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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促发展
提升教育质量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
道，有效课堂教学是提高教学质量的
根本保障。2014 年，涪陵区教育部门
把涪陵十八中纳入国家课程中心课程
改革涪陵实验区 10 所课改学校，涪陵
十八中是仅有的一所高中学校。国家
课程中心专家到学校听取汇报，深入
课堂听课，制定课改方案，为涪陵十
八中课程改革献计献策。

2015 年春，涪陵十八中大力实施
高中新课程改革，当时各种教学法

“乱花渐欲迷人眼”，十八中人没有盲
目学习其中的一种，而是努力找到了
自己“以学为先，以学为重；以学定
教，教有选择；教学互动，学有反
馈”的“庐山真面目”。学校与北京四
中网校合作，引进名校资源和先进的
育人理念，在学校开办了两个平板电
脑实验班，实行小班化教学，采用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北京四中网校
派出多名专家、教师驻校为学校实验

班教师进行培训并到班上进行指导，
学校也多次安排教师到江苏、浙江、
成都、重庆等地学习。全校教师耐下
性子，反思、研讨、听课、再反思、
再探讨、再听课，针对教学的一两个
问题和环节认真打磨。比如，课堂目
标的制定是否适度、自学指导是否具
体、合作探究如何深入、怎样提高课
堂参与度、课堂作业如何分层完成等
问题，通过学习、征文、磨课、专家
指导等方式深入研讨、改进，广大师
生在反复否定和不断构建中努力摸
索。一段时间下来，教师的积极性有
了、课改的意识强了、课堂的气氛活
了、学生的成绩高了，高效课堂教学
初具雏形。

学 校 坚 持 走 课 改 之 路 ， 提 出 了
“以课程改革促课堂改革、以综合素质

评价促学生个性发展”的课改工作总
思路，着力高中课程体系建设，在选
修课程建设、高效课堂建设和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 3 个方面，进行了大胆的
探索。一是为落实“文化、艺体”双
发展战略，开设了富有“涪陵地方特
色+学生兴趣特长”的选修课；二是
立足课堂，开展了“构建高效课堂”
教学的有益探索，培养学生主体精神
和实践能力；三是通过“素质银行”
开展对学生全新的综合素质评价方
式，以多元评价促进学生全面而健康
地发展。

实施选课走班
促进个性成长

涪陵十八中着眼于学生的个性发
展需要和终身发展的育人理念，大力
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丰富的课程资源
供学生自由选择。学校通过对国家必
修课程以及校本选修课程等多元课程
的整合，按照基础、拓展、研究、创
新几个层次来构建课程体系，创建体
现学校特色的课程模块和课程群。一
是开设“研究创新类课程”，该课程主
要面向部分在专业领域有一定兴趣和
特长并在专业深造方面有特殊需求的
学生，突出课程内容的趣味性、前沿
性和创新性。在课程的开设上着力打
造涪陵地域文化及学校特色课程。将

“涪陵易理文化、巴枳文化、榨菜文
化”“学生合唱团”作为校本课程重点
打造，并形成特色研究。学校的“励
志教育”作为各年级学生的必选课
程，通过每周一的升国旗仪式及每天
的德育课时间对学生开展形式多样、
丰富多彩的励志教育活动，从而培养
学生健全的人格。二是开设“拓展类
课程”，将课堂面向分层或分类形成的
不同学生群体，教师根据学生需求有
针对性备课、教学、辅导，从而突出
课程内容的延展性、综合性，强调提
升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在班级设置
上，实行选课走班制。在时间安排
上，教务处统一排课，每天一节。经
过几年的摸索，涪陵十八中制定并完
善了“涪陵十八中高中新课程改革实
施工作方案”“涪陵十八中课程辅助活
动实施方案”“涪陵十八中高中选修课
课程设置方案”“涪陵十八中学生选课
指导意见”等制度。

校长是学校课程实施的第一责任
人。学校成立课程指导委员会统筹规
划，组织领导全校课改工作。学校各
处室做好相关职能分解工作的协调配
合，学校年级组负责组建各学科课程
小组，学科课程小组由本学科任课教
师或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各学科课
程小组提出本学科的开课方案以及课

程说明，报学校课程指导委员会审
定。课程指导委员会及相关处室统
筹负责学校课程的实施、管理与评
估。

在实施选课走班的过程中，涪陵
十八中始终以学生的发展为中心，围
绕着学生发展需要创造适合学生的教
育追求，使教育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为学生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持。

构建高效课堂
提升课堂效益

课堂是展现学校文化和实施课程
体系的主阵地，课堂不仅是展示教师
才华的舞台，更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
自主学习的天地。经过几年的课堂改
革实践，涪陵十八中形成了属于自己
的高效课堂。

学校以新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为
导向，坚持“个别学科及班级先行试
点，由点到面，骨干带动，有效辐
射，分步实施、整体推进、全面提
升”的工作思路，构建“高效、优
质、轻负”的课堂，全面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和效益。

课堂教学成为展现教师专业水平
的更佳场所，学校以“学案教学”为
依托，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制定学校
课堂教学改革实施方案，组织教师积极
编写高质量的学案，促进教师教学方式
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探讨新课程理
念与实际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机结合，促
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倡导自
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形成了

“30+10”（30 分钟精讲、10 分钟精练）
的新课教学课堂教学模式。

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高效性得以
普遍提升，初步形成独具特色的高效
课堂教学模式，高效课堂在涪陵十八
中结出丰硕的成果。学校区级科研课
题“构建高效课堂实践研究”于 2019
年 12 月顺利结题。

建设“素质银行”
增强综合素质

现代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的素质
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培养学生的综合
能力。涪陵十八中创新打造“素质银
行”动态管理平台，让学生在对照中
思考，在思考中践行，“积蓄”取之不
尽的人生财富，充分彰显学校的教育
工作智慧。

学校的“素质银行”是对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的一个全新的电子平台，
通过电子网络平台全面记录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经历。在纸质成长档案制作
完成后，经过培训的学生利用自习
课、周末等时间，将纸质成长档案袋
上的相关信息录入电子版的成长档案
袋。班主任随时对学生的成长记录做
好引导和评价，科任教师每期对学生
评价不少于一次，同学互评每月不少
于一次。

如今，在涪陵十八中，学生的考
试试卷可扫描存入“银行”，学生的科
技作品可拍照存入“银行”，学生的社
会实践调查可录入“银行”。它不但能
清楚地显示学生每次考试的作答情
况，其个性特长和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等也一一呈现，全面展示了学生的成
长和发展经历。每学期，学生本人、
同学、家长和教师还要进行一次评
价。他们都有各自的用户名和密码，
通过电子网络平台参与评价过程和获
取评价结果。2020 年 8 月，学校市级
课题“高中生综合素质评价有效实施
研究”顺利结题。

涪 陵十八中通过打造“素质银
行”，让学生看到了自己成长的每一
步，成为成长的反思记录，帮助学生认
识自我，建立自信，促进个性发展。让
教师更全面地认识学生，开放地、多层
面地全面评价学生。让家校联系更加密

切，架起学校与家长沟通的桥梁。

打造智慧教师
点亮教育明灯

都说医生的功夫在病床上，教师
的本事在课堂上。智慧型教师理应富
有教学的智慧，即知道如何智慧地对
待教学、如何智慧地进行教学。深刻
认识学生，深刻认识教学内容，在此
基础上巧妙取法，便是智慧。

然而，就教师个体而言，其智慧
的形成往往带有个性化色彩，很难复
制。就教师群体来看，如果具备一定的
环境和条件，也会形成教师的群体智
慧。涪陵十八中人认为，在学校中既要
鼓励教师展示个性化的智慧又要重视教
师团队中的群体智慧培育和成长。

学校为教师个人的探索和反思、
教师之间的合作和交流积极创造条
件，帮助教师在新课程中不断成长，
加强对校本教研活动的指导，保证校
本教研活动的实效。同时，以新课程
改革为契机，及时解决课堂教学中的
实际问题，逐步提高实施新课程的能
力，实现教师自身专业发展。比如，
学校以全区教学大比武为促进，积极
组织校内骨干教师示范课、教学新秀
和教学能手展示课、新教师汇报课、
课堂改革研讨课、青年教师优质课、

“说讲评”赛课、微课制作、课件设
计、教学设计等教研活动。

制定学校教师外出学习培训实施
办法，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跨学科、跨
年级、跨校区、跨区县听课，坚持做
好“走出去，请进来”。借助与浙江省
长兴中学合作的平台，有计划分步骤
地派出教师前去学习，邀请其骨干教
师来校作讲座、上示范课、指导集体
备课。搭建教师互动交流平台，促进
教师专业化发展。

校本教研是整个教研层级中的重
要一环，扎根课堂、直面教学，它是
提升教师学科专业水平和课堂教学能
力、推进教师队伍建设的一条有效路
径。涪陵十八中积极鼓励教师进行校
本教研，提高教师驾驭新课程的能
力。为此，学校建立了以校为本的教
研机制。一是以课题为载体进行校本
课程研究。二是以课例形式引导教师
开展说课、评课活动，通过具体课例
分析、讨论和交流促进教师提高教学
水平。三是以学科组、年级组为单位
进行集体备课和专题学习。四是以班
级为单位不定期进行班级教研，分析
学生学习状况，加强同班级不同科目
教师之间的交流。五是组织理论学
习，通过专题学习、外出培训、名师
代教，帮助教师提高教育理论水平。
六是以科研评价奖励制度引导和鼓励
教师积极投身校本教研活动之中。

此外，积极探索积极互动的培训
模式。打破传统的培训模式，以全新
的理念和模式对教师进行全员培训和
全程培训，将培训地点设到课堂和教
研组，让培训者先亲自上课，然后结
合实践讲理论，将新课程理念通过课
堂直观地表现出来，或者请教师主讲
一节课的教学设计，培训者即席指
导，引导教师讨论，使教研组变成一
个互相学习与交流的场所。

特色就是个性，特色就是品牌。
学校根据建校时间不长、青年教师
多、学生素质有待提升的特点，将

“励志”作为促进教师成长的突破口，
将“励志文化”作为校园文化的主

轴，将其理念渗透在学校的教育教学
活动中，通过教师的引领和学生的全
员参与等实践活动，激励并促进学校
师生重树成功信念、激活生命能量、
发挥潜能，做更好的自己，努力建设
一支年轻而充满理想的高素质教师队
伍，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励志教育系
列活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快
速发展。

铸就品质标杆
追逐梦想人生

建校 16 年来，全体教职工积极发
扬“团结拼搏、自强不息、敢为人
先、创造奇迹”的十八中精神，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由建校
时 2 个班 79 人增至 54 个班 3762 人，教
职工由 18 人增至 214 人。

—— 素 质 教 育 成 效 明 显 。 近 年
来，学校多次在涪陵区中小学生田径
运动会中获得团体一、二等奖。近
1000 名学生升入艺体本科院校，其

中，考入四川美术学院近 120 人，上
体育重本线 100 人。学校组织学生参
加重庆市快乐阳光才艺大赛，近 200
名学生获得舞蹈及主持人大赛一、二
等奖，连续几年成为涪陵区获奖较多
的学校。

—— 教 学 质 量 迅 速 提 升 。 多 年
来，学校特别重视学生的管理和狠抓
教育教学质量，一些入学成绩并不理
想的学生通过 3 年的努力学习，多数
学生能考上理想大学，真正实现了

“低进高出”的佳话。
—— 社 会 影 响 力 逐 年 增 强 。 自

2006 年以来，学校连续获得区教育目
标考核一等奖、党风廉政建设一等
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党建工作一
等奖，2010 年 2 月，被重庆市涪陵区
政府部门命名为涪陵区重点中学。

涪陵十八中优良的教育质量和巨
大的社会效益吸引了区内外大量优秀
学生来校就读，赢得了市、区领导和
学生家长的赞誉，使学校学生逐年增
加、学校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涪陵区
发展快、规模大的普通中学，为“科
教兴区”作出了巨大贡献。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
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新时代、
新梦想、新期待，涪陵十八中将一如
既往地遵循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初衷，
以课程改革促课堂改革、以综合素质
评价促学生个性发展，为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而不懈努力！ （邓小飞 雷梅）

重庆市涪陵第十八中学校

吹响课堂改革号角 唱响教育华彩乐章

涪水之滨，巴王之陵，奇山
秀水孕育出了重庆市涪陵第十八
中学校这一梦想的殿堂。涪陵十
八中成立于2005 年，前身为涪陵
师范学校、长江师范学院 C 区，
是一所年轻但历史悠久、文化厚
重的区教育主管部门直属中学。
学校占地面积63亩，现有教职工
214 名，教学班 54 个，初、高中
在校学生 3762 人，中高级职称
134 人 ， 各 级 骨 干 教 师 80 人 。
2010 年 2 月，学校被命名为“涪
陵区重点中学”。

面对广大民众对优质教育的
殷切期盼，涪陵十八中人自我考
问 ：“ 我 们 要 培 养 什 么 样 的 学
子？我们以怎样的教师去培养理
想的学子？我们要通过怎样的环
境与载体塑造理想的学子与优秀
的教师？”

经过广泛讨论和集思广益，
形成基本共识。学校以“励志成
就未来”为办学理念，以“团结
拼搏、自强不息、敢为人先、创
造奇迹”为学校精神，坚持“文
化、艺体”双发展的办学模式，
明确“办强高中，办精初中，跻
身涪陵区重点高中前列，成为重
庆市有一定影响力的特色高中”
的特色定位，最终实现“让走进
的十八中人都自信，让走出的十
八中人都成功”的办学愿景。

近年来，各级名师工作室如雨后
春笋般出现，其释放名师热能、辐射
名师引领、带动教师专业成长，培养
造就了一批区域内名优教师队伍，已
蔚然成风。如何打造新时代深化教师
队伍建设的名师工作室？在此，中小
学名师领航工程杨邦清工作室暨福建
省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杨邦清名师工作
室给出了卓越答案。

专家引领启航，建设“行
动”团队

杨邦清综合实践活动工作室，是
以“行动”的教学思想引领工作室建
设，形成“行动”的影响力、感召
力。工作室自启动之日起，就得到名
师领航工程福建教育学院培养基地的
把脉指导，基地组建了理论和实践专
家指导团队，实施工作室建设的设

计、建设、诊断、跟踪与指导，助力
工作室高端优质发展。

为了打造一支过硬的研究团队，
杨邦清工作室高位谋划。在专家指导
团队的指导下，坚持“思想领航、行
动研究”的培养目标，“点上交流、面
上推广”的研究战略。杨邦清工作室
高点突破。工作室为核心成员 10 人搭
建了以他们名字命名的 10 个工作坊，
并把工作室 83 位研修成员根据特长、
特点以及区域分布编入 10 个工作坊。
每个工作坊除了吸纳工作室的研修人
员，还吸纳当地的综合实践活动优秀
教师，形成了特有的工作室建设“两
级联动”模式。每个工作坊坚守“建
坊带教雁领航，区域发展是使命”的
职责，在发展规划和活动设计中，立
足于本地的综合实践活动现状和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来进行研究。既有统
一的工作室集体研修，又有灵活的工

作坊学习，从而辐射到全省不同的地
区，促进全省综合实践活动的深度发
展。

搭建课程体系，落实“行
动”研究

杨邦清工作室首先构建课程资源
开发平台，积极拓宽课堂和学校的空
间与途径，优化组合学校课程资源和
社会课程资源，参加由教育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 《综合实践活动》 及教师指
导用书编写，借助福建省教育资源管
理平台“杨邦清名师工作室”建立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库，在 《闽北日
报》 开辟“杨邦清名师工作室行动综
合实践活动”专栏，搭建活动探究交
流平台。然后建构“GEC 课程”（G 代
表 Great 大的，Green 绿色的；E 代表
Extensible 扩 展 的 ， Exploratory 探 索

的；C 代表 Creative 创造的，Coopera-
tive 合作的），即“大中小课程”。大
课程突出学科融合之路，将“中小学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推荐的
70 个主题分年级、分学期融入班队和
学科课程中，与学科课程同部署、同
落实，并根据课程实施的进展安排汇
报、观摩、展示和及时评价；中课程
完善半日制“绿色体艺”综合实践活
动，盘活教师及课程资源，采用走班
选课的方式进行；小课程则是深化准
备季、创新季、运动季、英语季、健
康季、阅读季、艺术季、毕业季等“8
季课程”内容。确保大中小课程的全
盘规划和有序并行。

探究课堂突破，追求“行
动”实效

工作室将综合实践活动理念渗透

各学科，把综合实践活动的目标、内
容、学习方式等应用到学科教学中，
并以学科教学来推动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建设与落实。在常态推进过程
中，挖掘全学科课程潜在资源，实施
多学科融合。在课堂上推行“行动综
合实践活动”教学主张，建构综合实
践活动“行动六环节”教学策略框
架，即情境创设、迁移“行动”，问题
驱动、质疑“行动”，方案策划、引领

“行动”，深度探究、体验“行动”，问
题解决、思辨“行动”，评价反思、生
成“行动”。用“行动六环节”教学模
式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深度变革，让
每一名学生获得更佳的成长与发展。

探求凝聚成果，打造“行
动”品牌

经过工作室的不懈努力，一是撰

写出专著 《行动综合实践活动——特
级教师成长与科研成果转化》，从“行
动促课堂、行动促研究、行动促开
发、行动促成长”四个方面系统地阐
述了“行动综合实践活动”教学主
张，对当地综合实践活动建设的多维
度具有促进作用。二是形成了“两级
联动”的培养模式，形成“1+10+10+
3”（1 个领衔名师，10 个核心成员，
10 个 工 作 坊 ， 研 究 、 帮 扶 、 培 训 3
个基地） 名师培养模式，并使其逐步
走向成熟。三是实施了“1+5+N”及

“定点”精准帮扶模式，促进帮扶定点
校的发展。面向农村地区、薄弱学校
等开展“影子跟岗、义教送培、优教
送智、送教助研、支教助学”活动，
发挥了以点带面、以线连片的示范、
引领、辐射作用，推动帮扶学校科研
能力及教学品质的显著提升。四是建
构了“反哺师范教育”职前培养与职
后培训的合作机制。工作室走进高
校，为小学教育专业的学生授课，把
丰富的教学一线经验带到师范生课
堂，有效填补了师资上的欠缺和实践
中一线经验的不足。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杨邦清名师工作室以“行动”发
展壮大，铸就辉煌。 （林藩 杨邦清）

渠清如许有源头
——走近福建省小学综合实践活动杨邦清名师工作室

戏曲进校园——变脸表演

成人礼——感恩父母

消防演练

亲子活动——做蛋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