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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家战略
厚植海军基因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突出海军
特色、厚植海军基因成为学校更鲜明
的特质。

前不久，一场独具特色的“将军
课堂”在学校精彩开讲。课堂上，在
海军一线作战部队多年、在国防大
学等高等军事院校担任客座教授和
博士生导师的钱建军将军为学生们上
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激励大家
脚踏实地，好好学习，做一个自强、
自信、自律的当代中学生。不仅加深
了学生们对国防教育的了解，更帮助
他们构建起用战略眼光看待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让新时代的
学生对肩负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有了
新的认识。

“将军课堂”是学校突出“海军”
特色办学的一个缩影。学校以培养具
有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的优秀学子和

未来栋梁为目标，倡导“智、仁、
勇”文化传统，以海军之魂引领学生
的三观端正和知行合一，以名师之爱
呵护学生的学业成长和习惯养成，以
父母之心关爱学生的衣食住行和身心
健康，践行“融合·共生”教育理
念，与海军、高校携手育人，培养健
康体魄、坚韧品质、良好习惯，让每
个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自己孩子的学校 孩子自己的学
校”，是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的办学理
念。办学模式是“军校模式+全人教
育”，引导学生在互助、友爱中学会合
作，在责任、义务中肩负担当，在学
习、探究中实现自主，在创新、健康
中走向成长，将学生培养成为文化基
础扎实、自主发展全面、社会参与积
极的“海军人”。“来到海军中学，在
军校模式的培养下，我的内务变得更
加整洁、有秩序。”小学部五年级（1）
班学生谢梓涵说，“学校的48个好习
惯、32个好教养提高了我们的自身素
养，真切感受到同学们的和善与礼
貌。丰富的选修课、多元的文化使我
学到更多特长，开阔了眼界。还有我
非常喜欢的各类体育课程，让我拥有
了强健的体魄！自主和谐的课堂氛围

让我快乐学习，全面发展。作为一名
海军中学的创校生，将努力传承海军
中学的荣耀，热爱学校，尊重师长，
好好学习，健康成长为祖国未来的栋
梁。”

本着根植海军、服务海军的情
怀，学校还着力解决海军的“三后”
（后代、后院、后路）问题：为驻地部
分海军官兵子女提供免费义务教育，
为海军官兵家属提供工作机会，为退
伍军人本人提供工作岗位。目前，
在海军中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驻地海
军 官 兵 子 女 占 在 校 生 总 人 数 的
20%，10 余名驻地海军家属入校任
职，协助解决10余名军转、复退军
人就业问题。身为军嫂的教师姜琦
深有感触地说：“学校不仅在学费上
给予我们部队子女全免的政策，让
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还给我们部
队家属提供了更多工作机会，免费
提供教师公寓，让军嫂能陪伴孩子
成长，不言悔，不缺席，为爱人担
负起家庭的重任，让我们为校为家
的同时，更安心，更坚定，为丈夫
是一名海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名师荟萃育桃李
品质管理筑名校

振兴民族的希望在教育，振兴教
育的希望在教师。青岛古镇口海军中
学拥有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学校
先后聘请北京大学、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
等高校的专家学者及熟知区域内教育
的齐鲁名校长组成顾问团队，进行专
业引领，打造海军中学教师“梦之
队”，培育境界高远、师德高尚、言行
高雅、学识高深、能力高强的“五高
型教师”团队。让学校成为教师专业
发展的“加油站”“连心桥”“孵化

器”，这是海军中学打造高品质学校的
必经之路。学校总顾问、心理学专
家、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赵凯教
授先后给教师、家长、学生作了十几
场专题报告，他曾在学校教师培训会
上说：“学校是充满人性的高尚区域，
是引领社会文明的第一平台，教师更
应是学生锻造追求美好人生的益友良
师。我们学校每一名教师都要拥有教
师之道，做到‘修心、精进’。‘修
心’即要有正确的三观、健康的心理
和积极的职业行为；‘精进’即不断强
化专业成长意识，以扎实的专业能力
为国家培养更多的未来栋梁。”作为一
名新教师的丁玉洁说：“一个人遇到好
教师是人生的幸运，海军中学就是这
样一所培养好教师的学校，入职后学
校多次组织全体教师进行集中培训和
教学比赛，手把手精细雕琢教学中的
各个环节，让新教师减少了角色转换
的紧张感，增强了教学有效性，尤其
是与名师面对面交流，更是开阔了眼
界，拓宽了思路，增长了知识。”

在高品质管理方面，学校以“军
校模式”培养学生，通过军事教育、
文化教育、品德教育相结合的方式，

“野蛮其身体，文明其精神”。军事教
育即通过军体操练、军队礼仪、军事
劳动、军事知识、尚武精神等形式，
使军魂浸润每个学生的身心；文化教
育即通过基础课程、特质课程和发展
课程，固本夯基，实现绿色高质量发
展；品德教育即通过爱心公益、义务
劳动、社会实践等增强学生社会责任
感，培养家国情怀。学校总教官邵军
说：“我会把部队的好作风、好思想、
好经验、好传统，通过实践有效融入
到学校管理中，按照‘内务、队列、
纪律’条例指导学生，从起床、内务
整理、早操到就寝，基本按部队要求
规范学生的行为，将部队的组织纪
律、生活有序、作风严谨等融入学生
的日常生活。”

在日常教育中，学校引入全人教
育理念，实施五育并举“三合一”模

式，集自主管理课程化、培优补弱个
性化、特长培养精品化“三位一体”，
为学生的文化学习和特长培养提供一
站式服务，促进每个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真正实现全科
全面全员育人。

一所优秀的学校不仅需要高品质
的“软件”支撑，同样需要高品质的

“硬件”环境。走进青岛古镇口海军中
学，可见校园规划“动、静”搭配、

“学、宿”对应，既自成一体，又相互
连通。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一栋栋
英伦风格的建筑巍然傲立，散发着优
雅的文化气质。

学校教育教学设施配置高端，特
色场馆一应俱全，艺体中心高端大
气，学生公寓温馨典雅。其中，体
育馆配套设施遵守“高标准、高品
质、高环保”的原则，场地面积5000
多平方米，包含游泳馆、篮排球馆、
乒乓球馆、羽毛球馆、健身房、击剑
馆、跆拳道馆、壁球馆、攀岩区等，
学校艺术楼同时配有钢琴室、瑜伽
馆、舞蹈室、美术馆、小剧场等各类
艺术场馆，可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的
兴趣课程。

在“责任 品质 荣耀”校训引
领下，学校不盲目追求做大，用质
量、品牌、信誉追求品质，全力打造
优质的小学、初中和高中。

“五星勋章”课程
助力多元发展

把海军基因深深刻在骨子里的青
岛古镇口海军中学，创新设置富有海
军特色的“五星勋章”课程体系，包
括阅读工程、体艺“2+2”、进阶英
语、研学旅行、志愿服务5项评价指
标，并根据学生的达成情况设置6级
勋章。同时，从基础课程、特质课

程、发展课程三方面提供量身定制的
课程教学，为每个学生的主体发展创
造自由空间。

基础课程即国家地方课程，通过
校本化实施，科学与人文相结合，涵
养学生的科学、人文素养；特质课程
即国防海洋课程，通过普及化实施，
把在生活上的内务标准、学习中的严
谨有序、日常行为的礼仪教养、48个
好习惯等军校模式融入学生成长的每
一个细节；发展课程即未来领导力课
程，通过自主化实施，开设阅读、体
育、艺术、心理、思辨力、环境等60
门选修课程，实现学生的主体多元化
发展。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是学校更为
看重的。在这所学校，学生就是学校
的主人，学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主动创造力，挖掘学生自主管
理、自主学习的潜能，培养其独立精
神，实现主体发展。

军民融 合 是 国 家 战 略 。 生 于
斯、长于斯的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理想信
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传承海军
基因，立志肩负起服务国家战略、
服务海军官兵、服务地方社会的时
代重任，在探索国防教育与基础教
育深度融合的道路上走在前，作表
率，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
养“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
惧”的有用人才。

“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
也。”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通过全员德
育、全程培育、全人教育推进德育教
育，以国防海洋课程、学科素养课
程、未来领导力课程为主线，构建起
了军魂铸人、学科育人、多元树人的
三大德育课程体系。

新时代，新教育，新使命。青岛
古镇口海军中学将用责任塑造品质，
用品质成就荣耀，做有底线、有良
知、有尊严的教育，办始于善、兴于
爱、达于真的学校。

（汤健辉 秦会亮）

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

融合共生教育范本 未来栋梁培养摇篮

“悠悠琅琊台，清清灵山湾，校园在那云海间；巍
巍大珠山，灿灿金沙滩，我们扎根在齐鲁。”青岛古镇
口海军中学就坐落在这绝美的山海之间。

青岛古镇口海军中学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是
由政府部门主导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建设的一所K-
12学校，是全国首所以“海军”命名的军民融合
学校。她承载着服务海军、为驻地官兵子女提供义
务教育的重要使命，于2019年9月荣耀诞生，旨
在打造富有鲜明海军特色的品牌学校，在
探索国防建设与基础教育深度融合的道路
上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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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第二实验小学

让儒雅教育为学生成长增色添彩
书香浸润 徜徉诗画意境之中

儒雅教育是指通过以人为本的教育，培养仪
表优雅、内涵博雅、谈吐文雅、举止典雅、气质
高雅的人，提高环境育人功能是学校的不懈追
求。在晋源实验二小，随处可见学生读书的身
影，随处可感知学生温文尔雅的气度，随时可闻
的琅琅诵读声让人仿佛徜徉在古文诗画的意境之
中。据了解，晋源实验二小十分重视环境课程建
设：学校操场围墙上古诗文环绕，营造了经典诵
读氛围；教学楼内，结合各年级学生特点，张贴
悬挂了经典古诗、成语故事、名家名句、诗文赏
析等，每层楼道设置书吧，教室内设置小书柜，
摆放各类经典书籍，将教育融入环境，为学生营
造浓厚的诵读氛围，使校园洋溢着优雅的经典气
息，形成一股无形的力量，浸润、熏染着学生的
精神世界。

在充分利用古诗文经典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

的同时，晋源实验二小还通过设立“礼仪教育”
专栏、悬挂温馨标语、开展“家长开放日”活
动、定期召开家长培训会、建立“亲子共读”制
度等形式，为学生成长为“儒雅少年”创设了浓
厚的氛围。

“腹有诗书” 发挥潜移默化之功

校本课程是学校特色建设重要的载体。晋源
实验二小坚持大课程观，坚持古诗、礼仪“双线
并行”，将环境课程、校本课程、国家课程、活动
课程统整结合，形成了多元课程体系。

学校开发了《中华古诗文诵读》系列校本教
材共12本，作为小学6年的诵读教材。教材在选
文上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的必读篇
目一致，在组织形式上采用注音读本，并配有简
单注释，便于学生诵读。为配合校本教材的教
学，学校组织了晨读吟诵、路队吟诵、诵读比
赛、主题诵读等系列古诗文诵读活动，引导学生

对校本教材进行拓展延伸。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兴趣爱好，以个性化方式呈现对诵读诗篇的理
解，可以诗配画，可以谈自己对诗文的理解，可
以写朗诵之后的感受，可以改编故事，还可以摘
录佳句美文，在拓展延伸中实现积淀、深化和提
升。同时，学校还开设了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
涉及体育、音乐、美术、科学、英语、语文等多
个领域。其中，特色社团“阳光国学读书会”以
《三字经》《论语》等国学经典为内容，进行诵读
展示，开展古诗文竞赛，潜心发展学生的国学素
养，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校
训。

德育引领 奠定儒雅人生之基

“礼仪教育”是“儒雅教育”的重要内容。围
绕“礼仪教育”的主题，晋源实验二小形成了以
一个理念贯彻始终、两个月份重点强化、三个环
节促进落实为主要内容的德育系列课程，将上课

上操、入校离校、环境秩序等作为突破口，帮助
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围绕“儒雅教育”的
主题，学校还设计开展了古诗文星级达标、养成
教育冠军赛、个性模范评选及主题队会、法治宣
传日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主题各异的德育活
动，既为学生搭建了锻炼成长的平台，也促进了
学生道德行为的转化，为儒雅人生奠定基础。

……
在坚持开展“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活动”的

实践中，晋源实验二小“儒雅教育”的办学特色
不断凸显，打造特色名师、提高教学质量、创建
和谐校园的步伐不断加快，并多次获得“中华古
诗文经典诵读全国优秀学校”“山西省语言文字规
范化示范校”“太原市平安校园”、太原市“三育
人”先进集体、太原市优秀传统文化示范校等荣
誉，逐步实现了“知书达礼、学识渊博、体健心
雅、多元发展”的培养目标，进一步勾画出了

“儒雅少年”的美好形象。
（冀夏青 张云岗 胡晓方）

全国教育大会指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而以打造儒雅教师和儒雅学
子为目标的儒雅教育，正是
以人为本、提高综合素质的
应有之义。坐落在蒙山脚
下、晋阳湖畔的山西省太原
市晋源区第二实验小学，在
中华古诗经典诵读项目中，
逐步打造以“习中华经典，
润儒雅人生”为理念的儒雅
教育，在“静雅”“博雅”

“文雅”的校风、教风、学
风定位下，努力培育“儒雅
课程、儒雅课堂、儒雅校园
文化和儒雅教育”，不但丰
富了学校的精神风貌，而且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文
明素养与道德情操——

家校携手 合作共赢
——河北省玉田县第二中学开启家校合作新模式

统筹谋划
健全家长委员会组织机构

家长委员会是加强学校和家庭交流的一个很好的平
台，为此学校出台了《玉田二中家长委员会设置与管理办
法》，逐级建立了班级、年级、学校三级家长委员会，实行

分层管理的模式，为家长参与学校管理搭建了平台。每学
期每个年级至少召开一次家长委员会会议，让家长参与学
校管理，有效体现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知情权、评
议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因地制宜
努力搭建家长参与平台

1.始终坚持家长“四走进”活动，并形成制度
家长“四走进”活动，即让家长进校园、进教室、进

餐厅、进宿舍。让家长走进课堂与孩子和教师“零距离”
接触，让家长走进餐厅和宿舍，真切地了解孩子的生活起
居情况，使学校各项工作全部在阳光下运行, 增加了学校
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了教师工作的热情。为推进这项工
作，学校将此纳入班主任量化考核方案，每学年，家长进
校园活动累计7000余人次参与。

2.邀请家长参加系列化主题教育，共享和谐氛围
学校经常邀请家长参与学生的各项主题活动，让家长

亲身感受孩子的成长过程，拉近亲子距离。学校开展的活

动有：“家校联系”主题活动，通过制作家校联系卡，让家
长了解孩子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成长心连心”大型公益
活动，让学生学习如何接纳、关心别人，感受沟通、信
任、支持和欣赏的力量；“青春无染”主题活动，就孩子正
面情感价值观的形成与家长进行正面沟通，与家长合力促
进学生健康成长；“家校携手，共同英才”主题活动，以学
生取得的进步和暴露的问题进行家长培训讲座，使家长成
为学校的“左膀右臂”。

3.定期举办家庭教育培训讲座、亲子活动
为了更新教子观念，传授科学方法，提高家长素质，

学校还定期举办家庭教育培训讲座及开展亲子活动。学校
多次邀请家庭教育名家郭玉红校长进行家庭教育公益讲
座；联合市妇联举办了家庭教育知识系列讲座；邀请北京
商鲲教育集团教育专家焦俊为高一新生及家长传授感恩教
育经验；两次联合天津的公益组织举办以“成长心连心”
为主题的大型亲子公益活动等。

4.尝试家长义工制, 创建了家长义工团
每天安排两名家长到校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对学生学

习、生活，教师办公，校园卫生、安保等工作进行督促与

检查，使义工精神逐渐渗透到学生内心深处,实现了言传身
教与家校合作的有效同步。

助力发展
发挥家长的独特资源作用

每学年开学初，学校都更新家长资源库，合理依托和
利用家长的资源优势。例如，由家委会主动发起成立的

“资助帮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委员会”无偿资助了学校多名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校墙外绿化使用的沙土由家长无偿
送到学校；“援教委员会”无偿为学生作法治报告、知识讲
座，等等。

多彩的家校共建活动使家长由教育的“看客”，变成学
校教育的“当事人”，从某种意义来说，从学校的对立面变
成了学校的忠实同盟者。省教育部门领导对学校“四走
进”活动及晒家风、传家风、践家风、展家风“家风”系
列主题活动的开展给予了高度肯定。2019年6月学校被授
予“河北省中小学示范性家长学校”荣誉称号。

（陈福广）

河北省玉田县第二中学坐落在燕山脚下美丽的双城
河畔，是河北省示范性高中、河北省教育管理工作先进
集体、省级园林式单位、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省
示范性家长学校、唐山市基础教育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唐山市名校。2012年新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全校师生
砥砺奋进、和而不同，实现了从平凡到优秀、从优秀到
卓越的发展历程。

近年来，为贯彻落实“注重家庭 注重家教 注重
家风”的理念，充分发挥三位一体的育人作用，学校始
终把家庭建设作为学校建设的基础工程，多措并举，搭
建平台，深化与家长的交流互动，谱写出了学校改革发
展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