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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为课堂校长示范课三为课堂校长示范课

“尚艺”文化
“六艺”育人

“尚”，即尊崇、注重、崇尚的意
思 ， 常 用 于 表 述 推 崇 某 种 观 念 。

“艺”，本义为“种植”，在现代汉语
中主要有“技能”“艺术”两种含
义。所谓“六艺”就是孔子提出的

“六艺”，即古代贵族教育子弟学习的
礼、乐、射、御、书、数。如今的城
小，已然形成了以书法为龙头，篆
刻、剪纸、戏剧等艺术项目齐头并进
的特色建设基础，学生非常喜爱这些
艺术项目。

“尚艺”文化之下，有校园环境建
设的八大工程。比如以建筑之美熏陶
学生而设计的溢美楼、尚美楼、集美
楼、立美楼，再现王羲之当年和众友

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故事情景的兰亭
序浮雕故事墙，用于收藏陈列师生优
秀作品、学校发展和荣誉的艺术馆、
校史馆、荣誉馆、书法馆，师生共同
种植和管理花卉苗木，打造的百花
园、百草园、百果园、百树园……

“尚艺”文化之下，有“尚艺”课
程体系。一方面，这样的校本课程与国
家课程相对接；另一方面，又多了“城
小”的味道。在由“礼、艺、书、文、
思、动”六大分支组成的课程体系
中，学校对应城小学生六大素养——

“文雅”“尚美”“勤劳”“好学”“聪
慧”“阳光”，设置了26项菜单式课程
超市，包括文雅礼仪课程、多彩艺术
课程、翰墨书香课程、国学经典课
程、实践思维课程和活力运动课程，
用于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

“尚艺”文化之下，有多彩的“尚

艺”学生社团。与其他学校社团建设
不同的是，城小设置了两级学生社
团，第一级是校级社团，主要指向学
生的“特长提高”。结合教师特长和
学生兴趣，通过双向选择，打乱年级
界限，实行选课“走班”，拓展成立

“尚艺”学生社团。第二级是年级社
团，主要指向学生的“兴趣普及”。
因为校级社团可能无法满足每名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需求，所以本着“面向
全体，人人参与”的原则，年级社团
可以实现教师人人带社团、学生人人
有社团。

“尚艺”文化之下，有“尚艺”特
色文化建设项目。这是省级的教育品
牌项目，城小结合特色建设、社团建
设、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市艺术课
程基地建设等综合推进，实现了五位
一体整合发展。“下一步，我们将继续
做大做强‘尚艺’特色学校教育品
牌，为打造特色鲜明的苏北名校而不
懈努力。”城小人如是说。

墨润校园
书写育人

2011年8月，“关于中小学开展书
法教育的意见”印发，市教育部门制

定了《连云港市中小学书法教育实施
方案》。中国书法是世界上独特的“东
方艺术”，具有育德、启智、审美、健
体等作用，正是“立美育人”的又一
种表达。于是，城小人便开启“书写
育人”的征程，这一做便是20多年。

“提笔即是练字时”“端端正正写字，
堂堂正正做人”，这是萦绕在每一个城
小人心头的话。而城小，也因为对书
法教育的坚守，成为全国首批写字实
验学校、省书法特色学校，并成功承
办江苏省书法教育推进现场会。校园
不语，晕染“墨香”。在城小，有一面
学校专门制作的“书法长卷”，那里与
长廊紫藤交相辉映，学生们可以徜徉
其中，欣赏书法简史、书体代表作
品。在城小，无处不艺术，处处有书
法。琴书苑，亭台水榭、绿柳依依；
书法墙，翰墨飘香，润泽童心。无论
走到哪里，学生都能浸润在浓厚的书
法文化之中。

20多年探索，城小人将书法教育
的经验凝结成校本的书法教育体系，
包括学生书法兴趣培养、书法课堂
教学管理与指导、书法教学评价
等。“让学生不断获得成功的体验是
激发学生书法兴趣的关键”，对于城
小而言，每名学生的作品都是宝贵

的进步，于是，城小每个班级的写
字专栏和对外写字展板，贴满了学
生的作品。书法墙、绘画壁上，学
生可以拿起毛笔直接在瓷砖墙上写
字。每学期开学，学校还要隆重举
行全校写字之星颁奖活动，颁发奖
状和奖品。写字之星，是学校的定
期颁奖，学校还制定了学生写字考
评办法，每周一次写字检测，软笔
和硬笔检测隔周一次，每月进行一
次写字总结。

书法教育，落脚点在于课程。城
小组织教师研发了书法教育课程“书
艺”，以三至六年级为主要实施对象，
每周每班安排一课时的硬笔书法课
程，以课外兴趣小组的形式开设毛笔
书法课程。每天20分钟的写字教学
课，给学校营造出浓浓的写字氛围，
教师们可以精心讲解，学生们可以静
心练字。

教师队伍
专业育人

城小立美育人之路的快速发展，
背后依靠强大的教师团队支撑。尽管
多年前城小就被市政府部门授予“连
云港市优秀教师群体”称号，但教师

队伍建设是助推学校发展的主力军，
需要常抓不懈。为了让全体教师在课
堂教学等各方面快速成长，学校实施

“青蓝工程”，充分发挥特级教师、
高 级 教 师 、 骨 干 教 师 “ 传 、 帮 、
带”的作用，加强了对近 3 年入编
青年教师的培养，分学科组建导师
团队，定期开展活动；学校分阶段
安排新教师上公开课，组织其他教
师 听 课 、 评 课 。 制 定 “1234” 目
标，即要求青年教师一年过关，两
年见专长，三年上水平，四年成骨
干；学校通过校级学科“首席教
师”“教坛新秀”等评比活动，提
升全体教师业务能力。为了加强对
学生艺术特长的指引，学校要求青
年教师必须具备四项基本功，即写
一笔好字、练一副好口才、记一肚
子好诗文、撰一手好文章。为了提
高教学质量，学校全面推动“立美
课堂”教学改革，将学习权还给学
生，促使学生在“自主自立”中快乐
成长。

“我们认为，缺少艺术的教育是
不完整的教育；我们相信，美的艺
术来自天真的童心；我们坚信，每
一个孩子都是天生的艺术家。今
天，埋下一颗艺术的种子，明天，
将会收获一个艺术的幸福人生。”正
是对艺术教育的不懈追求，城小为
农村学校的孩子们插上了梦想的翅
膀。当他们带着一种对艺术的理解
和鉴赏力，去面向未知的明天时，
他们的未来也被写成了书法，编织
成了美好的艺术品，散发着美好的
光芒。

（朱红甫）

江苏省连云港市城头中心小学

“尚艺”文化 立美育人
1998年8月，一所苏北乡村学校迎来省教育部门领导，并为其

题字“立美育人”。这之后，国家教育部门领导给予学校“艺教之
花茂城头，天美地美人更美”的赞誉。这所学校，便是江苏省连云
港市城头中心小学（以下简称“城小”）。“小学六年影响一生，艺
术特长受益终身”，正是这样的办学理念，让城小开创了鲜明的艺
术教育特色，而“崇德尚艺，笃学立美”也成为校训，并提出“尚
艺”这一校园文化。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了当
初为何出发”，江苏省兴化市昭阳湖初
级中学（以下简称“昭阳湖初中”）
不断考问教育初心，几经摸索，建构
起基于关键能力的“三为”大课堂模
式。

“简学得”
构建“三为”大课堂

事实上，“三为”大课堂模式（以
下简称“三为”）源自昭阳湖初中对
教育的反思。为了不迷失教育原点、
教育路径、教育目标，昭阳湖初中相
应提出了3个“回归”：回归教育原
点，把推动学生自身发展作为学校育
人根本；回归教育路径，引导学生自
主发现学习、合作研讨学习、深度探
究学习；回归教育目标，着力提升学
生四大关键能力。这样的“回归”，无
疑是教育的本真归来，是践行素质教
育的回归。“素质教育从本质来说，就
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学
校以此为引导，提出面向全体学生的
素质教育，不断践行着“朴实情怀，
终身难忘”的办学理念。

“三为”采用的是双核驱动教学模
式，一方面要求教师发挥“大兵团”

优势，瞄准“大目标”备课，着眼大
概念教学，紧扣课标要求，在课前精
心设计教学案；另一方面要求学生根
据学案进行有效学习，学案中的问题
就是教师引领与学生自主学习的“导
学”链条，这个链条既连接了学生在
广阔的社会生活中的经验累积，也连
接了教师对学生学习生活的开发指导，
它将学校与社会连接起来，也将教与学
连接起来，它引导课堂转向“大课
堂”。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模式适用于
所有学科，具体操作时教师可以根据学
科特点、新授课的具体情况、不同课型
灵活安排相关环节，进行有效整合。为
了实现质的改变，昭阳湖初中在教学过
程中始终渗透“简为道”“学为本”“得
为上”的“三为”理念。

“简为道”，即回归课堂本真，追
求简约之美。这就要求：第一，目标
表达要简明，通过精练化、结构化的
目标设置，将一节课的目标简化为一
两个核心目标。第二，流程设计要简
化。学校把课堂设定为5个环节——
课前暖课、目标呈现、自主学习、合
作探究、当堂检测，使各环节的内在
逻辑明确。其中，合作探究是核心环
节，学生通过合作交流解决难点问
题，经过探究碰撞形成个性认知，教
师通过及时点拨讲解，实现以学定
教。第三，知识呈现要简洁。教师要
通过知识结构图、思维导图等方式，
从纷繁的内容中梳理出“大概念”，并
以简明的方式实现“可视化”，让学生

“看得出”关联，“摸得着”脉络。

“学为本”，即建设以学生为主体
的课堂，引导学生自主发现学习、合
作研讨学习、深度探究学习。这就要
求：第一，教师要围绕学生这一主体
对课堂教学环节进行合理设置，提高
课堂活动的参与度；第二，教师要根
据学生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
进度，落实以学定教；第三，要将学
习延伸到课外，利用导学案将学习前
置，开展实践性学习，利用情境化问
题内化终身学习习惯。

“得为上”，即教师通过课程的开
展，让学生学有所得，培养四大关键
能力——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
能力、职业能力。学校以初中生认识
发展规律为依据，借助导学案的情境
问题设置，提升学生独立思考、抽象
思维等能力，有效发展学生认知能
力；学校从问题入手，对小组合作学
习进行了优化，如综合考虑学生学习
风格、认知能力、性格特点等因素，
进行良性建制，组内明确角色分工，
提前制定相关制度，确保合作小组高
效运行，扎实培育学生合作能力；创
新能力可谓是昭阳湖初中关注的重
点，因为培养创新人才事关我国今后
的发展。因此，学校对这一领域进行
了不少有益的探索，比如组织学生参

与实践、操作，大胆尝试构建创新平
台，又如开展探讨式学习、培养创新
思维等；学校还通过课程渗透，培养
学生的职业意识；通过引导学生自我
分析、他人评测，明确大致职业方
向，让学生确定奋斗目标……

“1234”
构建综合实践课程体系

如果说“三为”大课堂是顶层设
计，那么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化建构
便是地基建设。昭阳湖初中的综合实践
课程体系遵循“1234”的要求，包括：
一个目标，即培养和提升学生四大关键
能力；两个维度，“和”（活动课程）与

“竞”（学科课程）；三个原则，即德育
课程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结合、学科
主导主题与班级常态主题相结合、学生
个性化主题与学校特色化主题相结合；
四大模块，即德育主题、学科主导主
题、常规活动主题、学校特色主题，每
一大模块设计一系列课题，形成学校的
综合实践课程体系。

综合实践课程体系下，昭阳湖初
中以德育主题、学科主导、职业体验
三类课程为重点：丰富德育主题综合
实践活动课程资源，充分彰显综合实

践活动育人功能，落实学校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丰富学科主导主题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资源，依托学校对江苏省
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

“学科主导类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校本化
开发与实施策略研究”课题的深度研
究，强化学科课程与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的联系，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课程
资源；对于“职业体验”这一以往学
校教学中的薄弱环节，昭阳湖初中把

“职业体验”课程的开发作为下一阶段
课程发展的重要内容，将从“职业认
识、职业发展、职业选择、职业生涯
规划”等方面开发课程并进行实践体
验，将体验学习与学生未来的职业生
活联系起来，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
良好基础。

综合实践课程体系下，昭阳湖初
中以科研、科技、法治、文化四种文
化为特色：学校以江苏省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课题为引领，依托科研
打造“学科主导”本校课程特色；融
通学校科技教育，打造科技创新类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特色，开发STEM课
程，机器人、无人机、人工智能等科
技前沿课程；深度研究青少年法治课
程，丰富法治课程资源，多渠道整合
社会资源，建立学校法治课程中心；
融合“和融竞进”“朴实情怀”的文化
资源，构建和谐向上、朴实温暖的文
化特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无论是“三为”大课堂之“大”，
还是综合实践课程之“实”，昭阳湖初
中都抓住了教育的“牛鼻子”，如何找
到培养四大关键能力的学校表达？昭
阳湖初中已经在不断探索中给出了答
案。

（吉东 高伟巍 沈海涛 陆进展）

江苏省兴化市昭阳湖初级中学

“三为”大课堂 让教育回归初心

借助高校教育资源优势，
加大校地结对教师培训帮扶
力度

学院充分发挥人才和专业优势，
根据地方中小学教师教育需求开展相
关的专业培训，引导教育学科等相关
专业教师开展具有针对性的教师教学
技能培训和综合教学培训，并且成立
了河南工学院沈丘县职业发展继续教
育学院，积极鼓励地方农村教师参与
教学能力等方面的培训。河南工学院
借助自身的专业教育资源，实现了对
于农村教师教育培训的专业定制化，
根据农村教师教育培训的不同要求，
在不同专业上为农村教师提供精准指
导，这不仅实现了农村教师专业教学
能力上的提升，而且多学科下的教师
教育内容能够不断提升农村教师的综
合素养，这有利于实现农村教育育人
质量的有效提升。高校在开展校地结
对教师培训帮扶中，应当鼓励本校专
业学科教师积极参与到农村教育的帮
扶当中，推进自身专业能力的应用
化，尤其是教育专业学科教师更应当
建立崇高的教育理想和社会责任感，
积极开展地方农村教育的帮扶，将自

己的教学能力和教学内容有效融入到
农村教师培训当中，使农村教师能够
以高等教育专业学科要求不断提升自
己的专业教学能力和综合能力。河南
工学院进一步完善农村教师培训激励
制度，将学校教师所开展的农村教师
帮扶作为职业升迁的重要参考，提升
教师参与农村教师培训帮扶的热情，
同时也能够鼓励教师在农村教师培训
帮扶中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专业应用，
提升校地结对教师培训帮扶的质量和
力度，从而实现农村教师的有效学习
和发展。

根据农村教师教育需求，
推进高校科技和培训帮扶

河南工学院在开展校地结对教师
培训帮扶中，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优
势，在农村教师教育培训中，以科技
帮扶建立起完善的互联网教育教学系
统，这不仅能够实现农村教师培训信
息化，为农村教师教育和学习提供便
利，同时信息化教育系统能够借助互
联网技术和资源，为高校教师开展结
对帮扶提供助力，从而不断提升农村
教师培训质量和效果。河南工学院所
开展的校地结对农村教师培训帮扶，

进一步推动了地方农村教师教育培训
的专业化发展，使农村教师教育培训
充分利用高校教育资源和信息化教育
学习平台，这有利于农村教师根据教
学和育人要求进行及时交流和学习，
从而不断提升地方农村中小学教育质
量和教学水平。高校在开展校地结对
教师培训帮扶时，应当对当地农村教
育教学需求进行科学诊断，进而在信
息化硬件条件和教师培训方案制定的
软件条件上实现同步发展，从而满足
农村教师培训和学习需求，并且为农
村教师所存在的自身教学能力问题和
教育问题提供科学指导。高校需要借
助信息化平台，建立多学科的教师团
队，以农村教师的教育和学习需求为
重点，引导农村教师自主开展专业学
科和教学技能上的学习，这有利于实
现高校教育资源与地方教育需求的对
接，从而充分发挥地方高校对地方中
小学教育的引导作用，带动地方教育
质量的整体提升。

以科研帮扶为重点，推进
农村教师综合教学能力发展

河南工学院以科研帮扶作为校地
结对教师培训帮扶的重点，借助本校

专业科研优势和科研资源，实现了高
校教育在基础教育中的应用。以科研
帮扶为重点，也推动了农村教师不断
提升自身专业学科能力和专业科研能
力，引导农村教师以教育科研为解决
现实教学和教育问题的关键，这能够
有效促进农村中小学教育的科学化发
展，从而实现农村中小学生的健康、
科学教育。推进地方农村教师培训
科研化发展，一方面是如果教师在
开展教学时不重视科学的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则会阻碍学生的学
习；另一方面，如果教师在专业学
科知识上不能够及时更新，势必会
造成学生学习质量的下降。高校开
展校地结对教师培训科研帮扶，应
当借助自身的科研优势和科研成
果，引导农村教师获取新的学科理
论知识，并且根据中小学学科教学
要求，实现科研教学的生活化，使
学生能够在科学化的指导下更加容
易理解课本和课堂教学中的知识，
这也能够提升学生对于学习的兴
趣，从而不断提高学生的学习质
量。农村教师需要从高校教育科研中
获取科学的育人方法，这不仅能够改
善学生与教师之间的关系，同时也能
够更加清楚学生的学习需求和发展需

求，从而为农村中小学生提供良好的
教育和发展环境。

引导学生专业社会实践和
就业，适应农村教师培训需求
和发展需求

河南工学院作为理工科高校，非
常重视学生的专业社会实践。在校地
结对教师培训帮扶中，积极鼓励学生
在地方农村中小学校开展专业教学实
践，这不仅实现了学生的社会价值，
同时也能够为学生的就业提供一条新
的路径，引导学生投身于地方农村中
小学教育中，从而发挥自身专业价值
和个人价值。高校开展校地结对教师
培训帮扶，应当充分发挥自身的学生
人才优势，将学生的专业实践和就业
与当地农村教育发展需求对接，为当
地农村教育提供专业化教育人才。同
时学生在农村中小学开展专业实践，
能够以自身的专业知识理论对农村教
师在教学方面和育人方面有一定的指
导价值，使农村教师不断完善自己的
教学能力和育人能力，这对于农村教
师发展而言也是一种教育帮扶。高校
应当重视学生就业与地方教育发展需
求之间的联系，无论是综合性院校，
还是理工科院校，都应当鼓励学生将
教师作为自己就业和未来发展的重要
道路，这能够满足地方农村教育的人
才缺口，同时学生投身于农村教育事
业也能够充分践行自己的专业价值和
个人价值，并且能够成为高校与地方
农村中小学校之间的沟通者，从而推
动地方教育的结对帮扶，实现地方教
育的同步发展。

（河南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院
长 董春华）

河南工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开展校地教师培训 构建教师发展体系

河南工学院继续教育
学院积极响应河南省政府
部门关于开展校地结对帮
扶的政策，以自身的教育
资源优势开展具有教育针
对性的教师教育帮扶，这
不仅能够充分践行学院作
为地方高校的社会教育功
能和社会价值，同时也能
够很好地解决地方中小学
教师的教育培训问题，从
而带动地方教育同步发
展。学院在开展校地结对
教师培训帮扶当中，重视
对于自身教育资源、人才
资源的利用，并且以当地
中小学教师教育需求作为
开展教师培训帮扶的重
点，实现了高等教育资源
向中小学基础教育教学的
应用和转化，加大了高校
内教师和学生的教育帮扶
力度，从而实现了教师和
学生的教育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