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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德启慧 彰显慧雅风范 缔造幸福家园
——东莞市第一中学（集团）中堂镇实验中学“慧雅·幸福”教育实践探索

教育的目的和宗旨是什么？有教
育专家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幸
福成长，即幸福地享受学习过程，幸
福地和别人交往，幸福地接受面临的
一切。”通过遵循教育规律、符合学校
实际、彰显自身特色的实施路径，培
植育人沃土，让师生具备并不断提升
感受幸福、创造幸福的意识和能力，
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东莞市第一中学

（集团） 中堂镇实验中学创建于2008年
9 月，2019 年 8 月加入东莞市第一中学
教育集团。学校以立德树人为根本，
以东莞“慧”教育为指导，以东莞一
中“幸福”教育为基础，倾力打造

“慧雅·幸福”教育品牌，构建慧雅臻
美的校园文化。守正道，不忘初心担
育人使命；启新程，砥砺进取展时代
风采。学校先后获得省绿色学校、省
特级档案室、省中学示范团校、市德
育示范学校、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特色学校、市文明校园、市慕课信息
化重点推广学校、市第二批创客教育
学校、市第三批品牌学校培育对象等
多项荣誉。在这方充满生机与希望的
教育家园中，学生启慧思，塑雅行，
快乐成长，扬帆远航！

办一所让人幸福成长的学校

让师生成为更好的自己，使学校彰
显独特的品质和内涵，是东莞一中中堂
实验中学的“幸福”教育追求。学校秉
承“守正创新，慧雅臻美”的办学理
念，顶层设计“慧雅·幸福”办学体
系，优化办学治理结构，创新教育教学
管理机制，确立“慧雅·幸福”品牌发

展方略，全方位探索“慧雅·幸福”品
牌实践路径，培育“慧雅·幸福”的校
园文化生态。

“慧雅·幸福”，其核心表达是慧思
雅行，幸福未来。慧思，指抓住学科素
养，打造思维课堂，启迪智慧、发展智
慧、创新智慧，达到以慧立心、以慧启
智、以慧促思；雅行，立行为之雅，塑
人格之美，以雅树人、以雅育行、以雅
正美。幸福未来，承载的是美好的教育
愿景，办一所让人幸福成长的学校，让
每个学生拥有与时俱进的学习力、行动
力和创造力，能知行合一，与未来共
生，与世界共进，使学校真正成为思想
和生命共生共长的和谐家园。

实中人以“明德启慧，笃行达雅”
的校训为指针，将“慧雅”作为学校的
文化图腾与生长基因，通过集团办学品
质提升工程、校园文化提升工程、学校
管理水平提高工程、教师专业成长促进
工程、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工程、“慧雅
课程”体系建设工程、建设信息化管理
平台和资源平台工程、后勤管理服务工
程等“八大工程”，夯实发展根基，增
强发展动力，以慧雅为办学价值追求，
最终通达臻美的教育境界。雅行德育、
慧思课堂、慧创课程、慧实教研等成为
亮丽的教苑奇花，体现了实中人对教育
改革创新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幸福”的
独特表达。

雅行德育：铸造支撑一生的
品格，养成受益一生的习惯

学校立足“民族灵魂、科学精神、
创新素养”，培养学业优秀、品行高尚、
志存高远、胸怀天下的社会栋梁，化育

“慧思雅行、自信尚美”的慧雅幸福学
子。为夯实学生终身发展和幸福人生的

基石，学校积极探索“雅行德育”课程
一体化体系实施机制，落实德育课程，
创新德育活动载体，展现学校德育活
力，开启学生心智，塑造学生美德雅
行，实现以慧立心育人，以雅立德树人。

雅行，立行为之雅，塑人格之美。
学校把雅行教育贯穿常规教育教学工作
之中，让学生领悟做人要树雅德、立雅
志、重雅礼、践雅行、怀雅趣，做一个
自尊、自爱、自信、自立的中学生。树
雅德，“君子怀德”，引导学生形成优秀
的道德品质，弘扬雅正之气；立雅志，

“百学须先立志”，引领学生树立远大的
理想抱负，心怀高雅之志；重雅礼，

“不学礼，无以立”，教导学生形成持重
的礼仪风貌，塑造儒雅之范；践雅行，

“言忠信，行笃敬”，敦促学生践行恭谨
的行为准则，形成慧雅之品；怀雅趣，

“兴在趣方逸”，帮助学生培养广博的兴
趣爱好，化育博雅之风。

雅行德育重在实践。学校认真落实
“一级一目标、一月一主题、一周一推

进”活动育人方案，初一年级以“启
慧”为核心主抓习惯养成教育，初二年
级以“崇雅”为重点主抓励志教育，初
三年级以“达理”为中心主抓理想前途
教育。从学生学习、生活习惯培养出
发，开展德育主题月、社团活动、志愿
服务活动、综合实践活动，让学生学会
珍爱生命、热爱生活，懂得学习要有雅
志、生活要有雅趣，养成乐学善思、知
行合一的好习惯，培养自强进取、乐观
豁达的性格。

集团化办学以来，学校进行了一系
列有效的德育实践，逐步形成了德育校
本系列资源。如运用校训、校歌、校徽
等校园文化符号，激励学生爱校乐学，
共建文明校园。开展责任担当教育，通
过“14岁青春礼宣誓活动”，引领学生
跨进“青春励志门”，拥抱五彩人生。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举行“我与祖国共
成长”签名仪式、“我和我的祖国”演
讲比赛等主题教育活动，强化爱国主义
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人生观教育。开
展感恩励志教育，举办重阳献孝心、感
恩征文、中考誓师大会、毕业典礼等主
题教育活动，强化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认同，培养其诚信、孝德、友
善、感恩等优秀品质。开展习惯养成教
育，通过“入学军事体验”、“文明班”
评比和创建“温馨课室”等活动，增强
学生的集体荣誉感、礼仪意识、节俭意
识、卫生意识，将一日常规内化为自觉
的行为习惯。

学校正逐步健全德育考核评价机
制，构建“家校幸福共同体”，凝聚家
校共育力量，做到全科育人、全员育
人、全面育人，使学生在环境熏陶、课
程引领、活动体验中，塑造人格之雅、
行为之范，逐步成长为知情意合一、智
仁勇合一的优秀学子。

慧思课堂：夯实伴随一生的
知识，提升发展一生的能力

课堂是教学改革的主阵地，也是
“慧雅·幸福”教育实践的主战场。

学校努力构建课前自主学习、课中小
组合作、课后运用深化的教学流程和
模式，教师为思维而教，学生为思维
而学，打造以学习者为中心、以学习
为重心、线上线下混合的慧思课堂，
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培养学生终身
学习能力，使“慧思乐学”的学风洋
溢于课堂内外。

构建学科课堂教学模型，教师变
导师，课堂变学堂，灌输变探究。倡
导“基于情境—问题导向—探究—合
作—展示—可视化评价”的课堂，以
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以训练
为主线，做到知识线、能力线、情感
线“三线”清晰，同步推进，使课堂
教学有形、有神、有意。

慧思课堂注重“自主学习”，引
领学生掌握学科学习方法和学科思维
方法，借助思维导图、信息工具等开
展自学，深入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将
自主学习落到实处。慧思课堂体现

“问题化学习”，用问题驱动课堂，以
问题导学。教师的创境设问围绕“问
题链”展开，让学生站在课堂中心，
通过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
的流程，完成课堂目标和对学生核心

素养的培养。慧思课堂注重“深度学
习”，提升学生的学习力。从给问
题、给方法、找结论，到给问题、悟
方法、找结论，再上升为创设情境，
让学生发现问题、找方法、寻结论，
逐级提升课堂学习力的层次，培养学
生的感知力、思维力和创新力。慧思
课堂重在让思维生长，发展学生的分
析、评价和创造等高阶思维，不断拓
展其思维的深度、广度和厚度。

为保障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入推
进 ， 学 校 围 绕 教 学 常 规 “ 备 、 教 、
批、辅、考、评”六环节，严把教学
监控、教学检查、教学问卷、质量分
析、教学评价关，提升教师工作的有
效性和系统性。启动明慧教师培训体
系，优化名师工程和“青蓝工程”，
构建卓越教师培养框架。现有 134 位
专任教师中，有高级教师 12 人、中级
教师 89 人、市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1
人、市最美教师 1 人、市优秀教师 5
人、市学科带头人 3 人、市教学能手
17 人。一支具有专业素养、师德修
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明慧教师
队伍，为慧思课堂改革和学校各项事
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慧创课程：开阔引领一生的
视野，启迪享用一生的智慧

教育的艺术在于激励、唤醒和鼓
舞，其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
的发展，而课程正是学校育人蓝图落
地的重要载体。学校以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为统领，全面构建“三级五维”
慧创课程体系，大力推进国家课程、
拓展课程和特色课程建设，有效促进
了“慧思雅行、自信尚美”育人目标
的实现。

慧心健体课程包括“羽你同乐”
“追梦篮球”“舞林神韵”“梦想足球”

等，使学生在增强体质的同时，培养
毅力、勇气和团队精神。“工雅景泰
蓝”“霓裳舞韵”“盛世乐团”“写意花
鸟”等慧美艺术课程，培养学生的审
美情趣，提升其审美素养。包括“趣

味财经数学”“有用的电与磁”“智慧
农场”“自然观察”等在内的慧思科学
课程，让学生感受科学的魅力，培养
探索精神和求知欲。通过对“戏说语
文”“法律微讲堂”“经典诵读”“印象
中堂”等慧雅人文课程的学习，学生
提升了人文素养，思维更深刻，视野
更开阔。象棋社、天文社、武术社、
动漫社、烘焙社、汉服社等 30 多个社
团构成了慧创活动课程，使学生的个
性特长得到了充分发展。学校每周三
开设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每周四开
设特色课程和创新课程，暑假开设慕
课课程和网络选修课程，现有各类特
色课程达 50 余门。此外，定期举办校
庆日、艺术节、体育节、科技文化
节、社团活动展示周、毕业礼等活
动。以课程提素养，搭平台展风采。
学生扬长挖潜，各选所爱，各展其
能，学有所得，乐在其中！

红 日 初 升 ， 其 道 大 光 ； 河 出 伏
流，一泻汪洋。东莞一中中堂实验中
学将紧抓发展机遇，落实依法治校、
质量立校、科研兴校、文化养校、队
伍强校、课堂固校、社团活校、特色
荣校的“慧雅·幸福”教育发展方
略，全面强化品牌建设，不断丰富教
育内涵，提升办学品质，彰显育人特
色，引领学子培植奋发一生的精神，
铸造支撑一生的品格，养成受益一生
的习惯，增强惠泽一生的体质，夯实
伴随一生的知识，提升发展一生的能
力，开阔引领一生的视野，启迪享用
一生的智慧，乐享精彩当下，开创幸
福未来！

（杜锡来 王更强 方强）

学校运动会开幕

让探究精神成为儿童的生命底色
——深圳市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验学校课程改革侧记

学校跨学科课程改革成果“与未来
共进的课程重构——互联网支持下的统
整项目课程”入选“全国基础教育信息
化应用典型示范案例 （首批） ”；信息
化课程“建学科统整项目课程，促学生
核心素养提升”入选“广东省基础教育
信息化应用典型示范案例 （首批） ”；
课程改革核心课题“‘互联网+’背景
下统整项目课程的设计与实践”荣获
2017年广东省教育教学成果奖（基础教
育）二等奖⋯⋯

看到学校在课程改革方面获得诸多
具有影响力的荣誉，人们自然会觉得这
一定是一所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名
校。其实，这是一所只有5年多校龄的
新校——南方科技大学教育集团第二实
验 学 校 （以 下 简 称 “ 南 科 大 二 实
验”）。学校由深圳南山区政府部门与
南方科技大学于 2015 年 9 月合作创办，
建校仅5年多，却迅速崭露锋芒，散发
成熟魅力。

是什么让这所年轻的学校在短时间
内收获满满？它何以获得家长的高度认
可，并在国内颇有影响？南科大二实验
校长唐晓勇表示，为了培养时代发展与
未来社会需要的人才，在南方科技大学
创新理念的浸润下，学校把创新作为自
身发展的基因。5年多来，学校一直以互
联思维作为底层支撑，在跨学科课程改
革方面大力开展创新探索，为打造深圳
南山全新基础教育品牌、全面推进未来
创新型学校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课改理念：着眼于关键能力

面向未来的人才要具有4个关键能
力：第一，认知能力；第二，合作能
力；第三，创新能力；第四，职业能
力。这4个关键能力如何培养？南科大
二实验人认为，这些能力如果只从教材
中去学习，很难得到全面培养。为此，
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首先，学生

要围绕主题去学习，这符合人的内在
需求，就像人的大脑需要不断联结，不
断反射，才能加强学习，主题式学习可
以为学生创造更多的知识联结。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人的记忆要变
得深刻，就必须和真实场景产生关联，
而教材是很难提供的。从多元智能理论
的九大智能看，传统的考试主要以试卷
测评方式来评价学生，更重视学生的语
言与数理逻辑智能，这对于擅长其他智
能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而有了统整
式、主题式、项目化的课程之后，学生
就有机会用各种方式去学习，各种智能
才能得以培养。

以往的课程体系主要是基于教材的
分科学习。而这种基于教材的分科学习
重点聚焦学科考试，所有的思考都停留
在文本上，缺少用文本上的知识去解决
现实生活中具体问题的培养。而真实世
界中所有的问题都是跨学科的，学科之
间是有关联的。包括STEM，很多专家
说STEM是综合性课程，其实它的起点
还是分科教学，只有掌握相关学科知识
后，才能聚焦某个问题。可以说，分科
教学让人变得专业，跨学科学习让人变
得完整、多元。

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来说，仅
仅面对教材去学习是不够的，他们需
要面对复杂的真实世界，去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培养面向未来的关键
能力。南科大二实验的“统整项目课
程”正是着眼于这样的变革。

课改项目：聚焦核心素养

为适应新时代人才发展的要求，南
科大二实验发起“统整项目课程”创新
改革，初衷正是要打破学科内容之
间、学科与学科之间以及学科教师之
间的壁垒与边界，聚焦学生面向未来的
关键能力

和核心素养，培养学生的综合胜任力。
通过借鉴国内外的先进经验，结合

学校课程改革实际情况以及当今时代和
未来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南科大二实验
以国家课程为基础，以素养与能力培养
为目标，多视角构建“统整项目课
程”。目前，学校从“学科”和“主
题”两个视角进行课程开发，重点开发
了四种基本课程模式：学科内统整、跨
学科教学、跨学科统整以及超越学科的
主题统整，每一种课程模式都有其内涵
和特点，但课程模式之间并没有明确的
边界，在实践中各种模式之间往往相互
交叉融合。

统整项目课程聚焦三个核心关键
词，即“统整”“项目”“技术”。“统
整”是指学习内容的组织方式；“项
目”是指课程组织实施与课程学习的形
式；“技术”是指让数字技术成为教学
和学习的底层支撑。重构课程的愿景是
重塑传统的课程形态，将传统的分科教
学和创新的跨学科学习并行融合，让学
习与生活联结。学生始终处于学习的中
心地位，学生的“人文底蕴、科学精
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
实践创新”六大核心素养，在浸润式的
课程学习过程中得到培养。

课程主题的确定是统整项目课程学
习的首要任务。南科大二实验充分考虑

学生的年龄特点，以学生的学习经验和
生活经验为基础，考虑学生对课程主题
的兴趣，在一至八年级每个年级每个学
期实施一个主题课程：一年级的“职业
日体验”“全球六大生态与世界文化探
索”，二年级的“多元智能”“美丽中
国”⋯⋯七年级的“黄河颂”，八年级
的“生涯规划”，20多个主题均以国家
课程标准为依据，从学科教材和真实生
活中进行选择。

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
从2019年起，南科大二实验把PBL（项
目式学习）嵌入到统整课程中，让学生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基于问题的深度学
习，推进PBL常态化全员实施，让探究
精神成为儿童的生命底色。

南科大二实验数学教师曹雪介绍，
以四年级的“茶文化”课程为例，采用
跨学科学习和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模式，
让学生围绕茶的文化、茶的用途、茶的
经济价值等主题开展相关阅读，上集体
课、分组课、分科课，组织学生参加社
会实践以及小组探究性学习，课程内容
融合语文、数学、历史、科学等多门学
科知识，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
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七年级第二学期的统整项目课程
主题是“黄河颂”，在经过第一阶段的
集体大课、第二阶段的分组学习、第

三阶段的分科教学后，学生在假期前
往黄河流域开展研学旅行课程。郑
州、洛阳、西安、延安，学生们在黄
河博物馆探寻华夏民族诞生与发展的
历史，在小浪底水利枢纽、壶口瀑布
等地探究黄河治理，了解“多面”母
亲河的特点、先辈千秋治河伟大而艰
辛的历程等。研学归来后，学生们自
选主题、查阅资料、深度探究，开展
小组项目化学习，撰写研究报告和小
论文，并通过网络直播平台进行论文
答辩，与全国各地的联盟学校共同分
享研究成果。

南 科 大 二 实 验 研 学 旅 行 课 程 从
2017 年寒假开展至今，覆盖二至八年
级，学生的研学足迹已踏遍祖国大江南
北，甚至走出国门，前往新加坡开展
STEM课程学习。研学课程培养了学生
自主合作、问题探究、深度阅读及人际
交往等能力。

为了让课程更广泛、更便捷地联结
真实世界，2019年9月，南科大二实验
推出了“博物馆课程”，与学校统整课
程融合，以跨学科探究的方式带领学生
们走进深圳的历史、自然、科技、艺术
等主题博物馆。每个周末，都会有一辆

“博物馆大巴”从南科大二实验开出。
在“深圳民俗”课程中，学生们走进深
圳博物馆，通过鞭打土牛催春耕、下沙

“盆菜”系亲情等场景，认识深圳本土
广府和客家两大民系；在“南头古城的
前世今生”课程中，学生们走进南头古
城主题博物馆，了解深圳本土古迹及城
市化开端的过往历史⋯⋯

在这样的真实情境“课堂”上，学
生们不是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知识
的分享者、探究者，他们在老师的引导
下自由探索。学生们对学习充满了兴
趣，充满了求知的欲望，也使学校的课
改理念落地生根。

课改成果：创新经验走向全国

南科大二实验顺应“互联网+”时
代的发展需求，用“统整”的视角推进
课程改革，开展跨学科学习，通过横
向、纵向、主题式的协同发展，整体提
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系列课程
的学习，学生的问题意识、动手实践能
力、合作意识、语言表达能力、社会责
任感等核心素养都得到了明显提升。”
校长唐晓勇为课程带给学生们的长足发
展感到非常欣慰。

南科大二实验在教育改革方面的
大胆尝试与实践，不仅为师生成长和
学 校 发 展 搭 建 了 创 新 的 平 台 ， 为
STEM、课程统整、研学旅行等领域研
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也为全国

“互联网+教育”提供了实践样本。5年
多来，学校课程团队共发表130多篇学
术论文，专著 《中小学在线教育指
南》 已正式出版。学校课程入选国家
精准扶贫项目——乡村青年教师公益
培训计划；学校发起“统整项目课程全
国教师培养计划”，通过网络直播，辐
射到全国20个省市150多所学校；连续
两年入选“全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现
场会”优秀案例和基础教育信息化典型
案例，并在全国推广。

5 年前，南科大二实验先行先试；
5 年后，南科大二实验初心未改。如
今，南科大二实验不仅成为家长心目
中的好学校，更为深圳“双区驱动”
提供了一份面向未来、富有创新精
神、全国一流的基础教育新锐派学校
样本。唐晓勇校长说：“南科大二实验
很年轻，年轻就有活力，年轻就有激
情，敢闯，不怕输。在粤港澳大湾区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背景
下，学校将再出发！”我们相信，有着
美好梦想的南科大二实验一定会走得
更远，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

（徐春斌）

七年级“黄河颂”研学旅行课程 全球六大生态与世界文化探索课程——非洲文化体验 三年级“水的世界”统整课程小组合作探究 学生利用移动学习终端进行探究学习 学生在统整项目课程中运用平板电脑解决学习问题

南科大二实验天真灿烂的孩子们南科大二实验天真灿烂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