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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打造特色“生活力” 培育多元发展好少年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第三实验小

学在办学过程中，努力践行“生活教
育”理念，确立“让生活走进学校，
让教育回归生活”的办学理念，“崇
真、务实、创新”的校训及“生活
化、人文化、现代化、特色化”的办
学目标，打造“党建创三园三实促三
美”的党建品牌，逐步形成书香校
园、艺术校园、智慧校园的“三园”
办学特色，努力培养“德性笃实、知
识富实、身体健实”的“三实”“陶
娃”，打造“创业要实，谋事要实，做
人要实”的“三实”“陶师”团队，着
手打造植根于学校土壤的“陶味”教
育文化体系——

以“生活力”为核心
深化文化校园内涵

教育不仅仅是教书，更重要的是
育人，着眼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全面发
展、长远发展，从知识能力、学习体
验、健康生活的培养需求，上升到注
重培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全
面发展的人。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践
行“生活教育”理念，以“生活力”
为核心建构文化校园，明确了“一个
思想、六个要素”。“一个思想”是要

“以人为本，培养学生适应现代社会的
生活力”。这种“生活力”包含道德
力、学习力、健康力、审美力、实践
力、创造力 6 个要素。学校围绕这 6 个
要素培植学生的“生活力”，让学生更
好地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改造社
会。以“生活力”为核心建构的文化
校园，是向上生长的教育，是创造生
活的教育，是提高生活能力的教育。

学校以“以生活力为核心建构文
化校园的行动研究”和“‘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小先生制’实践新样
态研究”两个课题为抓手，引领学校
各方面的发展，从精神文化、物质文
化、行为文化、课程文化 4 个维度，
着手打造富有个性的“陶味”教育学
校文化体系。通过校徽、校歌、校园
吉祥物及“六好陶娃”评价体系的建

立，逐步构建聚焦“三实”的精神文
化，从而逐步构建聚焦“行知”的物
态文化。

同时，学校力求实现“国家课程
品质化、生活教育课程生活化、E 化
课程数字化、校本课程个性化”，逐步
构建聚焦“生活力”的课程文化。在
此基础上，建设“六好陶娃”新时代
好少年成长评价体系，推行“小先生
制”，争当班级“小先生”、学校“小
先生”、家庭“小先生”、社会“小先
生”，争做“小讲师”，探索构建翻转
课堂理念下的“三段三导”模式，探
索推行“小先生制”自主学习课堂，
重视学生自我管理，逐步构建“小先
生”行为文化。鼓励学生“立大志、
求大智、做大事”，努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有创新意识的新时代

“六好陶娃”。

构建“六好”评价体系
聚焦“三实”精神文化

“崇真、务实、创新”是陶行知先
生的治学理念和治学精神。秉承陶行
知的教育思想，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
确立了“让生活走进学校，让教育回
归生活”的办学理念，提出“崇真、
务实、创新”的校训，将理念价值观
外化为行为要求。“三实”精神逐步渗
入学校的整个运转系统、融入师生的
心灵深处。

学 校 以 团 队 建 设 为 主 ， 凝 心 聚
力，倡导“崇真、务实、创新”团队
文化，促进教师在“专业引领、同伴
互助、自我反思”中不断提升，形成
了“校长名师工作室—副校长室—教
研室—教研组—备课组”五级教科研管
理体系和“校长—分管德育副校长—德
育科—大队辅导员—班主任、科任”
五级德育管理体系，并根据教师的实
际需要，构建了学科教研团队、备课
团队、“石头汤”教育技术俱乐部、

“问泉”读书俱乐部、师徒三级带教
团队、青年教师团队等多维度、多层
次的教师团队。

与此同时，学校以“生活力”为
核心，培养“三实陶娃”。学校设计了
校园吉祥物“六好陶娃”（“姗姗”和

“实实”），直指“生活力”六要素。
并制定了“六好陶娃”评价体系，在
校园内形成浓厚的“陶娃”文化氛
围。“六好陶娃”评价体系明确评价主
体、评价标准。学生人手一份 《“陶
娃”成长手册》，将各学科教师奖励的

“陶花”贴纸贴在相应的“陶娃”页
面，以获得的“陶花”贴纸数量作为
表彰依据。表彰有单项月份优秀“陶
娃”和年度优秀“陶娃”。单项月份优
秀“陶娃”在固定月份进行评选，如
9 月“美德娃”、10 月“崇文娃”、12
月“创新娃”、3 月“勤劳娃”、4 月

“尚健娃”、5 月“博艺娃”，分校级、
年段级、班级 3 个级别，分别在校级

“陶娃”墙、年段“陶娃”墙和智能班
牌上展示，校级“陶娃”奖励软胶

“陶娃”钥匙扣。年度优秀“陶娃”是
在学年末综合评选出的本学年校级各
单项好“陶娃”及“四好陶娃”“五好
陶娃”“六好陶娃”3 种综合优秀“陶
娃”。学校通过全校大会、网站、微信
平台、“陶娃”墙、智能班牌等渠道展
示“陶娃”风采，通过多角度、个性
化评价学生，激励学生不断向上、不
断完善自我。如今“六好陶娃”评价
体系已经成为学校德育的有效抓手，
成为促进学生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有创新意识的“六好陶娃”的
有效激励手段。

体现浓厚教育气息
聚焦“行知”物态文化

“天然环境和人格陶冶有很密切的
关系。”同安区第三实验小学在创意设
计校园文化环境时，力求让每一处建
筑、每一种陈设、每一个标志、每一
幅画卷、每一段行文都彰显“生活
力”，体现浓厚的生活教育文化气息。

学校 8 栋楼的楼名都与陶行知教
育思想相关，分别为真知楼、真行
楼、崇文楼、崇德楼、崇陶楼、行健

楼、撷英楼、知行楼。在不同楼层分
主题建设文化长廊。有宣扬生活教育
理念的生活教育文化长廊，有“陶
娃”展示文化墙、书香长廊、艺术长
廊、闽南文化长廊，在学校围墙边建
有“八礼四仪”文化长廊、“立德树
人、始于足下”足球文化长廊等。建
设芸溪书画苑和各楼层开放式图书
角；四楼开辟“陶娃耕读园”劳动基
地，与社区联手在校门口共建“初心
园”亲子种植区。各种物态文化的布
置突出“让生活走进学校，让教育回
归生活”的办学理念，构筑学校独特
的文化，无言地浸润师生的思想。

搭建清晰课程框架
聚焦“生活力”课程文化

课程是育人的核心与关键，“生活
力”必然根植于课程。同安区第三实
验小学搭建起框架清晰、内容丰富的

“生活力”课程体系，使“生活力”教
育成为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教育内
容，建立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生活
力”课程体系。

一 方 面 ， 学 校 充 分 挖 掘 国 家 课
程 蕴 含 的 “ 生 活 力 ” 要 素 ， 强 化

“生活力”培养与课程结合。通过道
德与法治、语文等学科培养学生的
爱国情感和民族认同，成为拥有中
国灵魂和世界眼光的现代青年；通
过音乐、美术等学科，培养学生健
康向上的审美品位和艺术素养；通
过体育、心理健康等学科，培养学
生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健康的生
活习惯和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体
育精神。加强学科融合，发挥综合
育人功能，使学生在增长学科知识
的同时，具有健全的人格。

另一方面，学校整合、利用社区
资源和学校资源的优势，力求“教育
课程生活化”，形成多元化生活教育特
色课程。一是研究性学习课程，不同
学段的学生围绕不同的研究主题，开
展“走近陶行知”“我为祖国点赞”

“传承红色基因，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等研究性学习活动。二是生活
实践课程，将学科教学实践、社会大
课堂活动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资
源相结合，将书本知识与生活经验深
度融合，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实
践能力。利用楼顶开辟“陶娃”耕读
园，联手社区开发“初心园”亲子种
植区，让学生学会劳动技能、养成劳
动习惯、弘扬劳动精神、明白“耕以
养身，读以明道”的道理。开展“三
实联盟”家长讲堂，挖掘家长在职
业、阅历、特长诸多方面丰富的教育
资源，把家长和社会各界人士请进课
堂，医生谈健康与卫生，警察谈法治
与纪律，工人谈时代建设，使学生更
好地了解社会与生活，也使学校教育
不再是空洞的说教，有了很强的说服
力。三是研学旅行课程，以“致知于
行、行中求知”为工作思路，实施以

“行走的课堂”为主题的研学活动，把
自然当成教师，拓展学生视野，增强
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四是社团活动课
程，依据学生的个性和爱好特长开设
35 个特色社团，设置管乐团、球类、
击剑、健美操、舞蹈、合唱、古筝、
琵琶、非洲鼓、书法、绘画、人工智
能创客项目等个性化课程，为每名学
生提供广阔的成长空间。

倡导自主德育管理
聚焦“小先生”行为文化

陶行知先生提出，“小孩也能教小
孩”、“人人都是小先生”。结合当下教
育特点，新时代“小先生制”不局限
于“知识学习”，只要有成长的需要，
处处都是“先生”和学生。校园内开
辟各种阵地和平台，提倡“小先生
制”自主德育管理和“小先生制”自
主学习课堂。

第一，培养德育“小先生”。通过
选举和自愿的方式，在班级设立“晨
诵午读小先生”“作业检查辅导小先
生”“个人仪表管理小先生”“课间活
动管理小先生”“图书管理小先生”

“路队管理小先生”“清洁卫生管理小

先生”等各种“小先生”，不仅可以锻
炼学生的管理能力，而且可以培养学
生团结合作的精神。依托少先队总部
这一平台，在开学之初选拔“四项评
比小先生”“督导小先生”等校园“小
先生”，让他们充分参与到进校礼仪、
晨诵午读、课间操、课间活动等常规
管理中。同时，充分利用家校联系这
一平台，号召学生参与家庭生活管
理，培养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充分
利用社区教育资源，在 5 月“劳动教
育月”中，开展以“社会劳动我参
与”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参
观劳动成果，走近历史文明、乡土文
明。

第二，培养课堂“小先生”。“小
先生制”自主学习课堂围绕“学—
说—展—疑—评”5 个环节展开，学
校致力于培养课堂“小先生”的精
彩主讲、精彩展示、精彩点评 3 种能
力，打造“小先生，大课堂”。“小
先生自主学习课堂”由师本课堂向
生 本 课 堂 转 变 ， 使 学 生 知 学 、 乐
学、学会、会学，由“学得”变为

“习得”，让思维和思维碰撞，有助
于课堂的深化和提高，有助于新经
验和新方法的生成。

第三，培养“小讲师”。基于主题
研究性学习，学生上台以“小先生”
的形式进行宣讲汇报，突出“自主”

“开讲”“交流”3 个基本要素，学生
通过“主题微课”“班级小讲师”“年
级小讲师”“校级大舞台”“小网师”
直播课等，经历“自主选题—合作设
计—汇报分享—互动交流”等一系列
自主探究过程。“学习强国”平台以

“多彩校园——厦门同安小学生主讲全
国网络公开课”为题宣传“小网师”
直播课，多名学生的宣讲作品被推选
至“学习强国”。

学校以研究促内涵发展，让“生
活力”落地，构建文化校园，彰显学
校办学特色，提升学校品牌力量，使
学生的生活技能、学习能力、道德水
平、体艺素养、心理品质都有了长足
的进步。

（杨志现 陈军令）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昆山路第四小学

聚底蕴 显活力 引领学校文化精神命脉
这里有一面“巨幅笑脸墙”，把

全校学生幸福灿烂的笑脸作为教育风
向标，展示在学生每天出入的地方，
开启爱的教育篇章。这里有一组生动
体现师生和谐的文化石，中间矗立的
是镌刻着“和”字的文化石，象征着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师；环绕在
旁边的小文化石，好似一群活泼可爱
的学生在教师的关爱下幸福成长。这
里有一道文化长廊，以“生命的启
迪”为主题，让学生通过对自然科
学、人文科学的感知，进而升华到对
生命的珍爱⋯⋯这里就是辽宁省沈阳
市皇姑区昆山路第四小学 （以下简称

“昆山四校”）。
创建于 1958 年的昆山四校着力明

确“森林规划”的管理理念，推广、
深化校训文化，努力建设清新人文、
饶有特色的课堂文化和课程体系，进
而形成传统与现代并举的学校环境，

实践“TREE 课程”体系，带动提高
教育教学水平，一书一册、一草一
木，无不演变成为学校特有的文化符
号。

打造“森林规划”
彰显文化特色

作为地区内一所底蕴厚重、人才
辈出的学校，昆山四校通过文化铸
魂，树立起以校训“像小树一样茁壮
成长”为灵魂的完整校园文化形象，
用现代化的教育理念经营学校，促进
学校师资队伍的优化和谐和教育教学
工作质量的全面提升，学生德、智、
体、美、劳诸方面健康成长。在此基
础上，学校以校训为发端，引领学校
文化发展的精神命脉，进而形成了

“森林规划”的顶层设计。
“森林规划”包括三层含义。在

第一层，学生犹如一棵棵小树，离不
开肥沃的土壤、丰沛的雨水、清新的
空气、温暖的阳光⋯⋯而教师、学
校、家庭、社会都是助力学生成长的
有益元素，共同滋润、共同助力小树
的茁壮成长，进而形成“育木成林、
育林成森”的局面。在第二层，莘莘
学子如同茂密的森林，营造良好的生
态环境，“树人的文化”也是昆山四
校教育的美好愿景和使命。在第三
层，学校确定了“一树一世界、一木
一栋梁”的育人理念，相信每名学生
都能成才，真正践行全体发展、全面
发展、个性发展的人才观，使教育的
情怀找到落脚点。

在“森林规划”的顶层设计下，
昆山四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
面依法治校，展开全方位立体构建，
形成了规范、特色、高效的管理格
局，并以英语教学改革和传统文化教

育为突破口，探寻一种适合学校学生
英语学习的教学模式，在教育活动中
体现教育公平、尊重差异、个性张扬
的教育思想，营造了“树有不同，棵
棵皆优；树有参差，棵棵向阳。”的教
育氛围，传递着蓬勃向上、阳光健
康、全员发展的教育追求。

在实现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学校
打造了一支团结、实干、高素质、具
有开拓精神的教师队伍，教师们凭着
开放的教育思想、领先的科研，以良
好的素质、进取的态度、奉献的精神
和踏实的作风，设计“满足学生需求”
的课堂结构，营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氛
围，实现了师生共同富有个性的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
塑造多维课程

完善、构建“森林规划”架构的

过程中，昆山四校紧紧围绕核心素
养，设计出“T、R、E、E”四大板
块，形成了与国本、地方、校本课程
有机结合的具有清新人文气息、饶有
特色的“TREE 课程”体系，诠释了
小树在课程中成长、成人、成才所必
修的学习和生活品质。

“T”即Think，意在学会思考。在
课程实施过程中，学校成立了Think课
题研究团队，对课堂教学过程如何促
进学生“思考”进行研究。“R”即
Read，意在爱上阅读。学校定期开展
图书漂流、好书推荐、群文阅读课、
课本剧展演等主题阅读活动，每个楼
层都设有开放性图书馆，供学生进行
自主阅读，校园处处溢满书香。“E”
即 Elegance，意在懂得优雅，学校以

“立德树人”为根，以“树文化”为
魂，以“精雅”为工作理念，以“炼
特色、铸文化、强品牌”为策略，不断

探寻多元德育途径，为学生的发展奠
定 了 良 好 的 心 理 基 础 和 人 文 环 境 。

“E”即Enjoy，意在享受生活、创造生
活，学校根据学科及学生年龄特点，
开展丰富多彩的实践课程，精美的树
叶画、别出心裁的彩泥作品、锤炼体
魄的趣味游戏以及享受生活之美的音
像录制、手抄报大赛等，无不让学生
享受学习及课程的愉悦体验，激发对
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创新，在课程
中受益、成长。

以“TREE 课程”作为核心产品，
昆山四校用课程的理念打造特色学校
的文化内涵和灵魂，根据小学生身心
发展特点和个体接受志趣，激发学生
学习的内在动力，引领学生个性特长
发展。在“TREE 课程”体系的指导
下，学校的“基础学科延展课程”与

“月主题整合课程”两大模块双轨并
行，同时拓展了“国粹京剧课程”等
精品校本课程，挖掘各学科之间知识
的有机联系，在年轮式的不断累积沉
淀中融汇、壮大，碰撞出有价值的思
想火花，使得方寸之地的“小校园”
发挥出“森林教育”的“大效益”，培
育了学生完整而丰满的个性，开启了
独具韵味和生命特色的学习征程！

（李学军）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礼雅小学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厚德人才
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礼

雅小学筹建于 2015 年，2016 年秋季正
式招生。虽然只有短短 5 年时间，却
办学成果斐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校园里教学设施设备完善，绿化
环境好，风光秀丽、景致宜人，充满
浓厚的人文艺术气息和学习氛围。

自创校之始，礼雅小学就把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立校之本，以“办
有灵魂的学校、做有品位的教师、育
有底气的学生、当负责任的家长”为
理念，把“培养志存高远、行为规
范、思维活跃、行思慧雅的学子”作
为办学目标。

宜美巧趣
打造传统人文校园环境

礼雅小学致力于让每名学子都在
习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幸福成

长，把校训精神深刻地融入校园文化
建设。

学校大门口的墙上镌刻着精美的
浮雕和醒目的校训：“习礼、悦读、
强身、慧雅。”校训墙上还刻着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遵循校训精神，学
校的 4 幢教学楼分别被命名为慧雅
楼、乐学楼、慧学楼、沁学楼；校园
里的道路被命名为习礼路、悦读路、
强身路、慧雅路。每条路上都设计布
置 了 “ 传 统 文 化 小 故 事 ”“ 十 二 生
肖”“古诗经典名句”“中华传统礼
仪”等人文装饰元素。

校园里有孔子、祖冲之、李时珍
等名人塑像，有春、夏、秋、冬四景
浮雕墙，有“知我侗乡、爱我家园”

“ 国 学 经 典 、 润 泽 童 年 ” 等 主 题 石
林，有匠心独具的文化石，林荫道上
还有逼真的动物脚印和五子棋、象
棋、围棋的棋盘等。学生在接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熏陶时，也丰富了课余
精神生活。

学校还用心为学子营造“以文怡
人、以文塑人、以文化人”的学习氛
围。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特色主题文
化。有的班级以书法为特色，教室里
外张贴师生创作的对联和书画作品；
有的班级以国学为特色，教室图书角
里摆放着各种国学经典书籍；有的班
级以运动为特色，教室的布置和宣传
栏里都充满运动元素。

教 学 楼 内 还 有 独 特 的 走 廊 文
化。每条走廊上方都设置了中国传
统建筑元素——匾额，书写着“吃
苦耐劳”“扶危济困”等字样；走廊
两 侧 的 墙 面 有 的 悬 挂 巨 幅 书 画 作
品，有的绘有以音乐、科技等为主
题的五彩壁画。

学生行走在校园中，无时无刻不
接受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

行思慧雅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礼雅小学把传统人文教育落到实
处和细节之中，让学生亲身体验和参
与各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态、获得
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知识，从而
丰富学生的爱国情感，培养学生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之情。

开设传统“仪式”课程，培养学
生的集体荣誉感

礼雅小学开设了系列德育“仪
式”课程，包括开学典礼、毕业典
礼、开笔礼、入队仪式等。礼雅学子
亲身体验各种传统文化仪式，获得对
学校与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激发出集体荣誉感和爱国情怀。

开启国学经典诵读工程，培养学
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热爱

礼雅小学组织学生在每天早上和
中午诵读传统文化经典作品，要求学
生课余自由诵读。每周上一节诵读
课，每月召开一次以诵读为主题的班
队会，让学生通过诵读理解、感受、
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开设“孝信雅行”教育工程，培
养学生的感恩情怀

礼雅小学“以孝为先，以雅为
标，以信为本”，开展感恩、礼仪和
诚信教育。在各种节日里，学校组织
传统文化教育，开展“感恩父母，践
行孝心”“感恩教师”“感恩社会”等
各种道德体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学
习感恩、尊重他人。

开办礼雅大讲堂，培养学生的礼
仪规范

礼雅小学开办礼雅大讲堂，邀请
各行业的名家大师走进校园举办讲
座，与师生和家长面对面交流，并通

过“校园礼仪讲座”“文明礼仪知识
大赛”等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谦虚礼
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遵纪守
法、言行合一的礼仪规范。

开展的文化活动，让学生们的童
年充满幸福的味道

礼雅小学提供机会让师生参与体
验各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教师
带领学生开展大课间舞龙活动，还在

“龙动校园，快乐无限”趣味运动会
上，引进骑高脚马、踢毽子、打陀
螺、旱地划龙舟等传统项目，让学生
感受传统运动项目的魅力。

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印足迹立
志、举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节
等。在艺术节上，学生写对联、剪窗
花、画灯笼和脸谱，充分展现自己的
才艺，其中的优秀作品被学校以各种
形式展示和留存下来。

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礼雅
小学先后荣获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
色学校、小钟琴教学示范园、怀化市
中小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色学
校、教育工作先进单位等称号。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礼雅小学
将继续秉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校训
精神，朝着“学生喜欢、教师热爱、
家长满意”的办校目标奋斗！

（蒙申莲 胡静 兰艳 肖际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