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展台08 2021年10月29日 星期五 广告电话：010-82296888 82296879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发行单位：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发行方式：邮发 京海市监广登字20170213号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全面构筑“自信教育”框架

多彩活动 绽放青春活力

多维内涵 诠释“适性扬才”

萧伯纳说：“有信心的人，可
以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庸为神
奇。”自信对人的自我实现有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培养学生的自信
心是学校教育的题中之义。高要
一中在以“自信教育”为特色文
化的定位下，根据“立德树人”
的总体要求，构建理念体系，系
统地回答了“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没有差生，只有差异；适性
扬才，多元发展”是高要一中的
教育理念。“没有差生，只有差
异”指不能主观地评价学生是

“差生”，要认识到差异是客观存
在的。学校要求教师尊重学生的
个体差异，要重视优秀生，更要
厚爱“待进生”，做学生的知心朋
友，通过社团活动发掘学生的兴

趣和长处，给予每名学生关怀、
理解和尊重。“适性扬才，多元发
展”指学生的个体差异及发展是
多元的，要发挥每名学生的潜
能。学校以赏识育人的理念，积
极探索“因材施教”的有效途
径，坚持“要在每个孩子身上发
现优秀的一面，找出个人发展根
源的闪光点”。

“培养行为习惯好、道德品质
好、理想信念好的新时代学生”
是学校的育人目标。行为习惯
好，指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从
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道
德品质和文明行为，成就“文明
之星”。道德品质好，指端正学
生的人生价值观，培养学生高尚
的道德品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
成 就 “ 道 德 之 星 ”。 理 想 信 念

好，指鼓励学生追逐心中的梦
想，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树立
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成就

“励志之星”。
“让赏识绽放精彩，让自信点

亮梦想，让阳光温暖心灵”则是
学校的多维内涵。一方面，学校
相信每名学生都是可造之材，都
有自己的长处和优点，鼓励教师
提升教学业务水平，培养仁爱之
心，主动去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激励学生成长成才。另一方面，
学校找准学生心理发展需要与时
代需求的结合点，整合德育内
容，分年段有重点地对学生进行

“理想与前途、文明与守纪、情感
与励志、美感与劳动”等方面内
容的教育，让学生在自己的天地
里闪亮成长。与此同时，学校通

过文化育人，激发师生的正能
量，让每个人心里都有阳光，做优
秀卓越、幸福快乐的高要一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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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引领 唤起情感共鸣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在高要一中的“自信教育”文

化体系中，居于中心位置的就是立
德树人、德育引领。“自信德育”
要坚持4项工作原则。

以发现为基础。教师要善于
“发现”学生的特点，不仅要快速
掌握学情，更要善于发现学生在
学习、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对学
生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理解学
生的需求，发现班级管理中的关
键问题并寻找突破点，“对症下
药”，从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切入，
开展“自信德育”，以点带面，合

理地解决遇到的问题，让“自信
教育”成为无形的班级文化，在
潜移默化中实现教育的目的、培
育学生的自信。

以共情为基调。教师了解学生
的情感需求，用“软”行动构造一
个充满爱的情境，通过特殊的情感
节点，与学生产生情感的共鸣，让
学生从内心深处认同教师的引领，
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使
学生对生活充满激情，愿意投入到
学习中去。通过共情的方式来引领
学生的自信，确保了实现“自信德

育”的深远性和长久性。
以赏识为动力。教师要真正地

引导和教育学生，不仅要掌握班级
的具体情况、发现班级存在的问
题、激发情感共鸣，还要懂得赏识
学生，发掘学生身上存在却不自知
的优点，从赏识学生的优点开始，
不仅推进学生在精神上积极主动，
也帮助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获得实
实在在的进步和发展。教师要懂得
赏识学生的优点，并且用爱去包容
和教化。自身的优点得到赏识，能
够激发人的信心和潜力。赏识的本

质是爱。学会赏识，就是学会爱。
只有爱，才能把学生身上无穷的潜
力激发出来。

以 激 励 为 保 障 。 在 发 现 问
题、赏识学生优点的基础上，教
师要以学校“自信教育”的激励
措施为依托，根据班级自身的情
况，保证学生自信发展的可持续
性，不断激发学生的潜力。引导
学生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礼仪教
育、军事训练、校史教育、安全
教育、信心教育、交往礼仪、上
课礼仪和规则教育等活动，要求
学生学有所获。鼓励学生积极参
加社团活动，发挥各方面才能。

互动多元 打造“自信课堂”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为适应当今世界发展对人才

的要求，教师要以主动和开放的
心态与胸襟，尊重教育规律和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为每名学生制
定适合的教育方案，培养学生自
信的学习能力，全面、多元地启
发学生的才能。因此，高要一中
的“自信课堂”主要辐射 5 个层
次。

创建“有备而来”的“自信
课堂”。要求每位教师都做集体备
课活动的发言人，阐明自己的教
学设计，并通过集体备课明确每
节课教师讲授和学生练习的时
间；明确课堂问题、要讲解的例
题、课堂练习、课后练习等。让

每位教师准备充分，让课堂更紧
凑、更高效，使教师对课堂充满
自信；让学生既有主动参与的机
会，又有当堂集中练习的平台，
让学生学有所获，体会到成功的
快乐，从而强化学生的自信。

创建“互动伴学”的“自信
课堂”。教师应努力营造学生自我
展示的课堂氛围，创设一定的教
学情境，给学生表现的机会，进
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潜力、培养
自信心的目的。作为教师，在课
堂上要放下架子，走下讲台，做
学生忠实的听众，逐步建立平等
的“同学型”师生关系，使学生
感受互动分享的快乐，增强学习

的自信心。教师要善于观察，发
现学生的闪光点，对学生多鼓
励、多表扬，帮助学生扬长避短。

创建“学生主体”的“自信课
堂”。在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的设
计上，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挖掘
学生的潜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预设
情境，多设计一些学生经过努力能
够完成的教学任务。教师要鼓励全
体学生都参与课堂活动，并考虑到
学生的个别差异与兴趣，灵活应
变。同时，鼓励学生利用语言、文
字、图像等方式，表达自己的想
法，让学生喜欢学、学得懂、有成
就感。教师还要提供平台给学生展

示作品，与全班学生分享自己的学
习成果。

创建“有效点评”的“自信课
堂”。教师要用真挚的语言肯定学
生，建立学生自信；用得当的行为
激励学生，树立学生自信；用及时
的课后交流，增强学生自信；用恰
当的批语交心“笔谈”，提升学生
自信。

创建“渐进成长”的“自信课
堂”。在教学过程中，对优秀生既
鼓励又提醒，防止骄傲自满；对

“待优生”要特别关爱，与他们交
朋友。学校提倡教师“蹲下来和学
生讲话”、“睁大眼睛找学生的优
点”、鼓励学生奋进。通过课堂改
革，实行分层教学，引导学生分析
失败的原因、正确认识自己。

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第一中学

“自信教育”插双翼 雏鸟展翅竞高飞

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高要一中特别重视校园文化氛围的营
造，力求创设“让墙壁说话，让草木
育人”的情境，通过由静而动、由表
及里、由果及因的路径构建校园文化
氛围，文化育人，以文化人。

学校在楼道、饭厅、宣传栏、走
廊等场所，张贴激励人心的名人名
言，营造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的观念，激发学生的
信心，从而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
念。在学校的支持和鼓励下，各班根
据自身情况设计班级文化、班训、班
级口号、班主任每周寄语、学生个性
风采贴等，同时设置班级光荣榜，包
括个人成绩光荣榜、文明光荣榜、每

周之星、优秀作业展等，定时在对应
的班级宣传栏张贴。用班级文化凝聚
人心，以身边的榜样勉励学生，让学
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树立信心。

在突出共性的同时，学校注重彰
显个性，引导学生对宿舍进行文化布
置，为宿舍取名“作诗”。如“未名
轩”的座右铭“学贵有恒，何必三更
睡五更起；最无益，只怕一日曝十日
寒”，“剑桥居”的座右铭“入梦为梦
想，起床为奋起”，“北大屋”的座右
铭“小舍内安居，大天下乐业”。为宿
舍命名展现了学生的才华，让学生从
中得到了认同感。

氛围熏陶 突出文化育人

高要一中以“自信教育”为导
向，开展了师生生日会、师生体育比
赛、师生郊游活动、周末晚会等一系
列有利于师生身心健康的活动，促进
师生共同成长、共同发展，搭建起了
一座座“自信”和谐的师生关系桥
梁，心心相印，携手共进。同时，学
校以“一核四层四翼”为指导目标，
以《高要一中课堂结构评价表》为抓

手，大力推行“课堂结构改革”，通过
“请进来、走出去”的学习形式，邀请
国内教育名家进校开设讲座，与名校
教师进行“同课异构”，组织教师外出
向名校取经，增强学术自信。开设

“自信教育”专题讲座，定期进行“自
信教育”经验分享会、班主任德育培
训、“自信教育”示范班会等多种活
动，增强专业自信。

推动师生 和谐自信成长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现代教育以开发人的智力为主，教育的形式也从
教师主导课堂发展为以学生为主、自觉为主、读书为
主、训练为主，注重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教育要适应
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增强学生锻炼自身学习能力的
信心、培养创新型和自主型人才。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需要自信，学生成长成才也
需要自信。广东省肇庆市高要区第一中学（以下简称

“高要一中”）建设了以“自信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
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没有差生，只有差异；适性扬
才，多元发展”的教育理念，让“行为习惯好、道德品
质好、理想信念好”成为培养新时代学生的育人目标。
高要一中提出，教师要爱岗敬业、开拓进取，用“赏识
育人”的思想和智慧去帮助学生成长成才；学生胸怀

“鸿鹄之志”，同时脚踏实地，朝着目标和理想前行。通
过探索“自信教育”，高要一中探究了基础教育阶段不
同学段教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各学段教育之间的有
机联系和衔接，通过各项积极举措，充分彰显“让每个
学生都发光、发亮”的文化内涵。

“培养人”是教育的本真使
命，它定义了教育要“以人为
本”，以教育对象为主体，以教育
对象成为自主发展的终身学习者为
最终目的。自主发展的真正内涵是
适应性与进步性的统一，适应是手
段，进步才是目的。

高要一中是广东省国家示范性普
通高中、广东省普通高中教学水平优
秀学校，前身为北宋康定元年（1040
年）端州郡（今端州区）宝月台的

“星岩书院”。在办学过程中，学校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以培养学生自信和良好

习惯为目标，坚持“立德树人”。学
校根据高中生生理和心理发展的特
点，运用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方法，
培养学生良好的自信与自我认识、自
我教育、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充
分挖掘和发挥学生的潜能，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发展；发现教育教学质量新
的增长点，大幅度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使学校走上持续发展、内涵发展
的道路。

高要一中的“自信教育”，指
学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
学生施加心理影响，使学生产生积
极的心理反应和能够实现预期目标

的自我认识，达到增强信心的目
的。自信是一种完整的心理结构，
信心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发展和升
华。作为认识结构的信心，可以升
华为自我功效感和自我确信感；作
为情感结构的信心，可以升华为责
任感和义务感；作为意志结构的信
心，可以升华为孜孜不倦的追求及
攀登的勇气和恒心；作为一个完整
的心理结构的信心，可以发展升华
为理想和信念。

推进“自信教育”要坚持四项
原则：一是重要性，教育的最终目
的和使命在于激发学生的无穷潜

力，扬起自信的风帆，让学生的人
生变得更精彩；二是目的性，全面
培养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自信，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全面强化学生
综合素质；三是多元性，根据不同
层次学生的不同特点，有针对性地
开展多种形式的“自信教育”活动
和个体辅导活动，力求整体性与个
体差异性的和谐；四是持久性，

“自信教育”活动是长期的、潜移
默化的，要根据具体情况不断改进
教育方法、不断总结经验，最终达
到教育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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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活动是“自信教育”一个
非常重要的环节。集体活动可以帮助学
生形成积极的个性品质和健康向上、自
信顽强的作风，充分激发学生的信心。

高要一中通过“自信教育”启动仪
式、军事训练、校史教育、安全教育、
礼仪教育等活动，让学生具备应有的学
习意识、日常礼仪素养和行为规范。每
周一早晨，学校通过升国旗仪式、国旗
下的讲话和优秀生代表发言等系列活
动，激发学生自信的力量。通过宣誓提
升学生的自信力，是宣扬学生自信的成

功举措。铿锵有力的誓言，叩击着每一
名学生的心弦，涤荡心底的消沉、激起
昂扬的斗志、扬起自信的风帆。此外，
学校每学期开展形式多元、内容多样、
覆盖面广、独具特色的表彰大会，集体
表彰与个体表彰相结合，综合评价与单
项评价相结合，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
结合，传统项目与创新项目相结合。如
设置“文明班级”“每周之星”“优秀演
员”“作业标兵”“优秀球员”“卫生先进
个人”“杰出辩手”“语言文明标兵”等
各种奖项，帮助学生增强自信心、找到
前进的方向。

学校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自主发挥空
间，让学生做自己喜欢的事、自主管
理，积极引导同伴互助学习，让学生在
这一过程中获得自我认同、快乐和自
信，主动沐浴在“阳光”下。

精彩纷呈的社团文化活动是高要一
中的特色和亮点。学生社团采用自主申
请、自我管理、自筹经费、自请教练、
自娱自乐、自我发展的管理模式，让学
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自发组成社
团。在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中，学生的
特长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找到了自己的
用武之地，信心倍增。学校目前有31
个学生社团，涵盖了德、智、体、美、
劳各个方面，是学校特色文化展示的载
体之一。学校建立导师制度，加强对学
生社团的指导，提高学生的组织活动能
力和创新活动意识，营造浓郁的学习氛
围。学校根据不同的时间段和不同的年
级，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营造
校园文化气息、打造校园文化名片的同
时，让学生在“六节”（书香节、感恩
节、艺术节、体育节、科技节、社团
节）的舞台上尽情绽放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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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要一中舞蹈社团排练高要一中舞蹈社团排练

高要一中教师指导学生练习书法高要一中教师指导学生练习书法

“自信教育”的实施让阳光洒到了
每个学生的心中，让自信的种子发芽，
让学生茁壮成长。学生的行为习惯、思
想品德、理想信念不断优化。近3年，
学生获得各级“三好学生”、优秀干
部、优秀团员等荣誉700多项；“适性
扬才”，注重学生多元发展。近3年，
学生在广东省中小学健美操啦啦操联
赛、“小手拉大手，文明在身边”微摄
影大赛、肇庆市第十八届中学生运动会
毽球赛等赛事中获奖435项。

同时，“自信教育”的实施也让教
师转变了教学观念、提升了教学水
平、激发了教学热情。通过学校组织
的各种学习活动和实践活动，教师对

“自信教育”的理念有了更加深入的理
解，在教育观念上，承认学生个体的
差异性，认为每个学生都潜力无穷；
在教育教学中，用爱心、耐心、责任
心去呵护每名学生的成长。学校现有
国家优秀教师4名、省级优秀教师15
名、市区级优秀教师130多名、地市
级名教师8名、地市级学科带头人18
名；近几年，有189人次在各级教学

比赛中获奖；近3年，立项省级课题
14个，市级、区级课题60多个，200
多篇论文在市级、区级论文评比中获
奖，100多篇教育教学论文发表于各大
刊物，教师团队和个人获各级荣誉
1568项。

“自信教育”的实施，为高要一中
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
近年来，高要一中的教育管理模式彰
显学校自身的特质，实现了从“片面
追求升学率”向“实现绿色升学率”
的转变、从“保姆式管理”向“学生
自主管理”的转变和从“以堵为主、
以导为辅”向“以导为主、以堵为
辅”的德育思路的转变，学校风格更
加鲜明，成为有特色的中学。

放眼未来，高要一中将高举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
大旗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继
续坚持“自信教育”主题特色文化，
朝着打造一流环境、一流设备、一流
生源、一流师资、一流管理、一流质
量的目标砥砺前行！

（彭司先 周世安 黄晓彬 凌敏 袁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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