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改风采2021年5月27日 星期四 11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
学（以下简称“第七小学”）于1986
年建校，已有35年历史。在扎实深厚
的校本研修滋养下，2003年被命名为
长春市首批教师专业发展型学校，
2008年被命名为长春市教师专业发展
型学校工程示范校，2012年被命名为
吉林省教师专业发展型学校示范校。

校本研修是教育发展的需要与要
求。第七小学历时19年的校本研修之
路，经历了一个逐渐摸索、逐渐清晰、
逐渐完善、无限延长的过程。19年的校
本研修，从聚焦课堂到问题导向再到
行动研究，研究内容的深度和广度不
断拓展，打造了一支高素质的阳光教师
团队，创生了令人瞩目的专业成绩。

校本研修1.0版本——
新课程实践研究

（2002—2006年）

怎样把新课改的课上好？无论是
新上岗教师还是骨干教师，都会感觉一
头雾水。第七小学的管理者敏锐捕捉
到教师们的焦急和困惑，聚焦课堂，引
领教师，切实解决新课改的根本问题。

从2002年起，学校每年两次举行
“一切为了每个学生发展”新课程教学
大赛。2003年和2004年深度推进新课
程大赛，采取同课多轮、同课异构方
式进行研讨。到2005年为止，共举办
8届大赛，300余节研讨课。说课、上
课、评课、研课成为教师们的日常。

校本研修1.0阶段的4年里，第七
小学积极构建校本研修体系，在区本研
修的基础上，与校本研修相结合，形成
以校为本、以研导修、以修促研、提高
教师素质、打造学习型组织、促进教
师专业发展的培训模式。学校成立校
本研修组织机构，每年投入专项培训
经费，保证校本研修工作的系统策划
和有效实施；专门出台《校本研修制
度汇编》，制定“本土化”研修课程体
系；建构教师培养模式，实现教师在
专业发展上的自我超越。

校本研修1.0阶段的4年里，第七
小学凭借教师专业发展型学校建设，
由原来的一所区属小学，走进长春市

名校的行列。2003 年，承办汽开区
“树立新观念、实施新课程、构建新模
式、实现新目标”的“四新”现场
会，实施新课程的典型经验在区域内
起到示范引领作用。2002年10月，汽
开区教育部门举办中青年教师新课程
教学大赛，第七小学以总分1701.4分
的成绩获小学组冠军。在长春市教师
新课程大赛中，4位教师被评为长春市
教学新秀，3位教师被评为长春市新课
程大赛“十佳教师”。

校本研修2.0版本——
小课题研究（2007—2012年）

教师们在聚焦课堂的研讨活动中
逐渐形成了问题意识，例如：如何提
高低年级学生的识字效率？如何提高
学生的写作能力？一个个问题来自于
课堂，来自于教学，成为教师们亟待
解决的问题。于是，第七小学引领教
师们开展了小课题研究。

万事开头难。在小课题研究过程
中，首先要指导教师们正确地进行选
题。学校的管理者从如何建立问题库
开始，提倡教师选取个体研究和群体
协作研究两种选题方式，确立了

“近”“实”“小”的选题原则。其次，
根据小课题开放性、定向性的研究特
点，第七小学将“行动研究”作为研
究的主要方法，确定了“多人同课+
小课题研究”的群体协作研究模式。
同时，有针对性地开展科研培训，先
后聘请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教育学
院的教授、教研员入校，对全体教师

进行小课题研究的指导。
研究中，第七小学校本小课题研

究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在教师素质提
升和学校社会声誉两方面取得佳绩。
第七小学骨干教师队伍逐渐成熟，有
省市区级骨干教师13人，是汽开区小
学骨干教师比例较高的一所学校。学
校拥有吉林省级学科带头人一名、吉
林省骨干教师论坛“金星奖”获得者
一人以及长春名师一人。

校本研修3.0版本——
“我的教学主张”研究

（2013—2015年）

新课程研究5年，小课题研究6
年，第七小学在连续11年以校为本的
研修活动中，教师队伍的群体素质、
科研能力都有所提升。建峰填谷，守
正创新，打造专家型教师这一课题水
到渠成地摆到第七小学面前。2013
年，第七小学倡导开展“我的教学主
张”主题研修活动，开启了第七小学
校本研修的3.0时代。

2012年，第七小学采用“长春市
教师专业发展型学校网络平台”，为教
师专业成长创造学习交流场地。同年，
学校开展以课例为载体的“我的教学
主张”研究；2015年，在教师们前期研
究的基础上，引导教师把个人的教学主
张研究与小课题研究相结合。

在小课题研究的引领下，部分骨
干教师的教学主张得到确立，骨干教
师们形成了稳定的教学风格。吉林省
语文学科骨干杨建宇老师的教学主张

为“真实性语文学习”、吉林省数学学
科骨干董晶老师的教学主张为“生活
数学”、吉林省音乐学科带头人丁燕老
师的教学主张为“快乐音乐”。

在“我的教学主张”研究过程
中，教师们的专业素养不断提升。
2013年，第七小学教师石瑞波荣获长
春市首届“十大教书育人楷模”称
号，汽开区教育系统仅此一人获此殊
荣，为学校争得了荣誉。2014 年开
始，第七小学承办了多次“校长国培
计划”研修项目，学校被命名为吉林
省“国培计划”影子培训基地校，社
会声誉进一步提升。

校本研修4.0版本——
核心素养研究（2016年）

第七小学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要求，将“核心
素养”这个概念引入到学校校本研修
中，启动了为期一年的“核心素养视
角下的课堂教学研究”校本研修活动。

首先，学校邀请东北师大教授到
学校面向全体教师进行“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堂教学研究”专题讲座。其
次，开展三个层面的培训会，即学年
组长、教科研组长、教科研骨干联席
会。随后，编制了《核心素养视角下
的课堂教学研究》校本研修培训教材三
期。在理论储备基础上，开展了全员

“核心素养视角下的课堂教学研究”研
讨课，83位教师全员参与了活动。

在校本研修的4.0阶段，第七小学
教师的专业能力继续提升，学校的教
学质量持续保持前列。一名教师获评
2016年“长春市我身边的好老师”荣
誉称号。学校音乐学科教学团队荣获
汽开区第五届中小学教师专业风采大
赛“十佳教研组”称号。2016年，在
汽开区教育部门小学五年级期末质量
抽测中，第七小学语文、数学总分的
平均分、及格率、优秀率均位列首
位。5名学生在汽开区教育部门2300
余名学生中进入前10名，其中王天一
同学名列榜首，黄文玥、郭文越两名
学生并列第5名，陈鑫欣、于慧琦两
名学生并列第8名。

校本研修5.0版本——
阳光课堂教学标准研究

（2017—2019年）

2017年，第七小学让校本研修依
托课堂、超越课堂，最后回归课堂。引
领教师在课堂中研究，才是学校发展的
根本，才是教师专业素养提升的根本。

一堂好课，应该有哪些特质？其
评价标准是什么呢？评价的主体又该
是谁呢？

学校全体人员不断思考、不断行
动。历时3年，七校人走过2017年的

“寻标准”阶段、2018 年的“研标
准”阶段和 2019 年的“定标准”阶
段，教师们探索出自己草根式的“阳
光课堂教学标准”，真正成为了课堂教
学的主人。在探索过程中，17位教师
的“阳光课堂教学标准”转化为自己
的“教学主张”，学校把这些主张以教
师的名字命名，并举行表彰大会，邀
请教育部门的行政领导和大学教授给
教师们颁奖；同时形成《我的阳光课
堂·我的教学主张》一书，于2020年
上半年由吉林教育出版集团正式出
版，成为校本研修的重要教材。

“阳光课堂教学标准研究”不仅丰
厚了学生的学科素养、促进了学生的全
面发展，而且增加了教师的研究兴趣、
唤醒了教师的实践自觉、深化了教师的
教育思想，更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品质和
办学声誉。2019年7月，第七小学作为
长春市仅有的一所小学代表长春市接受
教师继续教育工作调研，“阳光教育”
办学理念、“阳光教师校本研修”获得
上级领导高度肯定和赞誉。

校本研修6.0版本——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2.0研究（2019—2021年）

2019 年 9 月，第七小学钟梅校
长、黄丽娟副校长参加了为期5天的

“吉林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能力提升
工程2.0学校管理者培训”。在华东师
范大学闫寒冰教授、吉林省教育学院
宋海英教授等专家的引领下，对如何

在学校推进能力提升工程2.0实施计划
构建了初步设想。

在第六阶段的校本研修中，第七
小学聚焦“应用驱动”，在这一环节集
中发力，积极构建“应用驱动”视角
下的校本研修新样态，寻求整校推进
的破解之道。首先，确立“立足应
用、靶向学习、整校推进、全员参
与”的实施路径和学习标准。其次，
钟梅校长以“聚焦整校推进，寻求破
解之道”构建了整校推进的基础、目
标和方向。在标准应用驱动、载体应
用驱动的基础上，通过教学实践应
用、研修实践应用和网课实践应用等
途径，开展了实践应用驱动。

第七小学在为期三年的研修过程
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2020年上半年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成功构建第七小
学“七七八六”空中课堂教学管理模
式；全校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
工程2.0培训取得了优异成绩；2020
年6月，第七小学提交的“聚焦整校
推进，寻求破解之道”被评为吉林省

“提升工程2.0”优秀示范校案例；学
校先后迎接宁夏银川、广州中山、黑
龙江哈尔滨学习团队入校访学4次；学
校管理者面向全国10余个省份进行经
验分享远程直播50余次；语文学科团
队两个半小时的“翻转研修”面向9
个省份现场直播。学校的经验与智慧
在全国发挥了辐射示范作用。

回顾开展“校本研修六项修炼”19
年走过的路程，第七小学持之以恒、精
益求精、开拓创新，为校本研修不断添
加新的元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校本研
修文化，即连续性、行动性、研究性、草
根性、生成性、创新性、发展性七大特点。

阳光教师校本研修的六项修炼，
在第七小学营造了浓郁的、具有广泛
群众基础的团队式教学研究氛围，打
造了一支高素质的阳光教师团队，为
全国性小学校本研修提供了成功的经
验。“靠研究推动工作，用学习成就人
生”的精神凝聚在校园中，“鹰一样的
个人，雁一样的团队”成为了第七小
学共同的愿景。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
学校长 钟梅）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七小学

阳光教师校本研修的六项修炼

绿波红菱自出色 墨香宋读展风采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宋剑湖小学“绿波红菱”特色办学剪影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宋剑湖小学
（原名武进区新街小学）始建于2000
年，是撤并了原育红、临津、大巷、
宋剑湖4所小学后新建的一所学校，
是一所地地道道的农村学校。2007年
由完小升格成独立建制小学。多年
来，学校确立了“创造促进师生主动
发展的教育”的办学理念，构建了以

“绿波红菱”为标识的“三自”文化，
学校逐步建设成为了特色鲜明、质量
上乘、文化深厚的高品质乡村小学，
走出了独具特色的办学之路……

绿波红菱为标识
校园文化沁芬芳

学校的一切工作必须坚持育人为
本。为此，学校确立了“创造促进师
生主动发展的教育”的办学理念。所
谓创造促进学生主动成长的教育，就
是要让每个学生得到全面的、和谐
的、有个性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所谓创造促进教
师主动发展的管理，就是要促进教师
师德修养、专业水平不断提升，在教
育教学过程中享受职业尊严与幸福，
实现生命的价值。让学校充满生命的
灵动与活力，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

校园文化，永远是一所学校发展
的灵魂，更是一所学校发展凝聚力所
在，因此，学校从实地出发，构建以

“绿波红菱”为标识的“三自”文化。
学校汲取遥观宋剑湖地域特色“绿波
红菱”自然景色，引鉴为宋剑湖小学
的文化标识。“绿波红菱”的教育解读
是：社会是绿波，学校就是红菱；学
校是绿波，师生就是红菱；教师是绿
波，学生就是红菱。所以，这种文
化，从学校的角度看，就是培养一方
学生，造福一方百姓；从教师的角度
看，重点是爱与责任；从学生的角度
看，关键是主动成长。由此确定了

“自主、自强、自立”的校训。自主，
就是立足自我，主动发展；自强，就
是坚韧不拔，自强不息；自立，就是
立己达人，成就梦想。

校徽，是一所学校的标志与灵

魂。学校的校徽外形整体像草书
“宋”。用“剑湖”的拼音首写字母
“jh”来设计。围绕学校文化，校徽也
充分展现了“绿波”与“红菱”的交
相辉映。整体来看，校徽就像是自主
自强、奋勇向前的少年。2020年“红
菱家园”党建品牌获评常州市第二批

“一校一品”党建文化品牌项目。“学
习强国”江苏平台《常州经开区：红
菱园里红菱红》，宣传了学校“红菱家
园”党建品牌。《武进日报》也专题报
道了学校的“绿波红菱”文化。

校园环境，是全校师生时刻感受
到的环境，对师生成长起到了浸润作
用。学校高度重视校园环境文化建
设，全力营造具有学校特质的环境文
化。学校在楼名、百米长廊、校园景
点、楼道、浮雕、宣传栏等环境布置
中做到4个凸显：凸显办学追求、凸
显“三自”文化、凸显书画特色、凸
显书香校园。教师办公室、教室、走
廊、食堂等地方的氛围布置也散发着
浓郁的文化气息，丰富学校的文化内
涵，让学校成为花香、书香、墨香、
菱香的“四香”校园。

绿波育红谱新曲
特色课程育学子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
舍，金石可镂。宋剑湖小学87.5%的
学生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但是学校
希望通过独创的特色课程去引导学
生、感悟学生、改变学生，同时，也
让学校的学子热爱生活、喜爱阅读、
具备艺术修养、乐于探究创新。所以
学校要让课程成为学生成长的基石，

提高乡村学生的修养与文化素质，为
遥观的未来发展做一点实事。

书画课程是学校的一张特色名
片。中国书画是世界艺术瑰宝，至高
境界就是高品质的平衡与和谐，蕴含
厚德、自强、创新的人文精神，学生
能在长期的书画熏陶中慢慢领悟其中
哲理。于是，自2000年建校至今，学
校充分利用软、硬件资源和校内外师
资，采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课内与
课外相结合的方式，倡导书画艺术文
化，提升学生的书画技艺，提高学生
的人文素养，积淀了较丰富的内涵和
底蕴，开展翰墨飘香的书画课程，走
出了一条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书画特
色教育轨迹，培养了一批批品学兼优
的书画苗子，发展了学生的个性特长。

学校聘请全国著名书画家王玉
伦、章哲诚、王日曦、刘荫祥等成为
学校书画导师团成员。组织编写“墨
缘”和“墨韵”校本课程，成为学校
自己的品牌课程。配备书画专用教室
8个。学生挥洒笔墨，勤学苦练，由
此走向区、市、省、全国各级竞技舞
台，学生2000多人次在大赛中获奖和
发表，特别是在历届常州市中小学生
现场书法大赛中成绩优秀。有100多
名学生成为常州市书协青少年分会会
员，学校编印了学生优秀书画作品集
《绿波红菱》，还举办了常州市首个小
学生书画展。《书法报》《常州市书法
报》《人民教育》都对学校书画特色进
行了报道。2020年，学校持续推进市

“墨香校园”创建工作。《常州经开
区：20年深耕乡村书画教育 书画课
成了当地“明星课”》刊载在“学习
强国”上，把学校的书画特色课程推

广出去，扩大了学校的影响力，提高
了学校的知名度。

“读书是福”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
墨宝。2016年起，学校推出开卷有益
的“宋读者”课程，“宋读者”课程的
根本意义在于为学生提供良好的人文
底蕴。课程从“历史、文学、书画”3
个维度整体构建，使学生在宋小学习
的6年时间里，阅读百万文字书籍，
鉴赏百幅名家书画，丰富一生人文底
蕴。实施精品课程“跟着古诗游中
国”。2021 学年学校推出了“宋读
者·悦听视界”，这一视听平台主要分
为“家有儿女”和“家有诗书”两大
主题，通过群内阅读音频共享，学生
可以自己品读，也可以全家共读，这
一视听平台推动家庭阅读，辐射社区
阅读，让阅读成为每个家庭的一种生
活方式，成为遥观镇每个人的日常所
需。2017年“跟着古诗游中国”项目
被评为武进区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
目，在区学校课程建设推进会上作交
流。2018年度“宋读者”校本课程被
评为武进区前瞻性教学改革实验项
目，并在常州市主动发展项目中获得
二等奖。2020年，“指向核心素养的
课外阅读系统构建”获评常州市教育
教学成果奖培育项目。

思考是人类的一大乐趣。将思考
与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开发学生
的智力，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拓宽
学生的眼界。学校在校内推出探究创
新的“建筑模”课程。“建筑模”课程
是理论和实际高度结合的科技项目，
不仅可以丰富科学知识，而且是一项
益智运动，学生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同
时，可以体验动手带来的乐趣。2010年
起，学校初次组建“建筑模”小队，从
绘制蓝图到制作模型，“建筑模”团队
一路摸索，一路探究。这一课程充满实
践性和创造性，教师悉心指导原理，学
生积极战胜困难，把自己富有个性化的

“建筑模”一个个展现出来，这一过程
极大地培养了学生动脑创新、动手操
作的能力以及克服困难、探究进取的
精神。经过前期认真训练、积极准
备，学生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享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感和满足感。学校
“建筑模”队连续9年在江苏省建筑模
型比赛中夺得男子和女子团体一等
奖。学生个人获得江苏省一等奖 62
个、二等奖63个、三等奖23个。

绿波泛光点睛笔
教师优培展风采

教师发展是学校发展的“根”和
“本”。作为一所农村小学，要发展好
学生和学校，首先要发展好教师，留
住好教师。2015年，学校启动了“绿
波强师”工程，包括培养“领跑者”
和发展全体教师，乡村小学逐渐走出
一批又一批各具风采的教师。

学校坚持“铸师魂”和“强师
能”双轮驱动。一是师德建设，走好

“三步”。“学”，学习师德规范制度、
学习先进人物事迹、学习企业文化管
理，进一步让教师明确教学要求和担
当；“行”，以168爱生行动、师德建
设月等活动为契机，引领教师以自己
高尚的人格、真实的行动影响学生、
引导学生；“评”，通过师德考核、教
师“三自之星”评选对教师师德进行
评价，表彰优秀教师，彰显“绿波”
精神。二是师能提升，夯实“三步”。
专业成长，走向“四名”：阅读名著、
邀请名家、观摩名课、跟岗名师。校
本研修，走出“三实”：“定时”——
集体教研活动时间定、地点定、内容
定、形式定；“扎实”——教研活动从
3个维度扎实展开——教材研读、课
堂研讨、作业研习；“研实”——做到
人人参与课题、人人都是研究者、个
个都要提师能。制度激励，走实“四
评”：优秀教研组、教师科研奖、五级
梯队奖和教师红菱奖评比等。

教师们纷纷走上了专业发展的快
车道，实现了一次次突破：5年来，
丁雄鹰副校长被评为市特级教师后备
人才；章志英教师获常州市教师华英
奖。有7位教师先后获评省市优秀教
育者和优秀班主任；18位教师获得市
区级基本功或评优课一、二等奖。学
校现有市区五级梯队成员21人，占全

体教师总数的45%。2020年，“常州
道德讲堂”和“学习强国”宣传了章
志英老师援陕支教的感人事迹。学校
先后走出了两位正职校长和一位执行
校长。教师在学校中的锻炼与提升，
使自身获得归属感和成就感，在教师
综合素质提升的带动下，也促进了学
生和学校的成长。

近年来，武进区宋剑湖小学作为
老百姓心中信得过的学校，收获累累
硕果。2003年学校获“常州市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先进学校”称号；2007年
学校被评为“常州市书法特色学校”；
2008 年学校被评为常州市“绿色学
校”。学校领导班子获区“团结、廉
洁、开拓”好班子称号。2009年学校
通过了常州市优质学校的验收，被评
为“中国青少年素质发展示范基地”。
2010年学校获常州市实验室建设先进
单位。2011年学校被评为武进区第二
轮学校主动发展示范学校，通过省平
安学校的验收。2012年学校被评为武
进区教科研工作先进集体。2013年学
校被评为首批常州市教育系统行风建
设群众满意示范学校。2014年学校获
区“教育系统开展争当三好教师师德
大讨论活动先进学校”荣誉称号。
2016年学校获评武进区师德建设先进
学校，并被评为武进区教科研工作先
进集体。2017至2018年学校研究性学
习获得武进区特等奖。连续两年获武
进区前瞻性教学改革项目，学校三年
主动发展项目获常州市二等奖。2019
年在区首届学生整班写字比赛中获一
等奖，并再次被评为武进区师德建设
先进学校。学校文化建设、书画特色
和教育质量都受到社会群众的点赞，
2009至 2019年学校连续11年在区素
质教育质量评估中获奖。

生如蝼蚁当立鸿鹄之志，命薄似纸
应有不屈之心。武进区宋剑湖小学，小
学校也要做大教育。每一名宋剑湖小
学的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一
方百姓做一点实事，一直在绿波红菱
的特色办学之路上奋力前进……

（常州市武进区宋剑湖小学校长
王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