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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

从“育商”走向“立人”“财商+”课程开创新路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教育改

革除了深化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之
外，财商教育作为信息化高速发展的
产物，也逐渐崛起为学校教育的重要
板块。财商教育，是让学生们学会从
知识上武装经济思维、从技能上培养
理财习惯、从品质上树立人生信念，
引导学生体验和管理金钱的一种实践
活动，也是德育、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

浙江省温州市蒲州育英学校直面
党和国家提出的“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
题，立足当今经济飞速发展阶段财商
教育日益被重视的现状，秉承创造财
富和造福社会的温商精神，并结合学
校已有的生存财商特色教育，创造性地
提出了财商育人新模式，从“育商”走
向“立人”，构建出了完整、立体、无
痕、生活化的财商教育课程体系。

科学架构“财商+”校本课程

学校对比财商知识体系与国家相
关要求，将课程体系分为“财商+基
础型课程”与“财商+拓展型课程”。
基础型课程是将义务教育中现有的财

商知识内容梳理提炼，形成系统化融
合课程，实现有深度和广度的学科统
整学习。拓展型课程，其教学内容源
自生活实际和地区财商文化特点，立
足于学生兴趣点和真实生活情境，具
有更开放的目标和更丰富的组织形
式，并将其细分为指向财富观念和素
养提升的学科性课程，以及指向综合
实践能力提升的活动性课程。

“财商+”学科性拓展课程，以财
商文化与财商概念为核心，以浙商、
温商为教育素材，开展财商文化主题
教育。通过“游戏”“体验”等，让学
生寻找身边的榜样，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另外，学科性课程还包括以概念
拓展为主的社团课。学校提炼出“钱
财认知”“理财观念”“财商价值
观”三大递进式核心概念，让学生
经历“基础钱财认知—必备理财观
念—高端财商价值观”系列学习，
实现财经知识、能力、价值观的螺
旋式上升。

“财商+”活动性拓展课程，培育
的是学生的“新劳动能力”——除了
体力劳动，更要调动综合思维开展脑
力劳动。活动课程对时间、空间、资
源的需求更为开放和包容，并再分为

“仿真体验课程”和“实践应用课程”
两类。一方面，学校通过仿真体验课
程，在“校园微型社会”内开设“爱
心银行”“开心超市”“童心拍卖行”
等特色场馆，让学生在高度仿真的场
馆内进行社会研学，经历高阶劳动，
训练财商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实践
应用课程，重点培养学生贴近生活、
学以致用的“新劳动能力”。在课程设
置上，呈现出从课堂到实践、从校内
到校外的梯度。

探索提炼“财商+”教学策略

财商教育的教学重在教学内容、
场景、形式的选择与设计，并与学生
的年龄认知特点相契合。其制定和设
计结合了3个角度：一是提取国家基
础课程中的财商知识点；二是将不同
学科、拓展文本中的财商内容系统整
理并加以拓展；三是将生活中的财商
素材有机重构，突出应用和强化。学
校还通过财商技能教学、设置趣味教
学情境和任务挑战等构建财商教育场
景和教学组织，突出真实性和实践性。

在教学实施过程中，学校尝试了
多种方法将财商知识融入教学。首先

是有机衔接法，以“X+1”教学模
式，通过情境创设、作业设计、课后
拓展等，引导学生树立财商意识。其
次是设计教学法，根据财商教学过程
中出现的综合、真实问题，开展项目
式教学。例如针对儿童生日铺张浪费
的现象，开展“策划我们的10周岁生
日”项目实践。然后是体验式教学
法，利用现场教学、场馆教学、表演
等，让学生深度学习，使财商教育真
正做到“有趣、有效、有料”。

并且，学校还个性化地开设了
“O·T·D成长账户”进行“财商+”
教学评价。在教学过程中，以积分评
价的方式存入“自我成长（O）”“团
队发展（T）”“梦想点燃（D）”三
大账户。以“O账户”评价学生勤劳
动、能创造等财商品质，激励学生实
现从“被管理者”到“自己人生的
CEO”的角色转变；以“T账户”评
价学生会合作、讲诚信等关键品质，
让学生从被动参与到学会合作，再到
主动经营，发展团队财商能力；以

“D账户”评价学生“链接未来”的能
力，反映学生会规划的财商品质，提
高自制力和忍耐力，进而提升适应未
来的本领。

创新开发“财商+”教育载体

学校创造性地开设了“能挣能花
能管理”的数字校币——“育英币”，
并借助育英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观
念、提升素养能力、激励个性成长。

在校园里，学生获取育英币主要
有以下路径：一是自主报名参与“微
职业”或是“展示秀”赚取薪水，即

“劳动致富”；二是以个人或集体形
式，在重要比赛、考核中获得优秀成
绩，获取“奖学金”；三是运用财商知
识，通过理财、储蓄等方式实现“资
金”的增长，也就是“理财致富”。学
生赚取育英币之后既可以在学校超
市、电影院等场所进行消费和兑换，
也可以进行校园储蓄、理财等二次投
资，抑或进行爱心基金捐献，真正凸
显其社会流通功能。

构建“多教联动”协同育人

为深化财商课程研究实践，学校
进一步整合社会资源，力求财商教学
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在
纵向财商育人链上，让学生从制订学

习规划开始，包括育英币理财计划、
职业体验计划、成长项目计划等，到
学期末以小组汇报方式进行展示评
价，实现全过程育人。

在横向上，以财商共同体形式实
现“多教联动”全员育人。通过由同
伴学习组、发展委员会、公益讲学堂
组成的财商共同体，在学生自主实践
研究基础上，让家庭和社会从教育的
旁观者成为支持者、协作者，共同参
与学校财商教育和管理。

除此之外，学校还打造了以校
园、社会、云端为核心的全方位“财
商教育场”。在校园内创建“微型社
会”，实现学校与社会的连接，让学生
接触教材内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与
街道、企业、政府部门进行联通，打
造校园外的“社会大课堂”，获取更丰
富的教育资源。建设财商资源云，以
视频资料、财商游戏、作品展窗等形
式，实现教育资源的完善和共享。

教育非为已往，非为现在，专为
未来。而在未来社会，财商与智商、
情商已成为不可或缺的三大基本素
质。蒲州育英学校通过“财商+”课
程体系的实施，不仅提升了学生们的
财经素养，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让教师们在
教学过程中更新了教育观念，变革了
教学方式，提升了教研能力，学校也
因此实现了办学品质和品牌特色的优
化。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和完善以
财商教育为核心的育人新模式，使得
财商教育走得更远更好，并真正培养
出具有温州根、中国魂、世界眼，德

“财”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 （张小青）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白沙埠镇中心小学

擦亮“新孝道”教育育人品牌
依托环境优势
深挖教育资源

一山两河三圣，孝文化之脉源远
流长。孝河之畔自古荷香飘逸、如诗
如画，而坐落于此的白小，也因得天
独厚的地理位置而与卧冰亭依水相
连，与孝友祠隔河相望，与孝河园前
后相邻，与孝广场亲密相盼。借“通
路、通水、通墙”等连通措施，学校
沿孝河建设了230米开放式栅栏墙，
将琅琊八景之孝河凝冰、莲叶轻摇伴
柰树等孝河自然风景纳入学校视野，
也将黄雀入幕、争食密鸩等孝悌故事
打造为环绕校园的人文景观。如今，

“清风诉孝道，荷香逸孝情”已成为
学校自然生态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

“孝友心、家国情”，事实上，白
小这一育人理念也源于对当地文化的
传承。在学校看来，地处拥有诸多革
命故事的白沙埠镇，学校有责任传承
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因此，学
校立足红色资源优势，打造了“弘扬
中华孝道、传承红色基因”的德育品
牌。

在红色基因传承方面，学校挖掘
本地革命故事，分为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新中国成立初期和当前成果等4
个篇章，建设了家文化园、国文化园
和红色长廊；在策略方面，推进了

“新孝道”融合红色教育工程，打造了
“传承红色精神记忆、突出红色符号传
播、强调红色仪式展示、建设红色活
动阵地、整合红色课程资源、优化红
色课堂策略、拓宽红色教育视野、践
行红色文化自信”的红色教育八部曲
框架，开展了“上红色课程、学红色
精神、唱红色歌曲、听革命故事、颂
红色英雄、读红色经典、塑红色课堂、
做红色作业、记红色格言、写红色文
章、知红色历史、办红色板报、开红色
班会、设红色社团、评红星班级、彰红
星少年、践沂蒙研学”等活动，通过

“爱国心、强国志、报国行”“弘扬沂蒙
精神，书写奋斗青春”等主题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播洒孝道文明。

根植课堂沃土
播洒孝道文明

“‘新孝道’教育只有融入到课

程、课堂中，才能更细腻地滋润生命
拔节”。在白小，“新孝道”教育也深
度渗透了课程和课堂这两方学校教育
沃土，形成了系统化的“新孝道”课
程。

对于课程实施，学校用“新孝
道”教育课题研究来引领，如今，这
一课题已在国家教育部门成功结题。

“新孝道”课程共有《新孝道》三段
教材，结合“感孝事、悟孝情、明孝
理、践孝行、扬孝风”5 个课程板
块，学校构建了“课前调研、课堂拓
展、课后实践”的课堂流程，完善了

“怡情激趣、读文明理、感恩孝行、
孝心践行”的教学模式，通过读孝
书、念孝经、做孝事等教学活动，让
课堂充满了生机与创造，达到了课堂
明德效果。

此外，学校还用明确的课程设置
来规范课程，每周一节，纳入课程管
理，强化5个落实，保障高效运作。
依托上孝课：以“传承孝道，拥有孝
心”为目标，定期到孝园、孝友祠、
孝河边、孝文化广场上课，举行主题
活动，开辟“新孝道”教育和实践的
大课堂。对于“新孝道”课程的评
价，学校更是设置了比“孝果”环

节，一方面把“新孝道”教育落到细
处，抓到实处，以“崇孝敬贤、感恩
博爱”为主题，扎实开展“爱心储
蓄”系列主题活动，学生通过进家
庭、到社区、下工厂去捕捉爱的镜
头，去感受爱的力量，去奉献爱的心
意，去诠释爱的真谛，用真挚的爱去
编织和谐家庭、和谐校园、和谐社
区……同时建立学生成长的足迹式评
价，定期举办“孝心最美丽”演讲比
赛，评选“孝心大使”，引领见贤思
齐、向善向上。

对于实践课程，学校开发了剪
纸、书法、国学、戏曲、国画等五大
类24门特色实践活动课程，拓展了

“新孝道”课程的外延。实行“定单
式、‘走班’制、大小课”的模式，
结合文化节、艺术节等活动，整合
课程时间，每周四下午让学生实
践，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秉承“教育要回归生活”这一
新课改理念，“新孝道”本着生活
化、序列化、一体化的原则，以“八
知十孝”为主旋律，在生活实践中弘
扬中华美德，打造知行一体的活动文
化。

如系统开展“十孝实践”：卧冰

亭里感孝、孝友祠里听孝等，在实践
中内化“新孝道”。又如，全面彰显

“生命成长”：围绕“书院飘香 蓓蕾
展姿”这个主题，建立10项读书机制
（自主借阅广泛读、课内阅览指导
读、兴趣小组实践读等），开展“群
阅读，共成长”经典诵读工程，进行
海量阅读、亲子共读等多种形式的

“诗文养德”诵读活动，通过读书成
果展示节，评选“书香家庭、书香小
名士、孝友书院十大读书人物”，打
造书香文化。

对于课程整合，学校以“孝、
情、美”为支点整合“新孝道”课程
和其他课程，构建“情益·生活”课
堂文化，开展“家国情怀”文化论
坛，进行德育课例展评，寻找经典中
的文韵，体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博爱思想及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报国情怀……
立足学科特点，发现课堂中的孝善
美、文明美、生命美、生态美、语言
美、逻辑美、艺术美、韵律美、内涵
美、儒雅美、自强美、厚德美、仁爱
美、诚信美……

白沙埠，书圣地，孝之乡，文化
长。好学子，要记牢，扬孝道，学榜
样。树雄心，立远志，践孝行，爱深
长。爱祖国，爱家乡，爱校园，爱英
雄。孝父母，敬邻里，助同学，尊师
长……今天，学校正以昂扬奋发的豪
情、脚踏实地的斗志、勤勉开拓的精
神，同心同德，励精图治，奋进在高
质、飞速发展的道路上。相信，未来
的白小，必将迎来桃李满园！

（张兰前 朱甲海）

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区世纪城实验小学

“童乐教育”：铸就不一样的精彩

“童乐”是课程的核心支撑

于课程主阵地而言，“童”和
“乐”，如同鸟之双翼，缺一不可。童，
对标教育目标；乐，对标教育方式。在
小学生这个学习意志力发展尚未完善的
阶段，“童乐教育”可谓课程建设的核
心支撑。因此，世小结合核心素养和

“五育并举”提出“五乐”育人目标，
从“萌芽”基础课程与“生长”拓展课
程入手，由尚善与实践、语言与人文、
思维与科技、艺术与审美、体育与健康
等方面界定，构建了“10+40+N”（国
家课程+自主式拓展课程+综合课程）

“童乐”课程体系。
为给每个孩子打造个性化的课程，

学校在国家课程基础上研发了自主式拓
展课程，包括乐善、乐知、乐行、乐
健、乐群五大类40门课程。其中，“萌
芽”基础课程以国家课程为主，适当进
行拓展，如“美时美刻”、朗读英语绘
本和诵读《三字经》《千字文》等；“生
长”拓展课程涵盖了德智体美劳各个方
面，通过“二次选课”“适当加班”“引
导选课”等举措，确保学生的选课质

量，做到参与全员化，开展时间为每周
三、周五下午。

培养乐行的人，关键在于实践，学
校依托新区文化与滩涂资源开发了

“5+6+N”校内实践模式和“3+N”校外
实践模式。

“5+6+N”校内实践模式是学校通
过积极开展五大主题月活动，六大主题
开放日活动（亲子入队、亲子阅读推
广、十岁成长礼、综合绽放、心理沟
通、相伴毕业季），穿插“N”种系列
实践活动，如“海之行”好习惯节、

“海之帆”运动节等。“3+N”校外实践
模式则依托杭州湾海涂资源与新区文
化，分设亲近自然、贴近人文、走近
社会三大板块，下设“爱我世纪城”

“爱我杭州湾”“走进博物馆”“走近名
人”“走访企业”“走进社区”6个板
块，打造“体验、参观、访问、研学”
四大实践方式。如走进世纪城，游学青
少年实践基地，走进海塘博物馆、候鸟
博物馆，走进方太公司、吉利集团……
此外，学生借助家长学校、社区等力
量开展红色教育基地学习，农场研
学、净水研究等活动，拓宽实践广
度，挖深实践深度。“海娃观鸟”被评
为宁波杭州湾新区精品课程，课题

“海娃踏浪——新区特质下德育实践课
程的建构与实施”获宁波市教科研成果
二等奖。

在世小，还有专属的劳动课程“海
娃童乐劳动课程”体系，分为“童韵学
知、童真生活、童趣田园、童心服务”
四大课程，每一类课程下，都对应不同
的教育维度。

“童韵学知”课程下设国家规定的
劳动课堂和其他学科渗透劳动教育类课
程。

“童真生活”课程以学校、家庭为
劳动教育主渠道，切实提高学生劳动理
念与技能，如学习文具整理、就餐文明
礼仪等，争做管理“小标兵”，学习不
同的居家实践内容——“学会礼仪”

“学会自理”“学会管理”“学会服务”4
个方面，做居家小能人。

“童趣田园”课程主要是劳动基地
“童耕乐园”的有效利用，在世小，一
个停车场就能被开发成“童耕乐园”，
每个班级可以认领一小块，制作精美
小农场标识。世小还充分利用校外资
源，开展丰富的田园探索项目。三年
级（4）班学生在“石器时代庄园”探
索荸荠的生长地，种下一棵棵梧桐
树，开展植物大搜索活动、植物敲拓

染活动等，与大地做伴，与求知同
行，为孩子们的成长助力。

“童心服务”课程下设爱心小义工
和职场小达人，其中，通过在学校体育
节、科技节、读书节等争当志愿者，组
建“敬老小队”“小区卫生小队”“公物
维护小队”等深入社会各行各业，便是
爱心小义工的分内之事。而职场小达人
是为了给学生提供多样的职业启蒙教育
和成长实践体验，学校发挥新区资源优
势，主动服务社会，积极探索“职业启
蒙教育”新路径，如“我是小法官”

“我是点钞员”等。

赏识与实力是世小教师的
“法宝”

在世小，童乐教育的身后，站着一
群铸造“童乐教育”之魂的教师。“假
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这是
所有世小教师谨记的一句话。于是，在
世小教师的眼中，孩子们的成绩并非单
一的评价标准，他们总结每日学生表
现，结合班级情况及时给予肯定及引
导，以平等视角交流现象、剖析问题，
濡染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

观。在如此评价观的引领下，世小开启
了多元化评价，如通过改革笔试形式，
一、二年级学生以“我是乐学小能人”
游园形式进行期末考察；每周自下而上
推选“亮亮海娃”，在周一集会进行表
彰，“孝德海娃”“魅力海娃”等在世小
学子中发挥激励与榜样作用，以赏识教
育激励学生快乐成长……

一面是春风化雨，一面是过硬实
力。世小的教师，有的不仅仅是倾情奉
献的育人初心，还有过硬的专业素养：
在世小，有“海之雁”名师工程，学校
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带动作用，积极开
展“青蓝工程”，让优秀教师的人文涵
养、专业水准影响青年教师，实现经验
传承，智慧分享；在世小，有“海之
苑”读书沙龙，每一位教师都能上台畅
谈读书心得，讲述教育故事，分享教学
经验，交流教学困惑；在世小，教师不
断对海娃观鸟、经典诵读等校本课程进
行优化、整合，创编出以“礼、书、
数、健、艺、科”为核心的世小“童
乐”主题校本课程群，并在专家把脉、
与合作学校交流中不断优化，凸显校本
课程特色，为打造新区教育高地贡献力
量……

“童乐教育”不是单纯地为了快乐
而快乐，而是在有秩序、有方法、有质
量、有品位的快乐中打造的一个由内而
外、内外和谐的快乐。学校只有快乐的
教师，才能培养出快乐的学生；只有快
乐的课程，才能让学生快乐成长。打造
一所“童乐”学校，让孩子们“快乐成
长奠基快乐人生”，这一教育理想正在
世小努力践行。

（王立群 陈巧巧）

走进浙江省宁波杭州湾新
区世纪城实验小学（以下简称

“世小”），非常打动人的，
是洋溢在师生脸上的幸福笑
容。这毫不掩饰地告诉人
们，在这里工作和学习是一
件非常愉快的事情。“我们力
争在全面推进学校课改的进
程中，打造一座充满童心、童
趣、童乐的伊甸园。”在这样
的教育追求中，世小走进了

“童乐教育”。
“童”即儿童立场——让

学生站在学校中央。“学生是
学校的中心，学校是学生的乐
园”是世小“童乐教育”的思
想核心。学校立足儿童发展需
要，从儿童视角出发，遵循儿
童发展规律。“乐”即让学生
快乐成长，核心是“快乐成长
奠基快乐人生”，学校依托

“乐善、乐行、乐知、乐群、
乐健”“五乐”理念，不断挖
掘更符合儿童成长需求的教育
内容去发现儿童、引领儿童、
成就儿童。

行走在校园内，听得书声琅琅。这
里，因“新孝道教育”而温文尔雅，因
书香校园而自信大气，因体艺活动而健
康活泼。坐落于“荷香飘逸、如诗如
画”的千年孝河之畔，山东省临沂市兰
山区白沙埠镇中心小学（以下简称“白
小”） 因地处“临沂三圣”（孝圣王
祥、友圣王览、书圣王羲之）故里而坐
拥千年文化底蕴。“夫孝，始于事亲，
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学校深谙传承
孝道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学校教育
的意义，一面是孝道教育的血脉延续之
重任，一面是新时代下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学校将二者结合，创新性
地开展了“新孝道”教育。

“一门出三圣，一地润古风，一河
千秋景，一事万古颂，一心日月映，一
园漾孝情，一校孝传承……”就这样，
学校在孝道、孝景、孝情、孝风、孝韵
中打造出了“课程启德、课堂明德、体
验立德、文化养德”四位一体的育人格
局，在“新孝道”教育的征程中不断优
化“理念引导、课堂学习、环境熏陶、
文化渗透、实践感受、活动感悟、研究
提升、评价激励”过程，使孝乡学子沐
浴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阳光雨露茁
壮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