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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淮滨高级中学 （以下简称
“淮滨高中”）始建于1958年，2007年
被命名为“河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
学校占地面积 350 亩，在校生近 8000
人，教职工630人。其中全国领航校长1
人，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2人，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1人，正高级教
师、国家骨干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
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特级教师、中原
名师、高级教师等150余人。

实现特色发展
追求生命自觉

淮滨高中校长李明在对教育本质的
不断追问和对教育现象的不断思考中，
凝练出“教育：生命对生命的影响”的
思想：教育的本体是生命，教育的形式
是影响，教育的意义是生命成长。教育
就是点悟心灵、点燃精神、点化智慧的
过程，是生命与生命通过心灵的交流和
思想的碰撞而发生的影响，这种影响的
终极目标是追求生命自觉。2017 年 3
月，由信阳市和淮滨县主办的首届“中
原名师信阳大讲堂”在淮滨高中隆重举
行，“教育：生命对生命的影响”教育
思想落地生根。2018年12月，卓越校长
领航工程名校长领航班李明校长工作室
揭牌仪式暨“追求生命自觉”主题研讨
会在淮滨高中举行。2019年 11月，第
16届河南课改先锋公益论坛暨“追求生
命自觉”观摩研讨会在淮滨高中召开。

目前的淮滨高中，正处于特色与创
新发展时期，特色与创新发展就是教育
思想的全面彰显和教育价值的不断实
现。

在校长李明“教育：生命对生命的
影响”教育思想引领下，在学校文化、
课程建设、课堂改革、教师成长、特色
活动、学校管理等领域展开了系统实
践，办学特色逐步彰显，教育价值不断
实现，师生生命茁壮成长。

文化建设
浸润化育 追求认同自觉

淮滨高中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充分汲取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为引领，以文化氛围的创建为重
点，从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入手，构建了基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学校文化体系，提出

“浸润化育，追求认同自觉”的文化理
念，坚持用学校文化引领学校发展和师
生成长，使师生在熏陶和浸染中形成认
同自觉。

立足学校实际，丰富学校文化内
涵。以“教育：生命对生命的影响”教
育思想为引领，基于“淮高”精神、校
训、校风、教风、学风，致力于共同价
值追求，厚植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
文化内涵。结合淮河地域文化特点，凝
练出以“润”为主题的学校特色文化。

提升文化自信，强化师生担当意
识。通过开展文化艺术节、送文化到社
区等活动，引领师生从生命的高度理解
学校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增强师生自
觉传承学校文化的担当意识。

学校形成了“努力让每一名师生都
成为具有生活幸福品质、生命精彩能
力、使命担当精神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价值
追求。

课程建设
丰盈滋养 追求选择自觉

基于学校以培养学生的“生活幸福
品质、生命精彩能力、使命担当精神”
为育人目标，淮滨高中提出“丰盈滋
养，追求选择自觉”的课程理念。

以生为本，构建特色学校课程体
系。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出发，以追求生

命自觉为最终指向，围绕“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
担当、实践创新”核心素养，构建集基
础课程和拓展课程于一体的鲜活的学校
课程体系。

以效为重，立足现实开发校本课
程。基于学情分析和学校实际，立足现
实，开发创客教育课程、素质拓展课
程、综合活动实践课程等校本特色课
程，有效满足学生学习需求。

多元供选，拓展学生课程选择空
间。让学生明确目标、学会选择。学校
不断优化学校课程结构，推行多元课程
供选模式，为学生提供“自助式”营养
餐，以促进学生选择自觉，满足学生生
命成长需求。

淮滨高中构建了保障学校教育目标
达成的学校特色课程体系；开发了16门
校本课程；编写了校本教材32册，其中
《高中语文选修读本（上、下）》《诗意
的节日》等获省级校本课程优秀成果一
等奖。

课堂改革
对话交流 追求学习自觉

淮滨高中坚守“促进学生生命成
长”的初心，以“课堂教学是生命与生
命的对话”理念为引领，基于“让学习
发生”的课堂教学目标指向，积极探索
促进教与学方式发生根本转变的有效路
径，促进学生学习自觉。

创新教学模式，构建高效课堂。构
建起“学习前置、问题驱动”课堂教学
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问题发现能力和
问题解决能力，有效促进学习发生，提
升了课堂教学效果。

转变学习方式，提升学习能力。结
合“互联网+”和大数据背景，将信息技
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开展智慧课堂
实验，促进学生转变学习方式，开展泛
在学习，提升学习能力，满足学习需求。

培养学习品质，促进学习自觉。在
课堂教学中通过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唤
醒学生的自觉意识，促进学生勤于追
问、乐于探究、勇于思辨等学习品质的
形成。

智慧课堂实验班（云班）从最初的
12 个发展到现在的 57 个。2019—2020
学年，学校近千名学生参加了面向全国
中小学生开展的29项权威学科竞赛，共
有127人次获国家级别、省级奖项。

教师成长
引领互助 追求发展自觉

淮滨高中运用有机适应型组织理
论，始终把教师成长作为学校发展的第
一要务，坚持“德能并举，做好学生生

命引路人”的教师发展理念。淮滨高中
从生命相互影响的高度，构建基于师德
涵养与教育科研的教师成长体系，通过
引领互助，提升教师发展自觉。

价值引领，自我提升。以“为学生
的生活幸福奠基、为学生的生命精彩引
航、为学生的使命担当铸魂”价值追求
引领全体教师增强自我提升意识，激发
自觉发展动力，铸造主动担当精神。

规划路径，自觉发展。创新教师专业
发展机制，制定教师分级发展目标，实施
阶梯式发展规划，通过目标激励，引领教
师主动学习，不断提升，自觉发展。

搭建平台，助力成长。通过开展同
伴互助、实施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发
挥专家引领作用、开展课题研究等形
式，搭建学习平台，开展多种活动，全
面助力教师专业成长。

近年结项国家级别课题2项，省级
课题31项，市、县级课题176项。获国
家级别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省级教学及科研成果一等奖6项，二、
三等奖23项。

淮滨高中实施学科建设领航工程，
依托名师工作室引领教师发展。学校目

前拥有国家级别名师工作室2个，省级
名师工作室6个，培育了大批国家级别
及省市级名师、骨干教师。

特色活动
实践创新 追求成长自觉

淮滨高中立足学校培养目标，开展了
系列活动，助力生命发展，促进生命成长。

学校先后组建社团65个，受众人数
在5000人以上，有31个社团获得市县
级“优秀社团”荣誉称号。

学校以创客空间为依托，构建了
“2341”模式创客课程体系，效果显
著。2019—2020学年，淮滨高中创客教
育获得了259个奖项，其中包括国际奖
项3项、国家级别奖项65项、省级奖项
101 项。淮滨高中“未来空间”荣获

“国家级别创客空间”荣誉称号。学校

被评为省级创客教育示范校、中小学知
识产权教育实验校。

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提升了学生的
担当意识，使学生在关注自然、关注社
会、关注人生的真实环境中成长起来。

学校治理
团队共襄 追求行动自觉

淮滨高中运用分布式管理理论，坚
持“用工作统一思想、用实绩评价干
部”的管理导向，不断创新和完善学校
管理机制，通过多元评价促进生命自我
约束，达成行动自觉。

构建管理共同体，发挥团队作用。
校长及领导集体在学校管理中，通过与
全体师生的互动，激发出彼此潜在的创
新精神，发挥各自的专业特长，使领导
者成为一个创造的整体，形成“管理共
同体”，进而达成各项管理目标。

完善管理机制，实现自我约束。学
校管理中，一方面，寻找亮点、树立榜
样，用精神与人格相互影响和感染。另
一方面，着力团队建设，形成“管理共
振圈”，引领师生养成自律品质，实现

自我约束。
实施多元评价，促进生命自省。淮

滨高中立足学校特色与创新发展实际，
构建基于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逐步建
立学校多元评价机制，在评价过程中，
促进生命自省。

学校曾先后荣获团组织中学生教育
实践基地、全国国防教育先进单位、全
国足球特色学校、河南省文明校园、河
南省新课程改革先进单位、河南省科技
创新教育示范学校等荣誉30余项。

淮滨高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不断变革
育人方式，全面彰显教育思想，在教育
思想引领下开展系统实践，努力完成培
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受到上级领导、专
家、同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刘溪 李俊青 刘益民 洪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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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常州经开区聚力打造“教
育强区”，提出了“墨润经开”书法教
育工程，旨在高效能提升学生书法水
平，高水平打造书法教师队伍，高品
质建设书法教育环境，多措并举加强
中小学书法教育。常州经开区实验小
学积极响应号召，突破思维定式，探
索书法新径，让书法教育焕发生机！

“大师”课程基地的创建，
开创书法教育新格局

2021年 1月 19日下午，“王日曦
书画培育基地”启动仪式在常州经开
区实验小学报告厅隆重举行。王日曦
先生是中国书法界的名家，是中国首
批书法协会会员，师承陈大羽教授，

“齐派”（齐白石）传承人，是常州经
开区的骄傲。500余件作品先后在我
国主流报刊和新加坡《联合早报》、美
国《华侨日报》、菲律宾《世界日报》
等海外报刊发表；数十次参加国外重
要展览并获奖，多幅精品被周恩来纪
念馆、瞿秋白纪念馆、张太雷纪念
馆、安徽吴敬梓纪念馆、银川美术
馆、段玉裁纪念馆、柳亚子纪念馆等
收藏。“王日曦书画培育基地”的成
立，对营造更加浓厚的书法艺术教育
氛围、提升经开区实验小学教育教学
质量、推进“新优质学校”创建、促
进常州经开区书法教育实验区的建设
有着重要意义。

“王日曦书画培育基地”的创建，
目标是传承师德：传承王老师朴实正
直、脚踏实地、奋进不辍的精神；熏
染艺术：学校师生在书画欣赏与创作
中，了解丰富的艺术形式与流派，培
养艺术鉴赏力和高雅的情趣；培育特
色：形成经开区实验小学的书画教育
特色与品牌。其实施策略是确立一个
培育理念：让每名学生的个性在书画
艺术创造中得到舒展，让每名学生的
素养在书画艺术教育中得到发展。打
造两大场域氛围：一是书画艺术环境
氛围。学校精心打造书画展示馆、书
画艺术长廊、书画工作室，从人文教
育的走廊到艺术设计的教室，每一处

都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享受书画艺
术；二是书画艺术活动氛围，通过

“名画赏析”“书画展”“现场书画大
赛”等专题活动的方式，使书画融入
学生的生活，使书画艺术的种子无痕
浸润。坚实三维课程管理：一是在国
家课程中落实，尤其是语文、美术学
科，将书写与审美纳入学科考评，明
确所占分数比例；二是在校本课程中
落实，学校从一至六年级开设书法校
本课程及书法、国画社团课程，开设
教师书画社团，所有语文教师都会教
书法；三是在生活课程中落实，提倡
全体家庭共同参与，提倡书画在生活
中的运用，使祖国的书画传统文化生
生不息。采取四步工作思路：采取

“一练、二评、三研、四展示”的工作
思路，为学生搭建展示书法的舞台，
不断彰显学校书画艺术特色。

通过“王日曦书画培育基地”
这一平台，充分发挥书法名家的优
势和作用，把学校书法教育做得更
优、更强、更专业。同时，将基地
建设与课程改革、德育实践、诚善
校园文化、新优质学校创建相结
合，全面提升学校办学品质，办好
家门口的好学校。

“美学”课题研究的创见，
推进书法教育新研究

2020年1月，学校开启了“美学
观照下的小学书法教育的实践研究”
的课题研究。书法是以汉字为载体的
艺术。无论是将美学的原理渗透进书
法艺术去解读书法，还是直接将书法
看作一种艺术教育，都满足了两点：
一是培养学生从书法的技能到艺术，
提高其审美鉴赏和表现能力，让其在
书法作品中得到美的熏陶；二是追求
美育的实质，用作品塑人品。审美教
育，同时具有德育功能，从这个角度
去看，书法教育是美学的一部分，也
是实现美育的一部分。

课题组通过书法教育科研，实现
“基于教师书法素养的调查了解，实施
‘一带一队’的书法教师队伍培养”

“基于学生书法学习情况的分析，进行
‘一校一特’的书法课程模式的探索”
“基于学生素养提升，探究‘书写—鉴
赏—创新’的评价形式”等课题目
标，促进教师提高书法审美鉴赏能
力，并以美育指导学生欣赏点画的线
条美、结构的造型美、章法的布局
美、风格的个性美、构思的艺术美。
从点到线再到面，逐渐展开，最终让
学生学会如何欣赏书法作品，学会用
美的眼光创作作品，用美的视角观察
生活，达成美育目标。从情感和价值
观上看，书法能够陶冶小学生的思想
与道德情操。针对汉字的结构进行观
察分析，能给人以谦逊、宽容、尊重
他人的启示。学生在三级梯队的训练
环境中，实现不同层次的书法审美要
求；学校在书法氛围中提升了自身的
教育品位。

“音书”课堂范式的创思，
引领书法教育新潮流

书法教育在全国中小学铺开，书
法课堂教学改革也随之被推向了教育
改革的前沿。如何改变传统的学生亦
步亦趋、循规蹈矩的课堂学习模式，
调动学生的审美情怀，激发学习热
情，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书法艺术
的生命律动？基于这样的思考，学校
创新了书法育人的范式——“音书”
课堂。

“音书”课堂是一种校本表达，是
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在书法教育中的
创新实践，是将音乐的元素、功
能、韵味充分融合到书法课堂教学
中去，促进学生对书法美学的认
知、书法技能的习得，并通过音乐
与书法的融合，使学生书写美、抒
发美、创造美，形成一种书法育人
的独特范式。这种新型的课堂教学
样式是利用音乐，借助现代技术，
直观地呈现书史的发展、书体的演
变、相关背景等。音乐融合于书
法，有助于学生通过音乐和书法的
不同领域、动静结合的美感视角，
去洞察笔画之质、造型之奇、行气

之通、布局之美，先有眼中之美，后
有腕底清风。

音乐与书法的联姻体现了“音
书”课堂的情韵追加。音乐进入书法
课堂，将“声”与“形”从艺术角度
进行融合，需要适宜的组合搭配，才
能形成情韵与诗意的境界。以“正书
三体+古雅曲风”组合为例，正书3种
字体（楷书、篆书、隶书）因书写速
度比较中庸，其节奏感相对行草书也
不是很鲜明，书写时行笔工稳平缓，
书写情境以恬淡、轻松、温馨、典雅
为上，可以选择播放一些古雅的速度
适中的古筝、古琴曲，使得书法课堂
更有格调，学习更具有艺术审美趣
味，舒缓的音乐浸润着书卷气息，学
生端坐临写，气定神逸，心情愉悦地
跟古人“对话”，追求一种儒雅堂正、
稳健倜傥的韵味。“二王一脉+多重曲
风”的组合、“大草狂草+豪迈曲风”
的组合也都是基于音乐与书法的灵魂
相契。

音乐与书法的联通体现了“音
书”课堂的范式追求。在“音书”课
上，利用音乐和书法的通感来审视书
法作品中所蕴含的音乐元素，体现出
书法作品中无处不在的节奏韵律感、
旋律流动感。再配上节奏谱、适宜的
配乐，让学生仿佛看到手中之笔如同
在纸上随乐跳舞，铺陈聚毫，锋颖
犀利，如弹拨古琴，对学生的学习
兴趣、形象思维能力、想象能力和
创造能力培养都有着显著的作用。
学校还利用音乐来伴写书法。教师
基于笔画起伏、使转设定的旋律，
基于笔画粗细设定音的强弱，基于
线条的浓淡或字形大小变化设定的
节奏变换，基于笔画的长短设定的
音乐时值长短（拖音），要求学生随
着书写哼唱出来。临写过程中，由
于音和书的内在通感作用，音乐或
歌曲反过来对书写的笔法、线条走
势都有一个导向作用，对提按顿挫
等动作有同步提示作用，对笔画长
短有引领作用，对字体大小有强调
作用，这些都突出了音乐的功能，体
现在笔法结构上尤显入微。

“诗书画印”的创意，谱写
书法教育新美育

王日曦先生是近代集“诗书画
印”于一体的艺术大家。诗即能创作
古诗，书即书法，画即中国水墨画，
印即篆刻。中国传统艺术中，诗、
书、画、印本为4种独立的艺术表现
形式，然而在经由晋唐而于宋元之
后，这四者被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

“诗书画印”一如“琴棋书画”般，成
为了一种文化符号，是文人雅士的生
活及审美追求。为传承王日曦老师的
艺术精髓与精神，常州经开区实验小
学首创“王日曦班”，为班级成员量身
打造课程，班级成员有序地兼学“诗
书画印”，锤炼传统技艺，提升审美素
养，树立文化自信。

诗：以诗为魂谱天下华章。“王日
曦班”学员以书为伍，以诗为友，涵
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班级学员
们从课内到课外，诵诗、背诗、品
诗，自然而然地提升着气质修养，使
书、画、印不落俗套，具有诗魂。
书：以书为骨写山河气壮。“王日曦
班”学员的书法老师是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民建中央画院常州分院副院

长江维平老师，他从坐姿、握笔、一
点一横开始进行书法教学。经开区实
验小学的学子，从写好笔画“横”开
始攀登艺术之路。画：以画为思描法
相庄严。笔墨中国画就是书法基础加
上造型能力，气从笔出，韵从墨出。
王日曦先生的弟子陈斌老师，从造纸
的18道工序讲起，要求学生学画必须
刻苦勤练；从画粗细等同的横线起，
要求学生把握笔力、控制笔势；从画
深浅不一的横线起，让学生懂得了水
墨颜色的神奇变化。印：以印为想篆
金石铿锵。“王日曦班”的篆刻课，一
把刀、一方石，在老师的示范下，学
生听得专注、看得仔细。

常州经开区社会事业部门从文化
布置到课程推进、建设场馆、提供资
源等，给予学校特色打造全方位的支
持。经开区潞城街道高度关注学校发
展，加大投入改善办学条件，导入资
源丰富地方文化内涵。

未来已来，常州经开区实验小
学将会继续潜心研究、用心探索，
走出一条墨润心灵、诚善花开的书
法教育之路，为经开区“教育强
区”建设、常州书法教育实验区建设
作出努力！
（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校长 丁雄鹰）

书法教育独辟蹊径 诗书画印共谱美德
——江苏省常州经开区实验小学书法教育特色侧记

“王日曦书画培育基地”启动仪式上，王日曦先生为经开实
小现场泼墨“守诚向善”。

李明校长与学生一起参加创客空间活动李明校长与学生一起参加创客空间活动

课堂小组合作学习课堂小组合作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