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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先行
细节入手培养“善美”少年

林璇校长表示，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培养
品学兼优的学生队伍，是学校发展的根本出发
点。

在具体实践上，库坑小学以“善美育人”
理念为指引，以抓好学生良好的品德行为为基
调，品学兼行，着眼于学生终身发展。

加强学生养成教育，培养“品行高尚、情
趣高雅、尚美乐群”库小人。学校进一步完善
星级晋级评价体系，从卫生、书法、文艺、体
育等多个维度入手构建综合评价机制。采用

“体验式”的德育方式提高德育的实效。
主抓四个教育，培养学生品德素养。
学校生源多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弟，针对这

种情况，学校狠抓四个教育：文明礼仪教育
——星级文明班评比，班级文化教育——“最
美教室”评比，生活教育——给书包减负，劳
动教育——垃圾分类。

创新综合评价体系，助力学生全面发展品
德素养。

秉承“善美”理念，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
设置“善美少年”学校全面发展奖，“三好学
生”班级全面发展奖，“优秀少先队员”“优秀
班队干部”等专项榜样奖，“学习之星、文明

之星、环保之星、体育之星、文艺之星、书法
之星、劳动之星、诚信之星”等养成教育示范
生奖项。

2019年9月25日，龙华区小学“教育质量
提升”系列论坛之“德育论坛”在库坑小学隆
重召开。林璇校长作了“从细节处发力，提升
德育实效”的经验介绍，受到广泛好评。

教师先行
教师队伍整体发力

在林璇校长看来，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教师的整体素质决定了学校发展水平，是学校
的基石和灵魂，因此，培养优秀师资队伍成为
库坑小学的首要任务。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教育教师常怀“三
心”——爱心、耐心、信心，以爱之名与学生
交流，心怀耐心处理事务，并持一颗向上之
心，做一个健康向上的合格老师。

学校专门开设“善美”讲坛。通过这个特
别的讲坛，教师们可以相互交流学习，取长补
短，练就教书育人的好能力。

开展校内“奋进杯”“三课”教学比赛。3
年来，教师在教育教学能力竞赛中，整体发
力，硕果累累。查思慧老师、梁丽云老师、许
美新老师、胡英明老师、郭亮老师、陈佩岚老
师、谢云杏老师、郭莹莹老师、黄金玲老师、
黄桂财老师、黄洁丽老师等在省级、市级、区
级各类竞赛中斩获佳绩。

2018年9月，在龙华区“锵锵三人行”比
赛中，黄秋发、林佳凡、林凯燕等几位老师展
示了库坑小学教师团队的风采，更展现了作为
教育工作者的智慧，取得了全区小学组一等奖
的好成绩。优异的成绩，源于库坑教师团队的
智慧，更源于库坑教师长此以往所形成的强大
凝聚力。

2018年11月，黎娜老师、许美新老师参
加第十六届全国小学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优质
课大赛荣获一等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12月，胡英
明和郭亮两位老师还代表龙华区参加了深圳市
第八届中小学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占了全区
参加人数的近一半。最终，两人不负众望，分

别获得了本次比赛的二等奖和三等奖，成绩喜
人。

一流教师队伍素质的打造，为培养“善
美”学子打下坚实的基础。

特色先行
啦啦操全国冠军，书法走向世界

林璇校长表示，学校始终以美育为核心，
全面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3年来，库坑小学以书法艺术特色教育为
核心，形成了卓有成效的书法、啦啦操和体育
特色，成为库坑名片。

修建诗歌文化书画等艺术长廊，结合国学
文化对心灵的滋润功能，全面营造以“艺术”
与“书法”为核心的学校育人文化氛围。

实施书法特色教育。学校被评为全国少儿
书画教育“优秀实验基地”、深圳市书法教育
研究的重点课题单位、龙华区书法特色学校、
广东省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书法教学
成绩斐然，师生书法作品还被送往日本、美
国、匈牙利等国展览。书法教师陈重佐荣获第
八、九、十届广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
教师组特等奖。

啦啦操队伍作为学校艺术特色项目成立于
2017年3月，队员以三至五年级学生为主。

2019年5月25日，库坑小学啦啦操队远赴

海口参加由国家体育部门体操运动管理中心主
办、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承办的2019年全国啦
啦操联赛，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4支
队伍、1000余名运动员参加。库坑小学健儿们
技压群芳，摘得公开儿童集体花球自选动作比
赛冠军。

啦啦操荣获全国冠军，书法走向世界。库
坑小学的艺术特色教育成为了学校响当当的金
字招牌。

双语特色
用英语教授数学

用英语教数学，这是深圳市库坑小学“双
语”班上独具一格的教学现象。

为培养具有国际素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
民，2017年秋季，库坑小学经过教育考察、专
家论证和前期筹备，历时一年，正式开办“双
语”实验班。

目前，库坑小学一、二、三年级分别有两
个“双语”实验班，随着“双语”班的实践，
未来“双语”教学将会在库坑各年级全面开
花。据悉，学校“双语”教师师资均为毕业于
国内重本院校的优秀教师，其中拥有硕士学历
的“双语”教师占50%。近两年来的各项数据
显示，二、三年级“双语”班的学生英语综合
能力和学习效果均优于普通班级。

科技特色
STEM课程融合多学科

库坑小学为了打造科技特色，引进了新的
课程科技STEM。

科技老师陈思瑶说，科技STEM是将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工程 （Engi-
neering）、数学 （Mathematics） 有机地融合在
一起，形成一门综合性学科，对于锻炼学生的
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起到了关键性
作用。不同于以知识脉络为逻辑开展的传统课
堂教学，STEM课程是以问题为导向的项目型
学习，核心是基于跨学科知识综合运用去解决
真实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综

合素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跨学科的项目式综合学科，培养了学生的

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

课程
“善美”校本课程体系

在林璇校长看来，课程具有育人的功能，
库坑小学在创造性实施国家课程基础上，创造
性地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善美”校本课程体
系，引导学生重德行、实基础、拓能力、育特
长、增素养。

“善美”校本课程体系包括四大领域：一
是善学，主要是学科教学，例如阅读与写作、
数学与生活等；二是善行，主要是德育课程，
例如成长教育与积极发展、社团活动与班级教
育等；三是和美，主要是安全信息课程，例如
交通安全与文明出行、网络安全与信息文明
等；四是艺美，主要是艺术特色，例如手艺课
程、美形课程等。

在这一体系中，学生是盛开的花朵，万紫
千红。“善美”校本课程体系，为学生成长提供
全方位的养分。“善”有善良、擅长之意。为人
最贵行知合一，知行相长。善行之中体验“真
知”，“善学”之中增长“灼见”。“美”含“美
好”“美丽”之韵。

学生是成长中的大树。库坑小学通过“基
本课程”学习，夯实基础（必修课程），通过

“拓展课程”发展学生综合素养（选修课程），
通过“专长课程”培育学生个性特长。

课题
以教促研以研促教双管齐下

近3年来，库坑小学已结题课题9个，目
前还在研究中的课题8个。其中，国家级别课
题1个，市级课题1个，区级重点课题1个，
一般课题5个。

林璇校长到任后非常重视学校的教科研，
坚持“以教促研，以研促教”双管齐下，两手
都抓。林校长坚持深入课堂听课，为青年教师
们一对一评课，立足库坑小学实际情况，结合
目前学校实际，带领学校骨干教师申报国家级
别、市级、区级课题3个。

区级重点课题“小学名师专业发展的制
约因素研究”是林校长到任后首个牵头申报
的课题，结合学校青年教师比例较大的现
状，面向广大青年教师，为他们指引前进的
方向。立足学校英语课堂实际，抓住典型问
题，林校长带领英语教研组全体老师申报了
国家级别“十三五”规划课题“思维导图在
小学中年级段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践研究”，
旨在推进学生英语阅读能力的提升，从而提
升其英语综合素养。

林校长是深圳市第四批名师、龙华区小学
英语学科带头人，到任后非常重视库坑小学各
学科教研组建设，参加各学科教研组集体备
课，深入课堂指导，听课、评课、议课，为科
组老师们诊断课堂指引方向。

林校长到任这几年中，库坑小学的教研氛
围有了进一步的提升，教研成为了大部分老师
的自觉行为。

在过去的3年中，库坑小学师生获得区级以
上奖项共计425人次。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学生学业成绩进步明显。

课堂
创新实践“五步助学”课堂教学

林璇校长说，库坑小学从“善美”办学理
念出发，不断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形成了以

“预学、互学、导学、拓学、延学”为基本环
节的“五步助学”课堂教学模式。

预学——课前利用以“预习案或导学案”
为主的助学支架，让学生在建构新的知识框架
前，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而是为了改变传
统“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实现省时增效的课
堂模式。

互学——课上预留5—10分钟的时间，利
用同伴资源互助“传帮带”的“生生互动交
流”的方式促进学生学习。

导学——在“先学”的基础上“以学定
教”，围绕教学重点难点进行“师生互动交

流”，围绕重点问题应重点提问，力争当堂掌
握。

拓学——从学生的学情出发，让学生适当
拓展知识面、拓宽思维，将课本所学与课外知
识相结合，实现举一反三。

延学——帮助学生养成课后自觉复习、回
顾、整理知识的习惯。培养学生自主研学、延
学的习惯，为其终身发展服务。

学校以课堂行为习惯的养成作为切入点，
推进助学课堂的深化，以此培养学生良好的合
作习惯、思考习惯、倾听习惯、朗读习惯、表
达习惯、讨论习惯、书写习惯、演唱习惯等八
大习惯，以培养有“善心、善言、善行、善
学、善思、善果”的六善学子为目标。

教师发展
多才多艺教师群体

教师发展决定学校发展。
库坑小学通过多元举措提升教师素养，打

造优质教师队伍，涌现出以善育人、以美启
智、多才多艺的教师群体。

陈重佐：连续3年获省赛特等奖
陈重佐，广东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在“一

笔一画写好字，一生一世做真人”的校训基础
上扎实推进书法教学。荣获第八、九、十届广
东省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大赛教师组特等奖，
第八届深圳青工书法大赛一等奖，深圳特区报
首届读者书法大赛一等奖。

辅导学生吕岚心荣获第九届广东省中小学
规范汉字书写大赛小学组特等奖，彭依颜同学
捧回了第五届大赛仅有的特等奖。

郭薇：入选粤课堂示范课
郭薇老师疫情防控期间在家专心研究制作

微课的方法，录制的一年级课本课“大嘴巴纸
玩偶”和六年级的自编课“在家学画之盘子山
水”上送龙华区云校课程。

这两节微课选送到广东省“粤课堂”做示
范课。并如期在省平台直播，让全省的小朋友
们都在电视上感受了美术课的魅力，也从中感
受到了她传达的“以美育人 善美与共”理
念。

胡英明：歌曲登上学习强国
胡英明老师表示，有爱才会有教育，要真

正落实“善美”教育理念，就必须坚持以善育
人、以美育人。

荣获2017年度中国雅马哈管乐之星优秀
指导老师、龙华区第八届音乐教师基本功大赛
全能一等奖，歌曲《心中的家》荣登2019央
视“百花迎新春”全民电视网络春晚，歌曲
MV登上学习强国平台和各大视频网站，《前海
之歌》荣获“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前海合作区”
主题形象歌曲。

黎娜：全国优质课赛一等奖
2018年11月，在全国信息技术与学科融

合优质课大赛中，黎娜老师所讲的“填数游
戏”微课荣获一等奖。

“填数游戏”这节微课通过喜羊羊和灰太
狼的动画故事导入，通过数学游戏渗透数学文
化教育，使孩子们感受到数学的乐趣。

梁丽云：善美库小感恩遇见
梁丽云老师表示，善美库小，感恩遇见！

在这里，有收获，有成长，有前行。
梁老师担任二年级四班的班主任，班上的

文化墙曾在一天内被林校长多次拍照分享。小
小的分享，激励梁老师不断优化创新班级文
化。开展了“遵守班规是快乐”的班级活动，
在班级设置了“小小心愿墙”等，切实为学生
走向善美人生厚基。荣获2018年龙华区班主任
技能大赛一等奖、教研课赛一等奖。

林佳凡：闪亮班主任班级优
林佳凡构建和谐向上的班集体，她所带

的班多次被评为校级文明班。培养出“书法小
法人”朱丽杰、龙华区“美德少年”蔡萍、

“文学小作家”沈妙妙、“体育健将”何信达
等。

林老师参加龙华区小学“道德与法治”
微课比赛获一等奖；获评龙华区“优秀教
师”；荣获龙华区第二届班主任节之“锵锵三
人行”汇智大赛一等奖，荣获“闪亮班主
任”称号。

学生发展
培养全面发展学子

学校始终践行“一笔一画练好字，一生一世
做真人”的校训，善美童年，快乐成长，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正在库坑小学不断涌出。

杨德霖：南粤最美少年
2019年3月23日，库坑小学学生杨德霖参

加龙华区教育部门组织的第四届发现“最美少
年”评选，获美德少年组冠军；代表龙华区参
加广东省“南粤最美少年”选拔，并最终荣获

“广东省优秀少先队员”称号。
作为库坑小学善美学子的优秀代表，杨德

霖同学不仅在学业上刻苦努力，在个人特长上
精益求精，同时还积极参加各项义工活动，是
同学们学习的榜样，更是库坑小学的骄傲。

程曦云：发明夜间探测仪
在“以善育人，以美启智”办学理念引领

下，库坑学子奋发向上，创新实践，交出了合
格的答卷。程曦云同学就是一个代表。

在2018年龙华区首届“智造未来”小学
低年级科技创新作品大赛中，库坑小学程曦云
同学和爸爸携手发明的“夜间探测仪”赢得了
评委的青睐，荣获特等奖。

杨雯茵：校园“飞人”全面发展
龙华区中小学田径运动会上，库坑小学杨

雯茵同学夺得60米、100米短跑冠军，成为名
副其实的校园“飞人”。

现正在上六年级的杨雯茵同学说，她是库
坑社区本地人，平时喜欢锻炼，语文、数学、
英语等学科成绩也很棒。

“在家门口的学校上学6年，感到学校环
境越来越好了，学习氛围越来越好了！很开
心！”杨雯茵充满自豪地说。

朱丽杰：作文获深圳特等奖
2019年5月，库坑小学五（1）班朱丽杰同

学在第二届“读者杯”主题征文大赛中，凭借
《恋上一座城——深圳》荣获仅有的特等奖。

“深圳在一步步地向前，曾经的渔村已经成
为国际化都市了，孩童在无忧无虑地成长，大人
们在拼搏奋进，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共同构画了一幅和谐的篇章。”

这是朱丽杰同学在作文中所发出的心声。
（雷小林 廖振辉 曾 琴）

善美教育氤氲师生共成长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库坑小学发展实录

初入深圳市龙华区库坑小学，感受到的
是一片宁静与祥和：校园内树木葱茏，布局
清幽别致，教房书馆，书声琅琅，立柱回
廊，翰墨飘香。

曾几何时，这所地处深莞之交的村小还一
度寂寂无名，而如今，在现任校长林璇倡导的
“善美”理念的引领下，库坑小学已然旧貌换新
颜，不但在教育教学质量上出现可喜的变化，
同时也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学生与家长们的
认可。近3年来，学校多点开花，喜报频传：

2018年6月，学校被评为龙华区首批艺术特
色实验学校、区传统文化重点项目（戏曲）进校
园试点校、区垃圾分类示范学校。

2018年10月，学校荣获龙华区武术操比
赛特等奖。

2018年11月，在全国信息技术与学科融
合优质课大赛中，黎娜老师、许美新老师荣
获一等奖。

2019年3月，善美学子杨德霖入选2019
年“南粤最美少年”。

2019年5月，学校啦啦操队参加由国家
体育部门举办的全国啦啦操联赛，摘得公开

儿童集体花球自选动作冠军。
2019年5月，荣获龙华区中小学生田径

运动会入场方正队评比一等奖。
2019年6月，朱丽洁同学的作文《恋上

一座城——深圳》，在深圳市第二届“读者
杯”比赛中荣获小学组仅有的特等奖。

2019年7月，胡英明老师创作深圳市龙
华区教育主题曲《积极·梦想》，歌曲MV登
上学习强国平台。

2019年9月，林璇校长荣获龙华区优秀
校长称号。

2019年9月，龙华区小学“教育质量提
升”系列论坛之“德育论坛”在学校召开，
林璇校长作经验介绍。

2017年—2019年，陈重佐老师连续3年
获第八、九、十届广东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
大赛教师组特等奖。

2020年3月，郭薇老师的自编课“在家学
画之盘子山水”和课本课“大嘴巴纸玩偶”被
列入广东省“粤课堂”示范课。

2020年9月，学校被评为龙华区教育工
作先进单位。

这是学生、教师、学校共同成长的华丽
样本，一所位置偏远的原村小，缘何变化翻
天覆地？

林璇校长说，库坑小学是一所有着73年建校
史的老校，历史悠久，内涵深厚。2017年11
月，当她初到库小担任校长时，思考的首要问题
便是将库小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科学的教育理念相
结合，让老校焕发新颜。

经过仔细论证，多方探索，林校长在原来
的校训“一笔一画写好字，一生一世做真人”的
基础上，提出了以“善美”为核心的办学理念，
以“为每个学生走向‘善美’人生厚基”为办学
宗旨，以培养有“善心”、说“善言”、做“善
行”、行“善为”、得“善育”、获“善果”的21
世纪善美学子为目标，大胆提升学校管理和教学
模式，为库小的未来发展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在坚持德育先行、教师先行、特色先行
的基础上，学校在善美课程、助学课堂、艺
术书法、双语教育、体育特色、科技创新等
方面走出了新路。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库坑小学，寻访学
校巨变的活力之源。

更名碧澜外国语小学
祝福学校越办越精彩

2020年9月29日，深圳市龙华区库坑小
学正式更名为深圳市龙华区碧澜外国语小学。

碧澜外国语小学始建于1947年，其前身
为济月学堂。学校至今已有73年的历史。在
这73年中，特别是近年来，在市、区教育部
门的正确领导下，在街道、社区等地方有关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学校已由原来的村小发
展成为一所办学规模逐步扩大、教育教学质
量迅猛提升的现代化学校。

校长林璇表示，将真抓实干，不断探索，
努力办出一所名副其实的外国语小学；同时学
校将牢牢把握地处深圳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先行示范区的地缘优势，着眼于深圳市经济
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的新要求，坚持不懈地推
进“双语”教育课程改革，重视和加强双语师
资队伍建设，深入、持久开展与佛山、中山、
珠海等双语教育实验学校的合作与交流，建立
健全“双语”教育的校本教研机制，持之以恒
提升双语课程教学质量，为培养具有民族情
怀、国际素养、全面发展的未来人才作出积极
而富有成效的探索，不断扩大“双语”教育的
班级数，让更多的龙华学子享受具有普惠性质
的“双语”教育，努力将“双语”教育发展成
为学校作为外国语学校的办学特色，争当全区

“双语”教育课程改革的开路先锋，影响和带
动更多学校的“双语”教育课程改革；将挖掘
潜力，深化当代国际正在兴起和日趋普及的
STEM课程，努力实现STEM课程与多学科课
程的融合，奋力打造学校科技特色，锻炼学生
的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

新的碧澜外国语小学已经起航，让我们
祝福她的未来越来越精彩！

学校行政班子学校行政班子

林璇校长和学生们在一起林璇校长和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