轨并行”局面的重要途径。学校实行课题分级管
理制度，积极创新教科研模式，引导教师走专业化发展的
道路，鼓励教师开展精准化教学的行动研究，助推教学质
量稳步提升。

近3年，学校在省市校三级课题的研究方面频获佳绩。
目前已成功结题的国家级别课题2项、省级课题2项，正在
开展研究的国家级别基础教育成果奖培育项目1项、市级课
题9项。学校在教学实践中探索精准教学的通用范式，于
2018年 9月申报的“基于数据分析的精准教学研究与实
践”课题，被列为江苏省教育信息化研究重点课题。学校
加强对已有3个市级“十三五”课题的规范化管理，持续推
动教师的新课题申报。学校坚持定期组织教师开展校级微
课题申报活动，通过选优培育的方式，不断提高广大教师
的教科研能力和水平，使学校教科研取得了丰硕成果。

生命课程：
生涯规划，演绎生命之华彩

生命教育，是直面生命、发展生命的教育，旨在实现
自我生命的更大价值，激励其成长为更好的自己。作为苏
州市中小学生命教育研究与指导中心，学校传承百年文
脉，与时俱进，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重视生命教育”的要求，
进一步推进《苏州市中小学生命教育指导意见》的实施，
全面、系统、科学地开展以生涯规划为核心的生命教育研
究，积极营造健康和谐的生命环境，注重对学生“认识生

命、珍爱生命、发展生命”的引领，以“生命教育”课程
基地建设为契机，构建“基础课程+特色课程”的分层分类
的多元特色课程体系，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和个性健康
发展，提升学生的生存能力和生命质量。

学校的生命教育课程，以人的个体生命为着眼点，从
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健康、生命与养成、生命与交往、生
命与生涯、生命与价值6个维度，引导学生构建与自我、与
他人（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学校精心设计了涵盖高
中3年全过程的“三节、四礼、五感、六色”生命教育课程
内容，通过生活实践、自救自护、生涯规划等形象直观的
感知体验，引导学生拓展学习内容，促进学生的智力开
发、人格形成、个性发展及核心素养的养成，让每一个学
生在高中3年里都能发现自我、成长自我，从而演绎生命之
华彩。

2015年，在海口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华青少年生命教
育论坛”上，学校被组委会授予“生命彩虹奖章”，全国仅
10家单位获此殊荣。在学校领衔的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普教重点资助课题“中小学生命教育地方课程建
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结题论证会上，彭钢等专家高度评
价学校生命教育研究，称其脉络清晰、层次感强、自成体
系，实践推进有序、成效显著，为应试教育“活血化瘀”。

戏剧课程：
多元创新，体验中感悟人生

戏剧教育的办学传统，始于萃英中学的萃英话剧社，
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道德品质，杨乃珍、马家
钦、沈宏鑫等著名戏剧表演家和理论家便是从萃英话剧社
走出来的。如今的五中，于2017年4月成功申报为江苏省
戏剧教育课程基地。学校从继承和创新办学传统、留住并
发扬文化根脉的初心出发，主张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目标，
以培养学生核心素养为指向，以戏剧为载体，发挥戏剧教
育较强的个性化学习、体验式学习、交流式学习特点，让
学生在与戏剧的接触中，发展个性，培养自信，激发创造
力、领导力、沟通力，实现在体验中感悟，在浸润中成
长，成为适应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及领导未
来的社会精英。

学校全力创设丰富的育人环境，建构独特的学科模
型，搭建数字化互动平台，不断汇聚丰富的课程资源，激
励教师主动发展，引导学生探索实践。一方面，学校依托
清康熙年间的潮州会馆古戏台和保存完整的民国礼堂，建
成包括2个实验教育剧场、5个学科情景教室、2个制作教
室、1个摄制教室等在内的教学场馆，还开辟了服装间、化
妆间、音控室、接待室等集展示、教学、场景功能为一体
的特色场馆，充分发挥古建筑的环境育人功能，使课程根
植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围绕核心
素养培养，构建戏剧欣赏、戏剧创编、戏剧表演、戏剧制
作四大模块28项课程内容的学科模型。通过情境化、项目
化教学，推动戏剧欣赏、戏剧表演模块与语文、英语、历
史等课程的学科融合，引导学生跨界学习、深度学习，使
学生“成就更好的自己”。

自2015年开始，学校坚持在每年5月举办学校戏剧节

（2017年开始升级为江苏省戏剧教育课程基地成果展示活动
暨学校戏剧节），给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深受学生欢迎。
而每年的戏剧节汇报展演活动更成为展示学校办学特色、
办学成果的舞台，广受社会认可。迄今学校已成功举办了5
届戏剧节。

江苏省教育部门省级课程基地调研专家组来校调研
时，充分肯定了学校将学生戏剧创编、戏剧表演课程与数
字媒体技术相融合的做法，称赞无论是理念还是设施设
备，学校均走在了前列。针对学生展示的京剧、评弹、昆
曲、课本剧等活动，专家组成员更是赞誉五中的戏剧教育
课程有历史、有源头、有情怀、有传承，是对文化的回归。

综合实践：
体验感受，成就更好的自己

除开足开齐国家规定设置的各类学科课程外，学校还
精心架构了提升学生各种能力的“综合实践”课程，充分
开发学生潜能，发掘生命发展的更大价值，帮助学生获得
成长。学校坚持体验和感受是教育的重要实现途径，充分
发挥综合实践课程在实践、体验方面的特点和优势，促使
学生积极参与、个性发展。课程中的社会实践活动、社团
活动、研究性学习，使学生的实践富有思维性和创新性；
课程评价重过程、重表现，强调学生参与度、合作度和综
合技能的发展。

学校坚持以生为本，以“认识·尊重·成长”为主
线，精心组织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体验活动。倡导
学生“人人拥有一项爱好，人人学会一项技能”，鼓励学生
自主创建、自主管理社团，培养兴趣、激发潜能、展示特
长。学校现有科技、戏剧、体育和社会科学等4大类近40
个学生社团，其中“智造坊”“民谣社”“青衣昆曲社”和

“冷泉港DNA研究社”先后荣获“苏州市十佳高中生社团”
称号。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为学生个性发展、才华展示提
供了完美舞台。

学校从国家战略、区域需求、学生成长出发，深入领
会课程改革要求，深化与包括冷泉港亚洲DNA学习中心在
内的国内外知名科学教育机构的合作，通过师能提升、课
程开发、创新实验指导等方式，促进学生在自主、合作、
探究中提高学习效能。

近年来，学校连续多年有多名学生摘获国家、省市科
技大赛一等奖、市长奖，学校发起并承办的“萃英杯”苏
州市中小学科技吉尼斯挑战赛早已成为苏州科技教育的一
个品牌。2018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以图片新闻的形式
报道了学校成功举办第七届“萃英杯”苏州市中小学科技吉
尼斯挑战赛的喜讯。2018年，学校有50多名学生在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竞赛和科技发明创新大赛中获得省级
一、二、三等奖，100多名学生获得市级一、二、三等奖。

苏州市第五中学继往开来，站在新的起点，积极探寻
学校内涵发展的新路，在新时代的教育改革中，学校将以
立德树人为导向，以传承与发展为己任，以办现代化一流
名校为目标，努力前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育更多
经世致用的栋梁之材。

（柯 勤）

享有百年盛誉的苏州市第五中学，始
创于1892年，西毗山塘、北临留园，依石路
繁华，眺江枫幽景，中西合璧，古今交融，是
苏州地区较早实施现代教育、办学历史悠
久的普通高中学校。学校融萃英、圣光两
所名校悠久的教育传统和浓厚的人文精神
为一体，以科研为先导，以内涵发展为引
领，精研教艺、多元创新，致力于培养经世
致用的国之栋梁，努力把学校建设成融传
统与现代为一体、一流办学质量与鲜明办
学特色为一体的现代化名校。

近年来，学校扎实队伍建设，潜心科
研提升，精心架构课程，成果显著，教育
教学质量稳步攀升，高考成绩显著提高，
稳居全市同类学校之首，并且优势不断扩
大，连年荣获苏州市“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奖”和“教育特色发展奖”。学校还先后
荣获“江苏省戏剧教育课程基地”“江苏
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先进单位”“江苏省
青少年科学教育特色学校”“苏州市德育
先进学校”“苏州市生命教育课程基地”

“苏州市普通高中科技教育学科研究中
心”“苏州市中小学生命教育研究与指导
中心”等殊荣。

在长江三角洲的核心区域，有个
风景秀丽的江南水乡小镇——练市
镇，练市小学就坐落在这个美丽的地
方。学校前身由周志澄先生（丰子恺
先生的外甥女） 于 1920 年创办，有
100年的历史文化传承。2002年，学
校迁入新址，提出了“和谐发展”的
办学理念，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先后
成为省示范小学、省标准化一类学
校、省绿色学校、省教科研先进集
体、省艺术特色学校和省体育特色学
校。2019年秋，学校成功入选“中陶
会实验学校”。

秉承“和谐发展”的办学理念，
学校以“创和谐校园，让学生快乐成
长，让教师幸福工作”为办学目标，
紧抓学校基础教育改革契机，全面实
施“阳光活动”“和谐课堂”“练字练

人”三大工程，积极推进“以体强
校，以体促智，体教融合”的素质教
育，努力促进学校全方位发展，连续
多年荣获区综合考核及发展性评估一
等奖，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全套化设施奠定体教融合模
式化基础

400米标准塑胶运动场、多功能
室内体艺馆、篮球场、五人足球场、
乒乓球训练馆、室外拆卸式游泳池以
及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扬
基地——船拳馆，都为学校体育特长
打下坚实的硬件基础。学校专门成立

“体艺处”，主抓体育艺术课程开设、
体艺教师管理、体育艺术社团训练，
统筹安排校内外体艺赛事活动等，考
核全校体艺教师教学质量、社团训

练、竞赛成绩。另外，学校创新组建
体育师资队伍、创建体艺评价新机制
等一系列举措，为练市小学“体教融
合”办学模式打开了全新的局面。

多元化师资保障“体教融
合”专业发展

练市小学在体育硬件设施完善的
情况下，徐辉校长强调：“必须要做到

‘队伍专业化，传承不落空’‘体育教
师进文化课堂，文化教师兼体育课
程’。”这股新型教学之风在学校流
传，明确了将“体教结合”转型为

“体教融合”。学校受到蔡崇信基金会
的青睐，成为试点学校。2019学年，
学校率先在三年级全面铺开此项举
措，分别有3位体育教师担任语文、
英语、科学等学科的教师，这其中的

创新，基于文化教师的特长及体育教
师的文化专业能力。在全体师生的不
懈努力下，练市小学获得了浙江省体
育特色学校称号，也对教师队伍质量
有了较大的提升。同时，学校创建了
各年级“体艺积分榜”，推动了全校各
班级师生相互竞争的良性循环。除此
之外，练市小学在传统体育传承方面
也有大举措，在2007年，练市小学成
立了船拳武术馆。由此，练市小学成
为练市船拳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与发扬的主阵地。“人人习船拳，代代
传拳魂”，这已然成了练市小学一张独
特的名片。

“三大工程”打造体教融合
育人新样态

“练字练人”工程，进一步做实写

字教学科研成果，力求人人写一手好
字，个个养成良好品质，使练市小学

“练字、练人”这一亮点品牌，成为越
来越鲜明的学校特色。在新规划中将
继续贯彻实施，以不断完善提升写字
教学科研成果。

“阳光活动”工程，积极开展体
育、艺术“2＋1”项目，以阳光舞
台、船拳展演、社团活动、大课间活
动、艺术长廊等为展示平台，让学生
们在各项活动中提升自身素质，品尝
成功的喜悦，增强自信心和上进心。

和谐课堂工程，构建“小先生制
和谐课堂教学”，追求“高质量”的课
堂教学效率，充分发挥课堂教学效
益，突出以学生发展为本，使学生在
知识和技能、方法和过程及情感、态
度和价值等方面协调统一，使学生得

以充分发展，素质全面提高，也使教
师的教育教学观念、课堂教学行为和
方式得以进一步提升，让学生学得主
动，学得愉快。教师要从学习、应用

“和谐课堂教学”模式要求，到形成具
有个性化的“和谐课堂教学”模式。

练市小学经过百年的文化沉淀，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体育文化特点，在
2005年，学校又根据当地地方特色，
吸收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船拳走进体
育课堂，还在后续教改中引进了航模
科技教学，为学校的科技育人开辟了
新的途径。未来，练市小学将朝着

“均衡化、现代化、个性化、多元化”
的方向迈进，努力探索并完善“体教
融合”育人新样态，为南浔的教育教
学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凌云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