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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实务·

作为一所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于 1927 年亲手创办的学校，历史可谓
悠久。近几年，南京晓庄学院附属小学

（以下简称“晓院附小”） 一直在探
索、践行一种全新的“生活·实践教
育”——针对现实中教育与生活脱节、
学校与社会脱节、教学与实践脱节的现
象，主张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
存即共进、实践即教学、世界即学校、
创造即未来等理念，建构并实施指向

“生活·实践”的三级课程，以改革推
动对陶行知先生生活教育思想的传承与
创新。

“人文审美”“科学探究”“健康生活”
“实践创新”四个课程群，“星光科技”“阳
光阅读”“阳光体育”三项工程，“道德教
育主题”“劳动教育”“体育与艺术2+2技
能发展”“社团活动”四大方案，构筑起学
校的整体教育框架。

统合国家课程资源，实
现课程品质化

在实施国家课程的过程中，晓院附
小结合师资、学校和社区资源优势，进
行了国家课程校本化、品质化的二度研
发。如在体育课程中进行“活力篮球”
校本课程研发，将篮球基础训练、篮
球技巧传授、篮球操、篮球跑操、花样
篮球等多种内容进行统整，利用体育
课、体育社团、体育大课间等时段进行
篮球训练，既保障了学生身体素质训
练，又拓宽了孩子们的体育视野，激发
起他们的运动兴趣。大课间时间，学校
三片操场迅速集合起的全校 1000 多名
学生人手一只篮球，随着音乐响起，每
个孩子娴熟地拍球、运球、传递、抛接。
篮球落地的声音非常整齐，每一次落下
都如同响彻天地的锣鼓。而且，三套篮
球操中有一套使用了“三字经”的背景
音乐，每一次球落地的声音都正好踩上

“三字经”韵脚，动感的运动与传统的经
典竟然结合得如此融洽。技巧性这么高
的运动怎么变成整齐划一的课间操？那
是因为我们的“快乐篮球”对一到六年
级共 12 个学期的课程内容、规划、实
施都进行了详细编排，所以孩子们才会
有这样的呈现。

同样，在美术学科，学校加入了
泥塑彩绘课程，在音乐学科开设了童
声合唱课程，这些既是对国家课程的
有益补充，更是对国家课程校本化、
品质化的有益探索。学校打造了古色
古香的墨香园作为书画天地，孩子们
可以来这里赏画作画。老师们搜集来
各种各样的石头，让学生自由挑选挥
洒泼墨。结果，石头变成了有趣的人
脸、年俗，再增加其他材质后更加立
体生动；泥塑彩绘区，拄拐杖挎篮子
的老奶奶、小红帽和狼外婆、正在演
奏的乐队栩栩如生；水彩版画仿佛融
入了那山那水那人⋯⋯以“陶”树人
的办学特色，既昭示学校秉承与践行陶
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也表现为利用陶

艺、石头等原生态艺术激发学生创造
力，塑造美的形象、美的品德。

此外，学校还立足于国家课程“英
语”引申发展了“口语交际”，延续学
校读书的文化传统开发了“阳光阅读”
两门校本课程，以培养学生丰厚的“人
文底蕴”和“社会参与”能力。

学科与生活融合，实现
课程生活化

通过课程开发和统整，晓院附小将
学生的学科学习与生活实践统一起来。
比如，基于“数学”和“科学”课程内
容与生活的联系，增设了“数学与生
活”“科学与生活”“走向户外综合实践
活动”等生活教育课程。

通过对课程内容的统整设计，教师
引导学生运用课堂所学的数学与科学知
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例如带领学
生研究校门外道路上绿化隔离带设计的
合理性问题，运用科学等学科知识研究
校园池塘中金鱼死亡之谜。校内调查研
究加校外请教专家、提交研究报告等活
动，让“陶娃”感悟、体会到学习的真
正价值。

晓院附小的学生们有整整 68 亩土
地可以用来种植蔬菜水果，这份“纯
自然”引来不少人的赞叹和艳羡。穿
过一面攀满爬山虎的墙，便是学校果
园，盛夏时节，这里一棵棵枝叶茂盛
的桃树结满红色蟠桃；出了校园，是
学校通过与栖霞区八卦洲街道联合办
学的形式，争取到给孩子们种植用的

大片土地，回归自然、触摸土地，让
他们体验生命的孕育与成长。

主题单元课程统整，实
现课程综合化

小学生学习的最佳方式是活动。因
此，组织实施主题单元课程，不仅有利
于相近课程与教学的整合，还可以在活
动中激发学生兴趣，在兴趣中提高学习
效度，从而发展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

学校综合类课程共分为八项主题，
分别是读书节、艺术节、科技节、体育
节、英语节、数学活动月、自能德育主
题活动、生活实践。每个主题统整单元
课程原则设置于一个学月中，也有像读
书节、自能德育主题活动、生活实践等单
元课程内容是融入学校全程教育教学工
作中的。比如 2018 年的“英语节”活动，
学校以“一带一路”为主题单元内容，统
整学科教学、少先队活动等资源，以“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理、文化、环境、语
言等为内容，以“秀英语、爱祖国、看世
界”为活动主题，组织实施了系列的

“英语节”活动。
依据学生日常生活行为的内容，学

校开展“每月一事”活动，将行为规范
养成教育划分为八项内容，确定为走好
路、说好话、扫好地、吃好饭、穿好
衣、读好书、做好操、写好字等“八个
好”。以“走好路”为例，有些教育内
容是由班主任负责的，而任课教师或社
团教师也要参与，这样，每位教师都成
为学生“走好路”行为习惯训练的主

体，容易形成教育的合力。

线上线下课程融通，实
现课程多元化

学校充分利用数字化校园优势，建
设了数码社区，开发了 E 学课程。E 学
课程的设置，不仅为课堂中转变学习方
式做好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
学习平台，系统进行学习内容、方式、
评价的开发，使之成为学生素质发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

学校把校园多媒体互动屏的发布变
为课程内容：每个星期开设固定栏目，
比如德育活动、阅读分享、班级特色、
魅力陶娃、重点工作，等等，同时也开
辟一些亮点栏目，如微电影发布、学生
手工制作展示、学校形象展示等。互动
是学校视频校园课程的最大亮点，因为
视频的可触摸性，学生可以尽情选择自
己喜爱阅读的内容。

此外，学校还建设了机器人教室，讲
台前面的大屏幕可以即时出现教室每个
角落的场景；孩子们在每个工作台的操
作，教师一目了然。学校在五年级普及
了机器人课程，每周一节课，每个孩子都
有一套装备，在老师的带领下自己动手
探索，学会各种机械工程知识。

实施“生活·实践教育课程”，有效培
养了学生的生活力、学习力、实践力、自主
力、合作力、创造力，让孩子们的脸上充满
笑容、充满自信，让学校充满了活力。

（作者分别系江苏省南京晓庄学院
附属小学德育处主任、校长）

课程“四化”为孩子量身打造适合的教育

生活实践相结合 学习能力共发展
顾新佳 鲁照斌

办学亮点

追寻绿色教育，深化立德树
人，着眼点是学生，着力点是教
师。按照教师专业成长规律，打
造一支践行绿色教育主张的教师
队伍，是绿色教育的前提和保
障。

为避免教师专业发展及队伍
建设误入主观性、经验型和碎片
化的歧途，我校构建了教师专业
发展生态系统。

宏系统：教师专业发展的社
会环境系统。作为教师专业发展
的外力系统，其系统要素为党的
教育方针、国家教育政策及人民
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待等。这些
要素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逐渐
由外在理性的说教，转变为内在
感性的无意识控制，“形塑”教
师的专业理念与师德。

中系统：教师专业发展的学
校组织系统。这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耐力 （可持续发展） 系统，系
统要素为支持制度及文化自觉。

我校建立的教师专业发展支
持制度有三类基本要素：一是正
式的制度，主要指学校政策、规
章及规范等。如我校建立了教师
队伍建设的总目标，以及教师梯
队建设的“三航”工程 （青年教
师的起航工程、骨干教师的领航
工程和专家教师的自航工程）。
二是非正式约束，指学校成员认
同相关的习惯、道德伦理及风俗
等。如我校确立了“在一起，飞
更远”的团队建设理念，凝聚了
以“奉献、科学、创新”为内核
的团队精神，既注重学校以任务
驱动的“他组织”建设，又重视
教师因学术旨趣相投的“自组
织”建设。三是前两者的实施机
制，我校构建了教研、培训、上
课听课评课、课程研发与实施、
社团建设等平台及制度机制，建
立了教师任教“能上能下 （能跨
年级、跨学段任教）、能内能外

（既能教好国家课程，也能教好
从国外引进融合的优质学术课
程） ”的动态机制，配套了“多
劳多得，优劳优得”的工作绩效
考核与奖励机制。支持制度已在
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中被证明具
有导向功能、约束功能、激励功
能和整合功能。而构建支持制
度，需要把握因校制宜、面向梯
队、落实常规和便于实施等策
略。

支持制度重在外部约束，而
文化自觉则是内在激励。教师专
业发展的文化自觉，核心内涵是
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自主发展意
识。我校建构了“引领·担当”
的学校精神文化，崇尚“反思·
实践”的学习共同体文化，倡导

“学术·合作”的教研文化；同

时完善适合教师专业发展的校内
“软环境”，在教师群体中确立共
同愿景和信念，激发发展的自主
性，提供全方位、多维度“无边
界学习”机会和学习机制，推进
以人为本的管理，改革教师评价
制度等。

微系统：教师专业发展的个
体系统。本系统为教师专业发展
的动力系统，系统要素为需求推
动、反思及职业幸福感。

教师专业发展需求的满足有
利于教师获得高峰心理体验，从
而提升发展的境界。我校利用

“优势—劣势—机会—挑战”的
方法，正确认识教师专业发展的
真正需求，精心设计和组织专业
发展活动。

反思被认为是“教师专业发
展和自我成长的核心力量”。我
们在这方面的策略，一是促进教
师个体反思，如加强系统理论学
习，提高反思意识；掌握在常规
教育教学活动中反思的方法，提
高反思能力；丰富反思的过程与
策略，养成经常反思的习惯等。
二是促进学校组织反思的策略，
根据学校组织发展的现状和面临
的突出问题，明确组织反思的主
题、核心，树立组织反思的流
程，完善组织反思的机制，共享
组织反思的成果，积淀组织反思
的文化。

教师职业幸福感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前提，是教师专业发展的
核心。我校在提升教师职业幸福
感的过程中，从构建共同愿景开
始，进而提高教师待遇、量身定
制专业发展平台、创建宽松的教
育环境、提高教师评价的质量
等。这些措施又进一步促进了教
师的继续学习、专业发展，从而
进一步获得职业幸福感。

（本系列文章为北京市教育
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重
点课题“中小学绿色学校建设与
评 估 实 践 研 究 ” [ 课 题 编 号 ：
CAJA 18093]之成果）

专业发展生态系统
打造绿色教师队伍

名校长专栏
追寻绿色教育，深化立德树人系列⑤

2019 年暑期，我通过全国竞聘，有
幸成为深圳东部名校——盐田外国语学
校（以下简称“盐外”）的校长。到一个全
新的文化语境和教育土壤“打拼”，我比
较忐忑，但多年的教育和管理经验也给
了我一定的底气。作为校长，我首先要
思考的问题无非两个：一是做出校长的
榜样，二是把教育做到孩子心上。

当我正在思考以怎样的姿态跟这里
的师生见面时，《蔡元培传》 中的一个
情节浮现在我脑际：“蔡元培第一次以
校长身份进入北大，让人把车停在路
口，自己下车步行到学校。走到校门口
时，他脱下礼帽，向门卫好好地鞠了一
个躬，门卫也向他回礼，一时间成为整
个北京城的美谈。”就是带着这份感
佩，我念了一年的“九字诀”：俯下
身、弯下腰、抬起头。

俯下身，用“悦读”点燃教师的热情

校长爱教育，应该首先从爱教师开
始。校长爱教师，教师就会爱学生。以
发展教师来发展学生，以发展师生来发
展学校，这是我对苏霍姆林斯基名言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理
解。爱教师，有很多切入点，我的一个
尝试是，鼓励教师以坚持阅读来发展自
身。

一开始，我提了 12 个字：善于发
现，勤于激励，重在点燃。然后我当仁
不让地做起了校园文化的“首席”。我
向教师们分享了一种个人习惯：每天坚
持 阅 读 ， 至 少 摘 抄 一 页 ； 每 晚 必 写

1000 字，这个习惯我已经坚持了 10 多
年。除了读，我还准备了一个笔记本，
随时记录下好段落好句子，还有阅读中
获得的启发。为了鼓励教师们坚持用阅
读来突破瓶颈、撑破专业“天花板”，
我还和图书管理员共同撰写了一份近 3
万字的荐书指南，精选出 100 本好书，
一本本写好书摘，放到教师们的案前。

我为教师的成长谱了“四部曲”：
师德纯粹，学校对师德失范的教师一票
否决；专业强大，文化课教师必须过

“中考”题关；读书润身，“经典共读”
已成为盐外文化现象；课堂教学督导评
价，“核心概念”能否教透，课堂有没
有“真味”，就看教师的真本事⋯⋯

弯下腰，把“美好”放进孩子的掌心

从来到盐外第一天起，我每天早晨
进校，都会鞠躬、面带笑容与师生打招
呼问早安；中午吃饭，见到学生不经意
掉落在餐桌上的垃圾，都会弯腰拾起；
晚上自习，我会弓着背，教那些学习上
存疑的孩子解题，点拨思路和方法⋯⋯
这些习惯一直风雨无阻地坚持。渐渐
地，开始还有点紧张和羞涩的学生会回
我一个微笑；远远看到都会挥手道一声

“校长，早上好”。弯下腰，让学生们懂
得了：校长不仅仅是一位师长，也是一
位挚友和亲人。

第一次亮相的升旗仪式上，我以
《让每一个人的精神小宇宙熊熊燃烧》
为题，与孩子们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在
北京的出租车上跟司机闲聊，迎面走来

几个中学生，司机马上说是某某学校
的。“他们又没有穿校服，你怎么知
道？”“从他们的神态举止就能看出。”
这给我一个启示：盐外学子也应该有盐
外气质——有思想，会表达；有责任，
敢担当；有爱心，能宽容。我看到，许
多学生的脸上洋溢出跃跃欲动的喜悦。

初三一个班级，生源起点参差不
齐，“熊孩子”较多，我尝试着通过一
次活动来凝心聚力。以“如来和唐僧是
教育家”为题，我给这个班上了一堂班
会课，从 《西游记》 也可以称作“一个
老师和四个熊孩子的故事”开始，一步
步引导学生探讨“熊孩子是怎样炼成的

“招安为什么会失败”“教育简单粗暴行
不行”几个话题。因为对 《西游记》 的
内容情节比较熟悉，孩子们讨论热烈，
发言踊跃，反思到位。最后我们共同总
结出如来和唐僧的教育真经：绝妙的惩
诫；设计目标，选择良师；各方配合，
形成合力。“这堂课好有味”，学生们评
价道。盐外人，就应该是一群“有味”
的灵魂。

抬起头，用课改优化学校的“基因”

盐外有“为学生终身幸福发展奠
基”的理念，校长的改革和服务要跟
上。我主要抓的是文化和课程。

在校园文化培育上，我突出两个
字：“人”和“美”。通过对教师言行举
止的系统性提升培训，以及学生个性特
长展示的各类活动，我们千方百计营造

“让每个孩子抬起头来”的校园文化氛

围。启动校园文化提升行动，谋划打造
“盐外十景”，让每一位盐外人都成为学
校发展的共建者、共享者。

环境育人很重要，核心抓手在课
程。对于基础型课程，我坚持采用校本
化实施策略，让教师编辑适合学生的校
本导学案和校本作业，制定 《盐外“博
思”课程评价标准》，以评促改；发挥
学生主体作用，培养学生必备品质与关
键能力；开发以“海洋文化”为内核的
拓展型课程，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促
进个性化发展。一有机会，我就鼓励学
生走出校门，体验社会生活，感受大自
然的蓬勃生机，学校的研学、外语文化
艺术节、模联以及实践类户外课程丰富
多彩。我们还创新推出“2+1+1”课程
目标，每个孩子都要熟练掌握两项体育
技能、一项音乐技能、一项美术 （手
工） 技能。

在盐外，学生不被“分数”束缚，
爱笑、爱玩，努力长成自己喜欢的样
子，但学习成绩也毫不逊色。

尊重学生、敬畏专业，不随波逐
流，这是教育者应有的初心和坚守。

现在的盐外校园，建筑是美的，并
且努力以文化人；师生是美的，文质彬
彬。更重要的是，教育生活充满了温度，
充满了美。学校的高度，就取决于师生
的生命温度、精神广度。作为校长，我愿
意用一种榜样示范，让管理更接地气，让
校园生动和谐，让教育彰显美好。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外国语
学校校长）

念好“九字诀”做出好榜样
谢学宁

办学方略

“生活·实践”坊饮食文化社团正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有趣有益的做糕点活动。 滕宏华 摄

周建华 博士，正高级教
师、中学数学特级教师，人大附
中联合学校总校常务副校长、
人大附中航天城学校校长，北
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兼职
教授。

与几位乡镇初中的校长谈起
乡镇学校的发展，几人竟异口同
声：“乡镇学校跟市直学校没法
比，我们的硬件、师资、生源、
环境等全方位落后。跟人家争，
那是自不量力。”

当下，不管是个人还是学校，
“比”是一种常态。在对比中寻找
差距，在差距中寻找突破，迎头赶
上或实现超越，这是“比”的正确态
度。几位校长的“比”虽有些消极，
说的是客观事实，但也需要正确、
科学地“比”。

选好比的对象，解决“与谁
比”的问题。乡镇中学不乏名
校，江苏的洋思中学、山东的杜
郎口中学都是乡镇初中，都经历了
从薄弱学校到名校的跨越。在对
比中，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所在学
校的硬件、生源、师资等还要强于
两校，但差距在哪里？差就差在学
校管理、课堂教学的低效、教师教
学情绪的低落上。找到差距，想办
法缩短差距，学校才能不断发展；
如果左看右瞧觉得自己学校还过
得去，不思进取，学校也就难以得
到根本性改变。因此，跟谁比彰显
校长清醒的理智。

选好比的内容，解决“比什么”

的问题。“参照物”选对了，就可能
比出动力、比出干劲、比出进取心
来。乡镇学校教师朴实、敬业、奉
献，与其他学校比的不是工作环
境、学历、家庭背景；农村孩子善
良、能吃苦，与城区学生比的是学
习干劲、努力程度。而若是“参照
物”选错了，比出的可能是怨气、失
落、心理失衡。正确的态度是：不
比派头比品德，不比实惠比实绩，
不比地域比能力，不比享乐比奉
献，这样才能保持一种昂扬向上的
蓬勃之气，办出一所好学校。

选好比的方法，解决“怎么比”
的问题。比如不拿本校的长处与
其他学校的短处比，不能对同样的
教育教学问题采取不同的标准，等
等。如果校长们能经常同魏书生、
蔡林森等名校长比一比——比理
想信念、比淡泊心态、比能力水平、
比奉献、比教育成绩，会越比越觉
得自己有差距，会更加奋发学习、
潜心研究、强化管理；如果经常把
自己的所作所为与学生、家长、教
师的期望和要求相比，就会深感责
任重大，从而自我加压、勇于进取，
带领教师办好学校。

（作者单位：山东省海阳市教
育体育局）

在“对比”中办学
由洪晓

校里校外

南京晓庄学院
附属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