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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校
园规模宏大，环境优美。历经半个多
世纪，校园文化底蕴积淀深厚，历史
传承丰富，教学质量有口皆碑。近年
来，学校以“办斗门人民心目中更好
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为目标，以

“教好学生六年，奠基孩子一生”为办
学理念，积极创建“现代化、高水
平、有特色、实验性”示范学校，培
养学生做有道德和责任感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创建“本根教育”体系，从
学生的成长规律、教育的本质出
发，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为学
生的一生健康幸福快乐成长奠
基、铺路。

为体现“这里是做人求知学习健
体的理想之地”的办学宗旨，以及

“让每一个学生的生命之花美丽绽放”
的育人理念，学校构建了立德树人课
程、幸福成长课程、科学创新课程、
美丽人生课程、体艺见长课程的“本
根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科学素养、艺美素养、体健素
养和实践素养。

“本根课程”体系围绕学生核心素
养，满足学生兴趣特长、个性发展以及
未来发展的需要。为打造特色亮点，学
校发挥优势大力发展乒乓球、书法美
术、科技创客、国学文化教育等校本课
程，并编制特色教材。建设劳动实践
基地，加强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

深入推进阳光大课间活动，融入
舞蹈、音乐、优秀传统文化元素，让
大课间活动成为学校闪亮的名片。举
办体育节、科技节、校园歌手比赛、
艺术节、广场文化节、科技节、读书
节等活动，组建清风文学社，开设校
园电视台，编印校刊书刊，为师生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大餐。

注重科技创新，推进创客教育，
引进机器人项目。在斗门区创客教育
基地学校教学公开周暨中小学科技创
客作品展示交流活动中，获得了多个
奖项。

“本根教育”树立全面发展、人人
成才和多元化的人才观念，面向每一
个学生，注重学习习惯养成、学习品
质提升和个性特长培养，让每一个学
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

以“追求卓越、崇尚一流”
为工作要求，全面深入推进特色
教育，学校办学成果和办学特色
走在前列。

在“体艺见长，全面发展”的学
生素质发展原则指导下，学校发挥省
乒乓球传统学校和市乒乓球特色学校
优势，全力打造乒乓球特色。

每天全校师生动起来，挥舞着球
拍做起整齐划一的乒乓球操；课间乒
乓球桌上总有学生们比拼的身影；放
学后，夜幕低垂时，乒乓球员们仍然
坚持苦练。学校的乒乓球传统项目，植
根于自己的历史，一步一步迈向成长，
取得丰硕的成绩，获得较强的社会认
同，被评为市体育特色项目。学校的
校园足球和网球项目也在深入开展。

多年来，学校乒乓球等项目代表
斗门区参加珠海市青少年年度体育比
赛，均取得金牌总数冠军的佳绩。

学校特别注重营造浓厚的艺术氛
围，从校园文化建设、教学场所布
置、校园主题活动等方面，全方位渗

透体艺元素，从而积淀艺术特色教育
的底蕴。5 月里的连续两周，学校举
办“校园艺术节”，内容丰富多彩，有

“童心向党”歌咏比赛、各年级的“六
一”节目选拔、书法比赛、百米长廊
绘画、班级音乐会、艺术节文艺汇演
等，给学生以展示才华的平台，进一
步激发了学生的艺术热情。

也正是因为学校舞台让学生个性
在多彩的活动中闪光，促使体艺特色
在活动中升华，管乐、美术、书法、
中国象棋等项目，也成为学校发展的
亮点。20 余年来，学校音乐、美术等
艺术教育荣获国家级别金奖 47 项、省
级奖项 104 项、市区级奖项 1000 余项。

如：学校合唱、独唱、小组唱多
次荣获市级金奖，三重唱 《月牙船》
获得国家级别金奖。舞蹈作品 《装泥
鱼》《归航》 获市级金奖，其中 《装泥
鱼》 参加“文化中国·中国非遗文化
美国行暨联合国总部、哥伦比亚大学
展演”获得金奖。舞蹈作品 《冲虾》
在全国青少年科学与艺术春节联欢晚
会、全国少儿艺术大赛总决赛、蒲公
英全国青少年艺术新人选拔赛中获金
奖，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参加第六届中
奥建交 40 周年“文化中国·维也纳金

色大厅青少年文艺晚会”比赛也荣获
金奖。学校创编舞蹈 《彩虹桥》 在庆
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之际登上央视
少儿频道进行表演。

学校创编的《校园集体舞》获得市
级金奖，学生大型节目诗乐舞《蒹葭·千
年的梦》获市级金奖。学校二胡独奏、
笛子独奏获国家金奖和一等奖，并凭借
管乐团被评为广东省艺术特色学校。

影视作品 《向国旗敬礼》 登上中
国教育电视台，获中国教育电视协
会、中央电化教育馆影视教学一等
奖，2018 年广东省艺术比赛优秀组织
奖。学校还荣获世界阅读日粤港澳创
作比赛优秀组织奖。

坚持“立德树人，本根育
人”的原则，形成德育工作创新
大格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学校建立德育“全员工作者”制
度，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为目标，着力提升学生思想道德和行
为习惯水平，培养“崇德、至善、尚

美、求真”的“阳光少年、本色儿
童”。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内
容，加强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道德品
质教育、行为规范教育、理想前途教
育、心理健康教育、安全和法治教
育、感恩教育、生命教育和社会综合
实践教育，做到每周一活动，每月一
主题，每学期一总结。

从阳光思想、阳光团队、阳光文
化、阳光行为、阳光评价等方面构建

“阳光德育”，建立“德、善、美、真”
四大板块10个方面的育人体系。一、二
年级开展礼仪和感恩教育，三、四年级
开展爱国爱家乡教育，五、六年级开
展快乐成长励志教育。

办更好的教育，创一流的品牌。
斗门区实验小学先后获评全国“零犯
罪学校”、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广
东省中小学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广东
省依法治校示范校、广东省绿色学
校、广东省书香校园、珠海市第一届
文明校园、珠海市青少年优秀创客教育
基地、珠海市“逐梦100”团建项目优
秀结对学校。进入新时代，学校将努力
创建粤港澳大湾区窗口学校，打造“斗
门强校、珠海名校、广东优校”。

（郭永华 赖小娟）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位于全国
智能制造名城、产城融合示范区——
常州。学校秉承“以人为本，崇尚技
术，开放共享，追求卓越”的办学理
念，根植智能装备制造产业，积极推
进产教深度融合，形成了鲜明的办学
特色。

办专业 强服务 育人才

一是“聚焦智造、根植产业”办
专业。学校聚焦智能制造技术，主动
对接江苏省及常州市智能数控和机器
人等重点产业链，形成了“装备制造
业类专业为主体、制造业服务类专业
为支撑”的特色鲜明的专业格局，现
有国家骨干高职院校重点建设专业 5
个、央财重点支持建设专业 2 个、国
家教育部门全国职业院校装备制造类
示范专业点 2 个、全国机械行业特色
专业 4 个，其中工业机器人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造等专业综合实力处于全
国前列，是常州及江苏地区装备制造
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
地。

二是“内园外站、产教融合”强
服务。学校联合政府部门、行业、企

业共同组建校企合作理事会，下设区
域合作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和专业建
设合作委员会，校内建“产教园”，校
外设“工作站”。依托“内园外站”校
企合作平台，整合校内外优质办学资
源，构建了“四方三层、内园外站、
共建共赢”校企合作模式。牵头成立
了 5 个职教集团、联盟，建立 398 家校
外实训基地、11 个“厂中校”、38 个

“双师”基地。
学校打造了“全方位、多层次、

立体化”科研与社会服务体系，现有

国家级别平台 1 个、省级平台 9 个、市
级平台 10 个。学校获评省科技工作先
进高校、省知识产权工作先进集体、
省高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三是“德技并修、校企协同”育
人才。学校以素质与能力融合培养为
路径，形成了基于全人格育人理念的
课程教学模式。学校获国家级别教学
成果奖 4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3 项。
学校主持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3 个，
其中工业机器人技术专业国家教学资
源库通过国家教育部门验收，工业设

计、机械产品检测检验技术专业教学
资源库获国家教育部门立项，学生获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奖项 41 项。毕
业生就业质量优良，年终就业率均保
持在 98.5%以上，就业满意度和薪资
水平居全国骨干院校前列。

学校以“知行并进，智造未来”
为发展愿景，形成四大双高建设“看
点”。

看模式 看集群 看平台 看服务

一看模式：“三合一、全过程”打
造智造类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重
构人才培养新生态，创新“立德与强
技目标合一、学生与员工身份合一、
学习与劳动项目合一、思想政治教育
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育训模式改
革。营造“知行·智汇”学校文化，
共建岗位实境的智慧教学空间，打造
跨专业跨课程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推
进“三教改革”，建立全过程显性考核
体系，创新人才培养体系。推行“标
准主导、品牌塑造”建设计划，践行

“1+X”证书制度。主持研制智能制造
专业群相关标准，开发资源培训包，
建立职业技能培训品牌基地，探索多

元人才培养路径，成为智造类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高地。

二看集群：“智能制造专业集群”
引领高水平特色内涵发展。围绕智能
制造产业链、技术链、创新链、人才
链，融合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技术，
建立调优、调高、调宽专业群建设机
制，着力打造对接智能制造产业设
计、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的智
能制造专业集群，支撑和引领区域高
端装备制造业发展。以工业机器人技
术、模具设计与制造高水平专业群为
示范引领，编制工业机器人技术等国
家专业标准，带动智能制造专业集
群的特色化发展、高质量发展，努
力建成全国乃至国际知名的高水平专
业群。

三看平台：“智能制造产教园”构
筑产教深度融合共同体。打造“智能
制造产教园”。政行校企共建“人工智
能与先进制造工业中心”和“共享工
厂”，汇聚国内外智能制造技术领域知
名企业，建设一批应用技术中心和“i
创”创客空间，成为资源集聚的磁
场、技术积累的引擎、创新创业的平
台、文化传承的沃土、教师发展的熔
炉、人才培养的阵地；构建“人才共

育、基地共建、人员互聘、信息共
享、协作服务、文化交融”运行机
制，实施“一群一行业、一专一名
企、一师一方案、一生一专项”“四位
一体”产教融合实践模式，建成集成
化产教融合服务新生态，成为全国智
能制造领域产教深度融合的标杆。

四看服务：“技术超市”催生智造
技术成果转化与社会服务。构建服务
供给与转化“项目库”，提供“菜单
式”技术服务。建立国家级别技术转
移中心、教师培训基地，组建“跨界
混编”科技创新服务团队，设立一批
示范智能工程，助力常州特色小镇建
设；成立常州机电技师学院，面向企
业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建设社区
教育“大学堂”，服务学习型社会建
设。

“知行并进，智造未来”，是学校
站在“双高计划”开端的历史时刻，
继承传统、开创未来所作出的关键定
位。学校将建设“智慧教伴+智慧学
伴+智慧伙伴”的智慧校园，为新时
代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常机
电”方案，建成位居全国前列的高水
平高职学校。

（孙晓瑨 陈 翼）

知行并进 智造未来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双高”建设谱新篇

文化传承，理念创新，
校园建设彰显学校发展思路

回 顾 新 北 区 实 验 中 学 的 办 学 历
史，无论身处陋室抑或是现代化校
园，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印刻在每一代
师生的血液之中，实验人始终不忘初
心，以文化育人，践行教育使命。

学 校 依 托 “ 志 道 据 德 依 仁 游
艺”儒家文化，结合学校一直以来重
视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立德树人的办
学思想，提出了以“仁”“艺”为核心
内涵的学校文化，丰富生命内涵，打

磨生命质感，从校园文化建设入手，
打造“润心、明德、敦品、健体、益
智”的“仁艺”校园。

近年来，学校在各级政府部门的
支持下加大投入，有效利用三维空间
对校园文化进行科学规划，实现了校
园整体的绿化、美化、亮化。学校陆
续建设了时光大道、国学故事墙、“仁
艺”学子墙、文化长廊、宣传长廊、
文明椅等文化景观，并扩展学校图书
馆，建设班级图书角、读书吧方便学
生阅读，充分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
除此之外，学校还重视体育、科技文
化场所的搭建，现有射击射箭、手
球、篮球等各类运动场所和科技馆、

创客教室、理化生数字化实验室、农
场等创新教育课程教学基地。

多年的“仁艺”文化环境创建，
使学校的文化形象不断提升，也为生
命的成长勃发创造了一片沃土。在这
样的环境中，教育者关注生命成长、
关注生活质量、激发生命活力，让教
育回归了本源。

六艺启智，科学规划，
课程建设助推核心素养发展

课程建设最终指向是学生的核心
素养发展。作为江苏省科技创新教育
课程基地，新北区实验中学以课程基
地建设为载体，全面提升学校课程文
化的品质。学校结合“阳光、明礼、
运动、好学、创新”的学生培养目
标 ， 进 行 顶 层 设 计 ， 在 “ 礼 、 乐 、
书、数、射、御”六大领域构建了

“仁艺”课程总图谱，充分整合校外资
源，构建了具有共生特色的课程体系。

在六艺课程的规划上，学校根据
每项主题课程的育人目标及其关联进

行区分，将其分为 3 个大类，分别对
照，进行课程设置。“礼”“乐”“书”
三大课程包含礼仪文化、道德修养、
艺术修养提升等，着重于培养学生的
人文底蕴和责任担当。“数”课程包含
自然科学、理性思维等，着重于培养
学生学会学习和科学素养。“射”和

“御”课程，着重于培养学生健康生活
和实践创新。六大课程既满足全体学
生成长的要求，丰富了学生的成长经
历，又为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提供多
样化选择的机会。

除了具有针对性的六艺课程，学
校还积极推进校本课程特色化，形成
了包含选修课、社团活动和研究性学
习三大类型的“生·动”校本课程体
系。学校目前已设置了 30 门左右的
校本选修课程，设计并制作 10 门左
右精品校本课程的课程方案、校本教
材、授课教案以及评价方式等，其中
多本教材被评为省市级精品教学资
源。除此之外，“清荷诗社”“百乐吉
农场”等数十个社团常年开展活动，
充分培养学生个性特长，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以生为本，注重高效，
课堂变革呼唤现代教育回归

在素质教育改革中，学校呼唤课
堂回归，转变教学理念，真正做到将
课堂还给学生。新北区实验中学所推
行的“仁艺”课堂即强调从学生的需
求出发，通过教与学的转变，搭建教
师与学生共同成长的平台，打造开
放、自主、灵动的课堂。

近年来，为激发学生自主成长的
潜能，学校全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加
大硬件和软件的投入力度，将信息技
术与教学深度融合，依托智慧课堂的
创建为学生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学习方
式。信息化教育的实施促进了学校课
堂改革的步伐，提高了课堂教学效
率，加速了课堂模式的转变，打造了
新北区实验中学的教学新样态。在新
的课堂情境下，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
变成了学生对于知识探究的引导者。
在课堂上，教师鼓励学生在对课程内
容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积极思考，提

出问题，并在后续的学习过程中，带
着问题与同学进行合作交流，共同收
集和处理信息，分析并解决问题。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作为旁观者，观察
每一个学生的动向，并适时加以引导
鼓励，让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力
得到提升。目前，学校的“仁艺”课
堂已形成了“源于经验—预设断层—
活动驱动—发展经验”的操作流程，
真正实现了让学生学在课堂、练在课
堂、思在课堂。

驹光五秩过，荷韵满清塘。回首
过往，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发展的
每 一 步 都 走 得 坚 定 而 扎 实 。 学 校
2003 年被评为江苏省实施教育现代
化工程示范初中，2015 年高品质通过
常州市优质学校复评，2019 年被评为
常州市“新优质”学校。展望未来，
学校将一如既往地将传承与创新融
合，坚持品质教学，深化内涵发展，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继续将“仁
艺”教育做深、做远，为每个学生铺
就成长成才的道路，打造一所有生命
质感的学校！

（钱产良 颜淑情）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

品质课程促发展 “仁艺”教育铸品牌

珠海市斗门区实验小学

让孩子在丰富的活动中放飞梦想

常州市新北区实验中学始建于 1968 年，其前身为武进县三井中学。
2001 年，新北区政府部门为优化育人环境、促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而新
建了这所全日制公办初级中学。50 余载风雨的洗礼，新北区实验中学始
终围绕提高办学质量，以五轮主动发展规划为引领，以创建常州市新优
质学校为契机，以提升学校教育内涵发展能力为目标，打造教学特色，
不断给优质教育资源注入新活力，实现了学校的跨越式发展，如今的新
北区实验中学已逐渐发展成为一所实力雄厚、有生命质感的现代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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