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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新
沂市高级中学教师团队凭借着务实的作风、
尚善的情怀，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
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
有”好老师。在教师的影响下，学生也努力
做“真学优生”，真诚为人、真心为学，借
校园沃土，沐师爱春风，绽放生命，竞相生
长。

学校结合学生发展特点，制定学生“三
成”发展目标：高一品格养成、高二正确成
长、高三全面成人。高一以养成教育为主
线，以规则教育为重点，以感恩教育为推
动，以健康教育为保障，培养学生良好的学
习生活习惯、严格的遵规守纪意识、强烈的
知恩图报情怀和乐观的拼搏进取心态；高二
以生涯规划为引领，以自主选课为平台，以
个性发展为驱动，以特长展示为激励，指导
学生全面深入认识自我、挖掘潜能提升自
我、刻苦努力成就自我；高三以理想教育为
主题，以人生教育为主体，以责任教育、榜
样教育为双翼，激发学生时代情怀和家国情
怀，助力学生终身学习发展，培养合格的高
中毕业生。建立学生“三成”档案，记录学

生发展的轨迹和呈现的问题，构架“学校引
力、学生主力、家庭助力、社会借力”的育
人成长体系，服务每一个学生，相信每一个
学生，尊重每一个学生，研究每一个学生，
发展每一个学生，成就每一个学生。

围绕高一学生“学有所会”、高二学生
“学有所长”、高三学生“学有所用”，丰富

开展“三成”德育系列活动，精心组织每月
一事。通过开展徒步远足、红五月合唱比
赛、教师节献礼、中秋节晚会、秋季运动
会、18 岁成人仪式、毕业典礼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让学生不断感受自信，陶冶情操，升
华品质，逐渐形成正确的“三观”。通过系
统体育活动，挖掘体育育人的功能，让学生
在体育活动中磨炼意志、陶冶情操、学会协
作、增强心智，提升学生身心素质，为人生
健康发展奠定厚实之基。通过社会实践活
动，学生陶冶情操，洗涤思想，汲取社会经
验，提升社会实践能力，增强实现中国梦的
社会责任感。通过强化德育主旨，培养学生
良好的道德情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实
现生命与价值观的升华统一。通过开展本
色、红色、绿色、特色活动，不断完善德育

长效机制，着力构建方向正确、内容完善、
学段衔接、载体丰富、常态开展的德育体
系，努力形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
育人的德育格局，增强德育的时代性、科学
性和实效性，深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全
学生生命人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
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
人。今天的新沂市高级中学已经长成参天大
树，大批师生在这里定位了生命的价值，实
现了生命的成长，开启了生命的崭新航程。
学校也连续多年荣获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学
校、江苏省优秀平安校园、江苏省课改先进
学校、江苏省优秀课程基地学校、徐州市教
育系统先进党支部、徐州市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徐州市“学讲”先进集体、徐州市法治
学校、徐州市艺术特色学校等称号，被遴选
为江苏师范大学课改合作学校。

木铎金声，春华秋实，今天，新沂市高
级中学正承载着家乡万千父老的期盼，在时
代发展的大潮里，朝着更高办学目标的彼
岸，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刘东升 叶大伟）

“三成”德育之梦想奠基

江苏省新沂市高级中学

以实育人 木铎金声

江苏省新沂市高级中学坐落于4A级风景名胜区马陵山东麓、千年流淌的沭河西岸，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学校
始建于1956年，60多年扎根乡梓，耕耘沃土，积淀了校训“实”的文化精神，涵养了“充实为美”的校风、“务实尚
善”的教风和“笃实求真”的学风，秉承“立求真尚善之德、树充实为美之人”的教育理念，形成“木铎金声，春华
秋实”的办学愿景，锻造“多彩育人”的办学特色，积极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努力打造文化深厚的特色高中。

孟子曰：“充实之谓美”育“充实”之
人，塑“为美”之魂，是育人的本质，也是社
会的需要。《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
育，遵循教育规律，围绕凝聚人心、完善人
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工作目
标，深化育人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努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为乡村高中“木铎”的继承者，
新沂市高级中学高举立德树人旗帜，坚定培养
全面发展、奉献时代、勇于担当的人；坚持推
进课程育人、榜样育人、文化育人、生活育人；坚
守方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时代育魂。

学校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丰厚内涵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思想脉搏，挖掘
校训“实”的底蕴，物化学校精神，以木铎为

“图腾”，让“立求真尚善之德，树充实为美之
人”落地生根。

学校为每一栋建筑精心命名：基于教风
“务实尚善”，办公楼命名为“务实楼”；基于

学风“笃实求真”，3 栋教学楼分别命名为
“笃实楼”“求实楼”“真实楼”，科技楼命名为
“崇实楼”；基于校风“充实为美”，图书馆命

名为“充实楼”，学生活动发展中心命名为
“丰实楼”，体育馆命名为“坚实馆”。

着眼学校的一草一木，挖掘办学历史，讲

述学校故事。以建校之初师生手植的一株松树
和 8 株柏树作为学校的精神图腾：扎根乡土，
艰苦成长，十年树木，“柏”年树人。以校园
一隅石缝中蓬勃生长的柏树作为师生的精神激
励：热爱生命，憧憬未来，坚定自信，实现价
值。利用校园内道路、建筑和景观，建设历史
文化带、科技文化角、诗词文化墙、乡土文化
亭、名人文化廊、农业文化园、时代文化广
场，熏陶师生、润泽心灵。

在“充实楼”前，安放了一座大型书本状
石雕，上刻孟子所言“君子三乐”——父母俱
存，兄弟无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围绕“忠实报国”“务实
为民”“诚实待人”“扎实治学”“笃实养德”

“充实修身”等六大主题，精选 100 位古今中
外优秀人物事迹；围绕“求真”“尚善”“为
美”3 条主线，从古今中外经典著作中精选
100 句名言——以图、文、刻等形式展于校
园，浸润灵魂。一砖一瓦皆成文，一草一木皆
育人，不断丰厚师生的人文底蕴、磨砺师生的
科学品质、激发师生的家国情怀、增强师生的
时代担当。

继往开来，薪火相传。60 多年来，新沂
市高级中学一代又一代开拓者用务实、坚守和
拼搏的精神，为国家培养了 4 万名全面发展的
毕业生，为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
巨大的力量。

校园文化之写“实”意境

学校整合丰富文化资源，大力推进国家课
程校本化，不断完善课程开发、实施、考核、评价
体系，构建基于 14 个学科、14 个主题的课程体
系，实现每一门国家课程都落地生根的目标。
针对学科特点，按照“人文”“科学”“生活”

“发展”“担当”“创新”六大主题，形成“昨
夜星辰今夜月”“江山如此多娇”等 34 个专
题，开发了“乡土地理”“乡土哲学”“乡土文
学”“乡土坐标”“秀美马陵”“静静的沭河”

“红色记忆”“家乡五千年”“用数字记录时代
的变迁”“走向现代的家乡”“正义之剑”“地
名研究”“生命之源”“民歌研究”“摄影与美
学”“网络时代的美学”“舌尖上的化学”“水
墨浸润生命”“梓墨飘香”“版画研究”“茶文
化研究”“新沂七巧灯研习”“柳琴戏研究”

“新沂大鼓研究”等 95 门课程，打通了所有国
家课程的血脉，形成了“考察”“实践”“研究”3
条动脉，实现了全面转变育人模式的过渡。

学校创建了高品质江苏省“三美”语文课
程基地，以“培养良好习惯、优雅学生言行，抓
好书写教学、传承中华文化，开展经典诵读、陶
冶学生情操”为切入点，内化课堂建设、深化课
程建设、优化活动建设、强化素质建设，让师
生在“美读”“美书”“美行”的“三美”活动
中，开启寻美之旅，奠基幸福人生。

基于“美读”，建成了藏书的“文远阁”
“文渊室”“三到斋”，建设了浅阅读的“美览

区”和深度研习的“研习中心”；基于“美
书”，建成了“墨香馆”；基于“美行”，建成
了“‘三美’广场”“景行廊”“国学大讲堂”

“俊秀录播室”“型秀剧场”“钟吾文化馆”“秀
美马陵馆”和“‘三美’剧场”。

开发了“三美”课程体系，开设了国学
课、经典研修课、高级写作课、书法课、课本
剧表演课、诵读课、器乐课、传媒课、地质考
察课、乡土文化课、野外写生课等 10 多门校
本课程，安排专职或兼职教师进行辅导，培养
了大批学有所长的学生。

打造“三美”成长平台，依托课程基地，
创新学习方式，鼓励师生走出书本、走出课
堂、走出校园，成立了“马陵山物种考察社”

“马陵山地质考察社”；开展“最美诗词朗诵”
“我读李白话题研习”“清明诗话话清明”“诗

词飞花令”“骆马湖湿地考察”“五花山庄地质
考察”等丰富多彩的学科活动。

同时，着眼全面成长，培育合格学生，制
定学生 3 年发展目标。即：一年能讲家乡的一
个精彩故事、能用家乡一种劳动工具、能做家
乡的一道传统美食，做一个“不忘本”的人；
两年学会 3 项运动技能、掌握两项生活本领、
发展一项兴趣特长，做一个“不忘我”的人；
3 年践行一项优秀文化、磨砺一种优秀品格、
取得一个学习成果，做一个“不忘路”的人。
既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也助力学生实现梦
想。

在此基础上，学校着眼乡村学生的习惯，
着手塑造现代社会的规范，着力生活常态的养
成，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其走向未来的幸
福人生奠基。同时，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学
校因材施教，开设了美术班、音乐班、播音主
持班，组建了田径队、篮球队、武术散打队
等，极大地挖掘了学生的潜能，提升了学生的
综合素质。每年有数百名学生凭借特长迈入大
学校门，迈向各自的幸福人生，每一个生命的
特长都得到彰显。

在课程实施中，建立“课程超市”，深化
选课“走班”机制，指导学生网上选课、自主
选班，实施“选择性必修”和“必修性选择”的
双向选择机制，既保证学生广泛参与，也确保
课程质量效果。经过努力，从 2017 年到 2020
年 ，学 生 校 本 课 程 选 修 率 由 73.5% 上 升 到
91.8%，校本课程淘汰率由 22.8%下降到 4.7%，
校本课程整改率由 35.9%下降到 8.9%，学生对
校本课程满意率由 88.4%上升到 98.2%，学生
考核优秀率由 19.7%上升到 38.2%，整体的学
习热情和学习效果得到很大提升。

多元成长硕果累累，2018—2019 年，在
新沂市诵读大赛中，学校连续两届夺得桂冠；
2019 年，在江苏省第二十五届省青少年科技
模型竞赛中，学校代表队取得两金四银一铜的
优异成绩。此外，多个社团在省市比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

以“美读润心、美书养性、美行育人”，
“三美”文化氤氲校园、浸润学生，深化课程

建设、优化文化建设，促进了师生成长，提升
了学校办学品质。

“三美”课程之润心养性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学
质量，学校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成长规
律，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和课堂教学改革，优
化课堂教学行为，构建了和谐、高效的自主
预学、合作议学、拓展深学的“三学”课
堂，全面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教师、
学校的全面发展。

“三学”课堂以学为中心，以“学讲”课堂
实践为基础，积极推进基于核心素养和课程
标准的“学·教一体案六环节”教学模式改革，
力求更好地实现课堂教学改革效益。“学·
教一体案”由课标要求、“三学”目标、学
教建议、学教过程、学教札记构成，旨在提
出学习要求、划定学习范围、指导学习方
法、启发学生思考、帮助学生理解；六环节
是指“明确目标、自主预学、合作议学、拓展深
学、评价反馈、小结反思”的课堂六环节。

课标要求包括课程标准、教材、学情和资
源等。“三学”目标具有导向功能、激励功能、
调控功能，同时具有可检测性，使教学内容的
当堂检测题能够与之相对应。例如数量以
3—4 个为宜，不能太多；内容一般包括知识与
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 3 个维度；
可将学生自学中会涉及的重点、难点以及易
错、易混、易漏等内容作出标注，以便引起
学生高度重视；教学明确具体，而且可操
作、能达成。备课时，教师需针对所教学生
的实际水平，按照预设的教学目标，准确地
为学生的学习目标定位。值得一提的是，“三
学”目标要求用“会背”“会写”“能记住”“能说
出”“会制作”“会设计”“会运用”“扮演”“编
写”等可检测的明确用语，并指出重难点。

学教建议旨在让学生明确所学内容的地
位和作用，应该怎样去学习，怎样才能学
会，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应该怎样去克服
等，为学生提供了有序的学习思路和有效的
指导方法。

学教过程包括明确目标约 2 分钟，自主
预学约 10 分钟，合作议学约 10 分钟 （学生
质疑、教师设疑、生生议疑），拓展深学约
10 分钟，评价反馈约 10 分钟，小结反思约 3
分钟。学教过程是“学·教一体案”的核
心，体现导学、导思、导练的功能。自主预
学包括学生自主读书、独立思考、自主操
作、自主练习等在内的由学生独立获取知识
和技能的过程。

学校在学生中推行“1+1”精准训练、

检测、评价、整改，即 1 个学生 1 个方案，
建立学生巩固训练和实践检验的评测数据
库，通过数据分析和信息整理，发现问题，
对标整改，不断促进学生学习提升的精准
度；在教师中推行“1+N”精准辅导、解
疑，即 1 个教师多套方案，精准落实结对辅
导任务，不断深化课堂学习的成果，拓展课
堂育人的空间。

鼓励学生质疑、解疑，在校园和教室里
开辟质疑栏、张贴质疑榜，指导学生整理质
疑本，倡导学生在自主学习中找问题、亮问
题；丰富组织“质解攻擂赛”“问题辩论
会”“本领交流会”等活动，引领学生在深
入合作、探究学习中解难题、探方法；开展

“质疑明星”“攻擂能手”“真学少年”等评
比，弘扬“真学”榜样的正能量，促进学生
自主学习、主动发展。

在“三学”课堂中，教师变为学生学习
的策划者、组织者、促进者、引导者以及学
生学习方式变革的先行者，借助“学·教一
体案”，将知识点转变为探索性的问题点、
能力点，通过对知识点的设疑、质疑、解
疑，激发学生主动思考，逐步培养学生的探
究精神以及对教材的分析、归纳、演绎能
力。同时，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 6 个要素：
自主学习路线图、知识结构体系呈现表、课
堂展示材料、课堂学习随堂记录、自我反思
小结以及复习巩固学习材料。

为使“三学”课堂提质增效，教师着重

培养学生的学习方法。一种是本学科的研究
方法，如各科教材的各个章节都有意识、有
步骤地渗透了本学科的科学研究方法，使学
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受到科学方法的熏
陶和训练，逐步掌握基本、主要的科学方
法，达到促进知识学习、培养能力和提高科
学素质的目的；另一种学法是学生平时普遍
的学习方法，如阅读的技巧、做笔记的方
法、自主学习的方法、小组合作的技巧等。

同时，发挥教研职能，成立推进“学·
教一体案六环节”教学模式改革研究指导小
组，以教干、名师、骨干为主导力量，激发
全体教师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开设
教干示范课、名师引领课、骨干观摩课，引
领全体教师分步开设达标课、提升课、创新
课，通过评选各级各类优质课，促进“三
学”课堂的教学效能不断提升。发挥集体的
力量和团队的职能，转变集体备课思路，落
实围绕课堂具体问题开展的“研课标—研学
情—研学法”的“三研”备课要求，实现个
体备课通过集体备课生成个性备课的过程，
达到“个人的思路+集体的思辨=个人的思
维+集体的思想”的目标，从而确保教学

“有备而来”和“有效而行”。同时，设立推
进“学·教一体案六环节”课堂教学模式改
革研究专项经费，用于教师培训考察、赛课
活动、课题研究、学科教研、经验交流、资
料编印、表彰奖励等，不断推进“学·教一
体案六环节”教学模式改革与研究。

“三学”课堂之学教一体

教师队伍团结向上教师队伍团结向上

精彩课堂促进成长精彩课堂促进成长

全面育人彰显特长全面育人彰显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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