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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西善分校

以学生健康为本 以“五项管理”为纲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西善分

校地处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街
道。近年来，西善桥街道以社会治
理视野谋划“大教育”，以教育视角
服务高水平社会治理，以教育高质
量发展成果反哺社会治理。近年
来，学校不断学习、不断前进，先
后获得南京市国际启发潜能项目实
验学校、南京市小班化示范初中、
南师大协同创新实验学校、南京市
师德先进群体、南京市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先进集体、南京市教育系统
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诸多荣誉称号。

学校始终坚持“快乐学习、健
康成长、自由创造”的办学理念，
始终把学生健康摆在学校工作首
位，始终把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学子作为首要目标。在“五项
管理”要求出台前，学校便高度关
注教学管理的务实有效。每年暑
期，学校都会组织管理干部研讨，
专题研究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增强学
生体质健康的实招，专项研讨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全面培养学生综合素养
的妙招。在“五项管理”要求出台
后，学校更是进行了前瞻性布局和系
统性擘画——以学生健康为本，以

“五项管理”为纲，整体架构，分项
实施，环环相扣，有序推进。

手机管理——严中有爱

金陵中学西善分校从一切为了学
生的成长需要出发，辩证看待学生使
用手机的利弊，秉承“严中有爱”的
原则，管理学生手机的使用。

三严：严控入校，对于确有需
要带手机入校的学生，须由家长提
出书面申请，和学生、学校一起签
署“三方承诺”后方可将手机带入
学校，本着“入校则交、离校再

取”的原则，学生须将手机关闭后
放置在门卫处“手机保管箱”内，
由保安统一保管；严禁入班，班主
任对学生进行不定期抽检；严肃处
理，如违反手机管理的相关承诺，
学校将没收手机，并按照校规校纪
严肃处理。

三爱：爱心电话，学校在行政中
心为学生设置了一部家校联络专用外
线电话，在教学楼、综合楼、宿舍楼
配置了3部亲情电话机，必要时全校
教师50部手机均可借用；爱心提醒，
学校专门给学生和家长进行了校外手
机使用的教育指导，提出了“不盲目
攀比、不过度使用、不影响安全、不
违法使用”的使用建议；爱心保管，
学校专门设计了“手机入校申请表”

“手机存放领取表”，还制作了“手机
保管箱”，确保学生手机“合规入校、
完好离校”。

睡眠管理——爱中有新

为保障学生睡眠，金陵中学西善
分校从作息到作业、从辅导到服务，

除了严格按照要求制定作息时间表、
设置在校课程、控制作业量、科学指
导家长外，还系统规划了一整套关爱
有加、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

一张个辅卡，既保障学习质量，又
减轻学业负担。每天16∶35—17∶10的
课后服务时间，学校给学生安排了个别
辅导。有卡个辅，无卡自习。一张个辅
卡不仅串联起班级安静作业、办公室有
序辅导和校园内的井然有序，更确保了

“难题不出校，回家好睡觉”。
一本计划本，既培养学习习惯，

又监测睡眠状况。为培养学生时间管
理能力，提升学生效率意识，学校为
每名学生定制了“每日计划本”，让学
生每日记录作业内容、运动计划、作
息时间、待办事项等，养成晨思暮
省、健康生活的好习惯。

一只午睡枕，既保护腰椎颈椎，
又保障午睡质量。为兼顾午休的四季
温差，学校实施冬季午间听书、夏季
一律午睡；为保障学生腰椎健康，学
校发动家委会，由家长为每名学生自
筹一只午睡枕（含护眼罩）。有了午睡
枕，睡觉更安稳。

作业管理——新中有实

为落实“双减”政策，金陵中学
西善分校从课内到课外、从布置到批

改全方位思考，力求让作业微而实、
少而精、简而优。

课堂双红笔。学校要求教师随身
带一支红笔进课堂，讲练结合，红笔
面批；要求学生自备一支红笔，红笔
订正精准复习，无需整理全科错题。

限时作业单。学校倡议平时的主
学科作业必须以自制作业单的形式布
置，题量至多不超过一张A4纸，学生
完成作业时间不超过30分钟。

红笔周练卷。学校规定周末作业
必须以自制周练卷的形式布置，且凭
教师红笔试做的样卷油印室方可印刷。

作业月考核。学校实施每月一次作
业检查，将作业布置、批改纳入教师教
学常规月考核。设置学期免检与A、
B、C等予以绩效月考核。

期末做问卷。每学期末，学校组
织所有学生进行网络师德学情问卷，
了解教师作业布置是否过量、批改是
否及时、是否要求学生和家长批改等
情况。要求教师利用假期针对问卷结
果“理性看数据、大气做分析”。

读物管理——实中有细

不定期清书。2019年雨花台区教
育部门组织各校对馆藏读物进行审查清
理，对不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在册、清
理封存、上报备案，自此拉开了金陵中
学西善分校不定期清理读物工作。

按程序选书。每学期末，学校图书
馆提供《推荐中小学生阅读书目》给全
体教师选书，教务处对教师勾选的书目
进行审核、确认再公示到学校橱窗，并
报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多形式读书。每学期，学校都会
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如图
书漂流、图书义卖、亲子共读、经典
诵读，并开展书香班级、书香家庭、
书香少年评比活动等。

健康管理——细中有精

金陵中学西善分校细致落实中小
学生体质健康管理的各项工作要求，
打造“花样跳绳”精品课程。

确保运动时间。除了严格落实每
周3课时的体育课，学校还组织住校
生每日晨跑800米、全校学生上下午
大课间花样跳绳50分钟等，确保学生
每天校内1小时体育活动。

丰富体育社团。学校组建了花样
跳绳、篮球、排球、足球、羽毛球等
体育社团。每学期定期开展花样跳绳
班级联赛，每学年开展一次校园运动
会、冬锻三项比赛、校园体艺节、元
旦迎新长跑、社团展示或比赛等活动。

做精“花样跳绳”。本着每名学生
掌握1—2项运动技能的要求，金陵中
学西善分校学生“必会花样跳绳、再
会一球在手”，自花样跳绳项目实施以
来，38名学生荣获全国联赛前四名的
好成绩，郑玉健同学被江苏省教育部
门选调参加省队集训一年，于2021年
7月13日参加第十四届学生运动会跳绳
比赛，获得10人8字项目冠军。

一届届学生带走的是自理自律，
一届届学生带走的是体质健康。金陵
中学西善分校将继续不懈追求体智双
馨的绿色质量，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西善分校
校长 高文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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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阳城县第三中学

开创“三品教育” 建设特色名校
阳城县第三中学坐落于山西省

晋城市，是县域内仅有的一所省级
示范初中，始建于 1982 年，由原来
的东方红学校初中部与东关学校初
中部组建而成。经历了规模发展阶
段，办学影响力不断增强，但同时
也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学校秉承

“继承中发展，传承中创新”的发展
理念，以创建“三品三中”为目
标，提出了以“三品特色文化”建
设为引领的办学新理念，推动学校
迈向优质均衡发展的快车道，取得
了显著成绩，教育教学质量稳居全
县之首，成为教育领域的一张亮丽
名片。

理念先行
创“三品”教育

“品”字有三口，口代表人，本
义是众多的人。在阳城县第三中
学 ， 其 内 涵 更 为 广 博 深 厚 ，“ 三
品 ”， 指 的 是 “ 品 质 、 品 位 、 品
牌”，“三品”之间是递进层次的关
系，同时又相互融合，相互促进，
每个人都是“三品”的综合体。其
中，品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是

“三品”之源，有什么样的品质，就
有什么样的品位和品牌；如果“三
品”是一棵树，那么，品质就是树
根，品位就是枝干，品牌就是树花
和树果。

校长张建新介绍，“三品教育”
的对象是“人”，“三品教育”的本
质是“品”，“三品教育”是基于学
生持续成长、教师持续提升、学校
持续发展的科学办学体系和行之有
效的教育实践体系。

2019 年秋，学校提出“打造三
品文化特色名校”方案，经过大会
讨论，最终确定了 《阳城县第三中
学 创 建 特 色 名 校 三 年 行 动 计 划
（2020—2022） 》，根据这一计划，
学校围绕“三品文化”这一主线，
结合校情，集思广益，群策群力，
在“名生”“名师”“名校”“名党
建”工程创建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
的探索。

先锋引领
促“三品”党建

学校用党建统领各项工作，不断
完善党组织的阵地建设，通过“三会
一课”不断加强党员干部思想建设、
组织建设和阵地建设。开展以“我宣
誓、我承诺、我奉献”为主题的“看
乡村变化，话学校发展”系列活动，
让全体党员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
明确了工作方向；走进阳北革命纪念
馆、寺头三利生态园开展“回眸历
史，走进田间”主题活动，把课堂延
伸到田间地头、红色基地，为党员干
部上了丰富生动的思政课、历史课、
劳动实践课，进一步强化使命感、责
任感。

学校党总支将各支部建到学科
组，让党员教师在教学一线起到引
领、带头、辐射作用，切实走在特色
名校创建的前列；疫情防控期间，各
年级组党员干部积极带头学习网络技
术，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在搞好线
上教学的同时，积极入户家访，对学
困生具体指导，并自愿为疫区捐款共
计6400元，以涓滴之水，共抗疫情；
结合学校实际，学校党总支还设置了

“树亮品牌，全面达标”党员志愿岗，
28名党员走进班级，与64名重点学生
进行了结对帮扶，对班级“三品”文
化建设、“名生培塑”工作起到了实质
性的推动作用。

立德树人
育“三品”学生

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学校启动“‘走向卓越’名生工程”，
在七、八、九年级分别启动了“卓越
启航班”“卓越远航班”“卓越领航
班”，由校长任名誉班主任，各年级主
任担任执行班主任，卓越班学生担任
组长，在各班级组织构建卓越小组，
开展各种竞赛，为学生研讨交流、竞
争合作、互助帮扶提供平台，化平凡
为优秀，促优秀成卓越，形成了以卓
越引领优秀、以优秀促进优秀的良性

发展模式，起到了共同进步、共同成
长的作用。

为培育基础扎实、品学兼优、有
竞争力的“三品”学子，实现“品学
为先，全面发展”育人目标，学校积
极探索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育
人方法和途径，进一步加强和创新体
育、美育，加快劳动实践基地的开发
与建设，积极开展各类劳动教育、社
团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促进课内外
结合、学科间整合、活动中融合。通
过开展“阅读一批好诗文”“掌握一门
好才艺”“锻炼一个好身体”“学写一
笔好汉字”“训练一副好口才”“争取
一个好成绩”等活动，不断促进学生
的全面发展，使学生实践能力、健康
人格和个性特长得到培养和彰显。

此外，学校还进一步扩大“名
生”培树对象、创新培养方式，加强
对文学、艺术、体育、科技等各类特
长生的培养，积极开展各类培优和研
学活动，使学校“名生培养工程”再
上新台阶。2021 年，学校被确定为

“阳城一中优质生源初中”。

研修培训
塑“三品”教师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
学校发展的第一要素，没有好的教师
队伍就办不好学校。学校以教师队伍
建设为抓手，积极构建“魅力型、学
习型、科研型、名师型”教师团队。

一抓师德建设，构建魅力型教师
团队。每月一次师德培训会，要求教
师以“三品标准”规范自己；每学年
一次师德报告会，引导教师树立“五
种精神”，用“四面镜子”对照自己，
即学生发展的镜子、家长内心的镜
子、社会认可的镜子、自己反思的镜
子，并以此引领教师铸师魂、修师
德、树师表、正师观。

二抓读书培训，构建学习型教师
团队。学校每年为师生购书 3 万余
元，积极组织教师开展“四季悦读”

“读书沙龙”活动；采用“请进来”
“走出去”的方式，积极组织教师参加
各级、各类培训，形成“阶梯式培
养”的梯队；创建“三品论坛”，定期
邀请名人、名家、名校长、名师登上

“三品论坛”举办讲座，全方位提高教
师的整体素质，打造“三品名师”。

三抓课题研修，构建科研型教师
团队。学校建立了学校课题研究与开
发机制，对不同学科、不同类型的课
题进行系统规划，要求每位教师都有
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形成“人人有
课题，年年出成果”的良好格局。同
时成立共同体校学科教研大组，积极
吸收优秀学校的教研思想和成果，形
成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为教师专业发展助航。

四抓骨干培养，打造名师型教师
团队。学校实施了“双培养”工程，
积极筹建“名师工作室”，由学校各学
科的优秀教师组成，多次聘请专家到

校讲学，派教学骨干外出北京、广
州、江苏、太原、晋中等地学习培
训，着力打造一批教学名师和领军人
才，使一批教学骨干脱颖而出。

特色兴校
建“三品”校园

“特色兴校”是增强学校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途径，也是丰富学校文化内
涵、提升学校品位、追求学校发展的
重要举措。学校以特色活动为载体，
以“诗意”“篮球”“科技”这“三驾
马车”带动名牌学校创建。

一是创建诗意校园。本着“人育
环境，环境育人”的原则，学校把校
园环境与“三品”文化建设有机结合
起来，构建了以“品”字为主题的

“三品”文化廊、“三品”文化墙、“三
品”读书吧、“三品”大讲堂，让校园
内每一面墙壁都是文化景观、每一个
角落都包含育人元素、一草一木都是
教育资源、一砖一瓦都体现出思想文
化，让师生在各类精彩纷呈的诗意活
动中成长，用诗意的眼光审视生活，
用诗意的心灵点亮生活，最终形成诗
意的人生态度。

二是创设篮球文化。精心设计校
园“三品”篮球景观元素，营造浓厚
的篮球运动氛围；开发了篮球校本课
程，编排了“三品”篮球操，使篮球
运动课程化、常规化；成立“三品”
篮球“雏鹰队”“金鹰队”“雄鹰
队”，力求做到班班有球队，组组有
篮球，天天有训练，
人人有发展；定期举
办篮球竞赛周和篮球
文化周活动，每年评
选“三品球星”，授
予 “ 三 品 球 衣 ” 和

“ 三 品 勋 章 ”。 2020
年，学校“三品”篮
球“雄鹰队”受晋城
市教育部门邀请参加
晋 城 市 中 学 生 篮 球
赛，成为晋城市仅有
的受邀参赛的县区校
园篮球队。

三是打造科技校园。创新是一个
民族进步的灵魂，2020年，学校把科
技校园的建设纳入了学校发展规划，
将科技教育活动与新课程改革相结
合，形成科技教育特色；积极外派教
师到北京、晋城学习创客、编程课
程，组织电脑制作、科技小发明、小
创造等兴趣小组积极开展各类活动，
让学生的科技学习、创新研究与科普
讲座、观摩活动同行并进，形成了课
堂教学、实验研究和创新活动相互促
进、共同推进的机制，使学生的思维
方式和创新能力得到了极大的锻炼，
设计制作的“液压机械手”“葱汁的妙
用”分别荣获晋城市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一、二等奖。

品质是人生的底色，品位是人生
的暖色，品牌是人生的亮色。“三品教
育”是阳城县第三中学的办学之道、
育人之道和发展之道，成效显著。学
校先后荣获“山西省义务教育示范学
校”“山西省文明学校”“山西省素质
教育优秀学校”“山西省德育示范学
校”等光荣称号，连年被评为全市教
育教学工作先进集体。

明年，阳城县第三中学将迎来建
校40周年校庆，欣逢盛世，学校全体
教师会一如既往，不忘教育初心，勇
担育人使命，在建设“有态度、有温
度、有高度”的品质三中道路上奋力
前行，努力把学校建成一所特色鲜
明、全市领先、全省一流的现代化品
牌学校。

（徐春斌）

张建新校长与足球少年

学生在校园“万卷廊”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