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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一座图书馆，教室、正厅
甚至走廊的转角，都充满着浓郁的书
香；这里是一座博物馆，“小小建筑
家”校本课程和大大小小的建筑模
型，带领学生领略建筑与环境之美；
这里是一座体育馆，持续不断、活力
洋溢的“自主晨练”帮助学生塑造了
健康的体魄；这里还是一座体验馆，
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发展学生
独立探究与合作的精神，让学习生涯
丰富多彩……

毗邻浑河的辽宁省沈阳建筑大学
附属小学（又称浑南区第十一小学，
以下简称“建大附小”）创建于2017
年，几年来，学校把“建筑”作为教
书育人的核心元素之一，研发了“小
小建筑家课程”，依托建筑大学的资源
优势，以建筑模型制作为基本学习方
式，以建筑为载体，实现多学科整

合，引导学生具备主动学习的意愿，
同时，通过对建筑的了解和建筑模型
的制作，了解家乡、了解祖国、了解
世界，培养学生的乡土情怀、家国意
识和国际视野，提高学生的核心素
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五维+五向
探索深度变革教学方式

作为沈阳建筑大学的附属小学，
建大附小自创建之时起就充分发挥了
高校优质教育资源优势服务地方建设
的作用，建筑元素烙印其中，选择建
筑模型制作作为学校校本课程，可以
借助建筑大学师资、科研、场馆等优
势，为学校课程建设获取资源。

建大附小位于沈阳新兴板块，区
域的年轻人有极强的成长愿望。为打

破空间壁垒，建大附小提出创建“润
德、启智、健体、尚美、崇新”5个
维度的“悦纳课程”体系，培养出

“向善、向智、向健、向美、向新”的
“五向”学子，为培养懂得悦纳、阳光
健康、有责任担当、能个性发展的新
型人才打好生命底色。

为让学生具有“灵动的心”“灵巧
的手”“灵活的脑”，学校以基础课程
和拓展课程为渠道，深度变革教学方
式，打破学科间的壁垒，从真实世界
中寻找主题开展实践研究，在国家课
程和地方课程的基础上，自主研发了
17个课程群。

学校在课程设计中改变过分注重
课内教学的状况，力求课程整合与创
新，开创“众筹制”课程组织模式，从
学生的智力广泛性和多样性出发，将建
筑模型制作和德育、美育、智育和劳动

教育结合，满足学生的兴趣和爱好。

博学+实践
实现时时可学、处处能学

为计算东塔桥的车流量，四年级
（2）班的刘新蕊同学选择了3个不同
的时间，在东塔桥边蹲守了两个多小
时；五年级（1）班的朱芳仪同学专门
跑到铁西老工业展览馆了解建筑特
点；五年级（5）班的“大帅府”模型
已经制作完成，为了学会介绍，学生
们 找 到 “ 大 帅 府 ” 的 导 游 “ 偷
师”……这便是建大附小“悦纳课
程”体系下“小小建筑家”校本课程
的缩影。

以打造对区域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的学校为目标，建大附小承袭建大文
脉，开发了“小小建筑家”校本课

程，分年段培养学生的信息检索能
力、合作探究能力、表达展示能
力，每个学年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和
主题，在主题和方向中可以自主选
择项目。

“小小建筑家”校本课程的理念是
“为童心筑梦，为世界建家”，满足国
家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所以，学校
重视顶层设计，经过反复论证和实
践，最后确定“身边的建筑、沈阳的
建筑、中国的建筑、世界的建筑、未
来的建筑、建筑毕业设计”等为实施
内容。课程设计中，学校将课堂学习
与体验活动有机结合，最终实现实践
性学习、研究性学习、合作性学习、
体验性学习等多种学习方式的综合。
为了便于实施，学校根据主题课程的
性质，归纳总结出主题指导课、知识
探究课、实践体验课和展示交流课4

种形式。
立足“小小建筑家”校本课程，

学校的正厅成了小小建筑博物馆，古
今中外的建筑家资料和先进的建筑理
念在墙上展示，展品柜上的陈列包含
诸多沈阳建筑大学优秀毕业生的作
品，建筑结构充分展现，成为建大附
小学子们开展校本课程前的取经之
处。走进每间教室，板报上贴满了学
生的实践作业。在这里，学生从研究
校本课程中遇到的问题入手，着眼于
独立探索解决方式，以手工建筑模型
为展示渠道，展现了学生们积极观察
思考和勇于实践探索的求知精神，成
为校园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形式新颖、内容充实、目标适
切、实施有效的“小小建筑家”校本
课程实现了地方课程的校本化和生本
化，增加了学生动手实践和体验感悟
的时间，转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培
养创新精神、合作意识，提高综合实
践能力，让学生体验成长的快乐，密
切与生活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坚定了
学生终身学习的信念，提高了教师开
发课程的能力，帮助学校形成特色。
2019年，建大附小获得了全国“品质
课程实验学校”称号，为追逐梦想、
砥砺前行积蓄力量！

（李磊 回欣宇）

辽宁省沈阳市浑南区第十一小学

培育小小建筑家 营造大大新天地

走进浙江省嵊州市城北小学的校
园，映入眼帘的是一派勃勃生机：红
墙、绿树、鲜花、青藤……这里时时
处处都飘荡着欢快的音符，时时处处
都充满着浓郁的书香。阅读，在城北
小学已经成了每名师生的习惯，或大
声诵读，或轻声吟诵，或默默阅读，
书香弥漫校园每个角落。学校被评为
浙江省课外阅读先进集体。

领读、共进，激发学生的
阅读兴趣

对于教师或学生而言，只有阅读
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书，阅读才会是
一件快乐的事。因此，学校通过“教
师影响学生、教师带动学生、班级辐
射年级”的方式，让“快乐阅读”成
为一种可能，让“悦读”潜移默化地

融入到师生的学习和生活中。
教师领读，传递经典共读共赏。

每天中午，和着优美的音乐声，20—
30分钟的阅读时间成了学生们期盼的时
间。学校结合以往阅读推广的成功经
验，仿照“绘本阅读”推广的方法，低
年级以语文教师领读为主，中高年级以
教师领读和学生领读相结合的方式，将
绘本、名著、科普等经典好书推荐给学
生，共读共赏。

名师引领，年级组内导读共进。
先由名师所带班级开展阅读书目的导
读示范，包括选择书目、确定方式
等，然后在年级组内各个平行班之间
推广。这样以年级组为单位共同推进阅
读工作，有利于让个人的智慧结晶与他
人共享。与此同时，每个年级都会保留
活动开展过程中的有关资源，提供给下
一轮年级组的教师进一步深化，真正实

现了智慧共享、资源共享。

导读、共享，提升学生的
阅读兴趣

无论是“班级读书会的走课”，还
是“小桔灯读书会的组建”，抑或是

“好书推荐”的开展，学校关注的都是
如何让师生在彼此的交流共享中获得
阅读的快乐体验，从而激发学生的阅
读兴趣，使学生真正爱上阅读。

“年级走课”，实现班级读书会的
共享。每位教师每学年精心准备一堂
班级读书会，然后到同年级组各班去
施教，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到不同教
师的风格，而且也让该堂课在一次次
打磨中成为更成熟的方案。学生也能
从“班级读书会”中收获一份新的阅
读书单，进一步开阔阅读的视野。

“故事老师讲故事”，实现优秀书
目的共享。教师选择好的故事，制作
好相应的幻灯片，通过“城北星光校
园电视台”现场直播，给全校学生现
场讲述。整个活动结束后，请学生评
选出“最喜欢的故事老师”和“最喜
欢的故事”。

展评、激励，发展学生的
阅读兴趣

学校自始至终都把“保持‘悦
读’兴趣，养成‘悦读’习惯”作为
开展阅读活动的宗旨，“校园书博士”

“毛虫蝴蝶卡”“足迹银行”等就是颇具
学校特色的“悦读”激励和评价活动。

低年级的“毛虫蝴蝶卡”。当学生
背完一首儿歌、看完一本故事书，就在

“毛虫卡”涂上一格颜色，等涂满20

格，整条毛毛虫变得五彩斑斓时，学生
就可以用这张“毛虫卡”到老师那里换
取自己喜欢的“蝴蝶卡”，演绎着蝉蜕
蝶化的幸福阅读故事。中高年级的“足
迹银行”。中高年级的教师按照“人民
币”的面额，创作设计了“悦读币”。
学生看完相应内容的书，就发给他们一
定面额的“工资”。存入“足迹银行”
的“悦读币”，一是作为借阅班级图书
的使用券；二是与家长配合，将“悦读
币”换作购买家庭图书的费用，让学生
沉浸在阅读带来的快乐中。争当“校园
书博士”。从第三届校园读书节起，学

校就启动了“校园书博士”展示活动，
让那些在读书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学
生得以展示自我，以此为全校学生树立
榜样，引导更多的学生以书为友。

“悦读”让校园变得更加多姿多
彩，“悦享”让校园更加诗意盎然。在
打造“快乐书香校园”的旅程上，在
阅读推广的进程中，城北小学的教师
变得更有智慧和魅力，学生变得更加
快乐、更富个性和特色，教师与学生
之间变得更加和谐、亲密。整个校园
洋溢着甜甜的书香，充满了阅读的快
乐。 （斯海霞）

让“悦读”成为习惯 让书香弥漫校园
——浙江省嵊州市城北小学“快乐书香校园”建设剪影

共读经典共读经典，，共享美好时光共享美好时光。。

凤凰翱翔正当时
——福建省德化第一中学建设省示范性普通高中成果丰硕

立德树人——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育人德为首，立世品为先。”德
化一中校长陈荣天介绍，学校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探索与完善新
形势下德育工作的方法与途径，把科
学发展和创新思想贯穿于学校德育工
作中，使之既生动活泼又扎实有效，
开创了学校德育工作新局面。

早在2004年，德化一中就开始探
索实施德育导师育人制度。近年来，
学校建立并不断完善学生成长导师
制，将德育工作落实情况纳入教师评
价体系；继续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的实施细则，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学
校切实将因材施教、全员德育的理念
落到实处，彰显“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的教育宗旨。

在“高一家国与理想，高二团结
与实践，高三感恩与奋进”的分级德
育主题教育机制基础上，德化一中十
分注重学生德育工作研究，现有在研
各级德育课题16个。在省级课题“立
德树人背景下山区高中校‘主题谈话
式’班会的实践研究”“高中思想政治
课程渗透劳动教育的实践研究”“基于
地理实践力培养的乡土研学旅行研
究”中，学校加强“主题谈话式”班
会的实践，以及德育与学科教学、研
学活动的综合渗透。

陈荣天表示，学校扎实实行全

员、全程、全方位德育工作，关注学
生综合素质成长与评价，强化德智体
美劳“五育并举”，全面开展“校园之
星”评选和“班级之星”互评工作。
以《新生入学手册》《学生成长手册》
为载体，使用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加
强对学生成长过程的跟踪评价。学校
已先后开办18期学生业余党校，培养
2700多名积极分子，为党和社会主义
建设事业培养合格后备人才。

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
德化一中于2002年成立心理咨询室，
2005 年更名为“德化一中知心室”，
2012年成为德化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辅导站，2018年升级为学生发展指导
中心，现配有两名专职教师和若干名
兼职教师，功能齐备、设施齐全。德
化一中获评“福建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特色学校”“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实验学校”“泉州市心理健康教育实
验学校”“泉州心理辅导站”等。

师资队伍——
分层培养 提供舞台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德
化县高度重视德化一中的省示范性普通
高中建设，加大硬件和软件投入，尤其
是注重教师的引进与培养。自2020年
起，德化县对新招聘的研究生学历教
师给予每人15万元奖励，每年拨出15
万元专款奖励在专业发展中取得突出
成绩的高层次教师重点培养对象。

2018年以来，德化一中制定完善
了《教师素养提升工作方案》《教师引
进及青年教师培养工作方案》《招聘高
学历人才以及教师在职进修奖励方
案》《培养高层次教师奖励方案》等一
系列方案和措施。学校根据师资结构
特点及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个性需求，
把全体教师分成新教师、中青年骨干
教师和高层次教师3个层级，实施分
层培养与考核，成立“福建省德化第
一中学新时代中小学教师素养提升行
动计划领导小组”，积极创设教师专业
发展平台，创办“飞凤讲堂”，落实

“走出去，请进来”策略，拓宽教师成
长渠道。

目前，德化一中有专任教师193
人，全部具备高级中学教师任职资
格。其中特级教师一人，正高级教师
一人，省学科带头人5人。教师参加
2019—2020学年度省质检命题一人，
省级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一人，市级
教育教学成果奖获奖10余人次。近3
年来，教师在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技能
比赛中获得国家奖励两人次（部优两
人次）、省级奖励12人次、市级奖励
21人次。

近3年来，教师每年外出培训200
余人次，专家到校讲学30余场次，举
办“飞凤讲堂”专题讲座123场。举
办各级各类教师培训会、学科研讨会
等，其中省级3次、市级两次，并承
办了福建省普通高中化学学科新课程
新教材省级培训。

教师教育教学与研究能力显著增

强。2019年，教师发表CN论文共186
篇，较2018年增长了83%；2020年至
今，教师发表CN论文超过200篇（含
核心期刊4篇），出版个人专著一本。
2019年，学校结题省级课题3个、市
级课题一个，其中省级优秀课题一
个、市级优秀课题一个。2018 年至
2020年共立项省级课题15个 （其中
2018年两个、2019年 4个、2020年 9
个）；2021 年在研各级各类课题 48
个，其中省级14个、市级5个，教师
参与课题研究率达83.5%。

德化一中利用大数据实施“定
量+定性”考评，构建“看起点、比
进步、论贡献”的教师教学评价方
案，并将结果应用于教师的评优评
先，大大激发了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
性。

特色办学——
陶瓷艺术 校园文学

“这团泥怎么这么重呢？”“花瓣怎
么捏呀？”“这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
样？”2020年8月18日至21日，德化
一中举办了“瓷韵·文学之旅”夏令
营，来自福建省20所学校的60名学生
和20名带队教师参加。他们在体验

“泥塑”“彩绘”“手拉坯”等环节时发
现，每一环看似简单，又深有难度，
做好一件陶瓷并不容易。

“学校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提高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陈荣天
说，德化一中提炼并形成了彰显乡土
特色的“陶瓷艺术”和提升人文素养
的“校园文学”两个特色办学项目，
构建相应的特色办学必修课程体系，
以更好地服务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德化一中立足德化陶瓷产业资
源，建设了占地600多平方米的陶瓷
艺术中心，开发了《陶瓷与绘画》《陶
瓷与艺术》等校本教材，聘请11名国
家级别技师和省级陶瓷艺术大师为学
校“陶瓷艺术”课程专任教师，并与
3家陶瓷企业合作建设学生陶瓷劳动
实践基地，形成了“陶艺体验·艺术
鉴赏·文学创作”三位一体的特色办
学体系，将包含《瓷语》《瓷艺星光灿

烂》《陶瓷艺术开出“五朵金花”》《校
园文学史》《“野草叶”三十而立》等8
部作品的“办学特色系列丛书”编印成
册，成为学校办学特色有机结合的重要
成果。

为了将陶瓷艺术有效融入劳动教
育实践，德化一中定期开展陶瓷文化
艺术节，开展专家讲座、瓷花比赛、
瓷画比赛、陶瓷雕塑、参观生产一线
等活动，在提升学生陶瓷艺术素养的
同时，树立学生勤于劳动、乐于劳
动、精于劳动的劳动实践观。

校园文学是德化一中一张亮丽的
名片。1993年，德化一中成立了“野
草叶”文学社。目前，文学刊物《野
草叶》已发行118期，与全国200多种
报刊建立了联系。“野草叶”杯校园文
学征文比赛已成为辐射全县的校际竞
赛。除《野草叶》外，德化一中还办
有《绿野》《凤之舞》《燃情岁月》《璞
玉集》《芒种》等一批班刊，成为学生
增长文学知识、提升文学素养的重要
舞台。

德化一中聘请著名专家孙绍振教
授、林兴宅教授和著名诗人徐南鹏为

“野草叶”文学社顾问，聘请 3 名德
化县作家协会成员为学校“校园文
学”课程特聘教师。在校内设置德
化县作协创作办公室，为学生搭建
与作家近距离沟通的交流平台。学
校还举办了首届“校园文学节”，师生
文集《凤凰山下》《青青野草叶》已相
继出版。

此外，学校建有涵盖社会文化、
学科拓展、体育竞技、文娱艺术等四
大类的学生社团33个，学生参与率高
达82%。在广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的
基础上，学校将田径和游泳列为体育
必修课，选修课为篮球、排球、羽毛
球和乒乓球等，探索攀岩项目，同时
发展出击剑特色项目，并在全省比赛
中取得了优异成绩。2019年，学生体
质测试合格率为99.42%。

辐射引领——
结对帮扶 办学示范

2020年11月23日至28日，德化

一中派出13个学科的15名教师到仙游
县龙华中学作新课程、新课标、新高
考示范教学和学术研讨，“送教送培”
助力乡村教育，吸引了仙游县200多
名教师前来“取经”。

自2019年两校结成对子后，德化
一中每学年派出多名骨干教师到龙华
中学支教，不定期选派省骨干教师到
校开讲座，有力助推了龙华中学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两年来，龙华中学
学生成绩喜人，实现了“低进高出，
多点开花”的办学目标。2020年，龙
华中学还顺利通过了福建省普通中学
三级达标学校评估。

近年来，德化一中充分发挥省
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的示范引
领作用，选派27名教师承担薄弱校
德化二中的学科教学，并借助云播
系统实现两校间的课堂远程互动；
帮助德化三班中学做好教师的专业
化提升工作；组织7名教师到宁夏吴
忠市红寺堡区第一中学以现场交流、
讲座、教研等方式指导帮扶……这些
举措旨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促进薄弱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稳步
提升。

德化一中还不断做大优质资源，
在德化一中、永安一中、漳平一中三
校联考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三校教
学联盟”。此外，德化一中还与香港福
建中学、菲律宾丹辘新民中学缔结为

“姊妹学校”，与厦门双十中学缔结为
“友好学校”。

如今，德化一中大力承办各类赛
事，辐射引领的作用日渐突出。今年
11月17日至19日，由德化县进修学
校、德化一中和德化三中承办的

“2021年福建省中学思政学科优质课
评审活动”高中组比赛在德化一中举
行。今年12月，福建省示范高中体育
特色项目击剑比赛展示活动将在德化
一中举行。

陈荣天表示，作为坐落于高度城
镇化山区县的学校，德化一中入选福
建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意
义重大。学校建设成果丰硕，对做大
做强德化陶瓷产业和品牌贡献了优质
高中的力量。

（苏石）

近年来，“福建省普通中学一级达标学校”——福
建省德化第一中学（以下简称“德化一中”）紧紧围绕
建设福建省示范性普通高中的目标，同心同德，砥砺奋
进，使学校驶入了发展的“快车道”，迎来了办学的黄
金期，结出了累累硕果——

2018年，入选福建省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
校。

2019年，获福建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首次
击剑展示活动学生团体总分一等奖、女子团体一等奖。

2019年，入围2020年北京大学全国中学生模拟联
合国大会参会学校名单。

2020年，获福建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第二

届击剑展示活动学生团体总分二等奖、女子团体二等
奖、男子个人赛二等奖。

2020年，被确认为“福建省教育科研基地”。
2020年，入选全国青少年校园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
德化一中坐落在“世界瓷都”泉州市德化县凤凰山

南麓，肇始于1923年的德化县立初级中学，办学历史
悠悠百年。近年来，学校连续多届获评“福建省文明学
校”，还被评为首届和第二届“福建省文明校园”；先后
被授予“福建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福建
省德育先进学校”“福建省师德建设先进集体”“福建省
绿色学校”等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