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教改风采

电话：
010-82296888

82296879

2021 年 11 月 29 日

福建省晋江市第一中学

年级素养梯度目标的设计与成效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作为福建省
首批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学校，福建省晋江市第一中学 （以下简称“晋江一
中”） 以“学生第一”为核心办学理念，大力实践“学科哲学”，旨在“建
一所有哲学追求的学校”
。
生命的节律应该是一支健康成长的乐曲。路竖起来就是梯，梯横过来又
像一架竖琴，要使学生在每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直观关注的目标，演奏出优
美的音乐。2016 年，晋江一中把学生成长的阶梯化规律、德育的体系化要
求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结合起来，创新开展年级素养梯度目标设计，并落
实于人才培养全过程。
学生的成长有阶段性，阶段性目标需要教育的引领，因此，要在不同的
年级设置不同的素养梯度目标。学生的心理成熟期有早有晚，素养梯度可以
并应该给心理发育的成长提供导向，让学生拥有健全的心理结构。心理现象
十分复杂，目标概念又十分抽象，学校因而在每一梯度的目标中安排了实践
活动，关注学生在活动中的态度和行为表现，一方面为育人提供成长的心理
根据，另一方面让学生记录自己成长的体验、感悟。

年级素养梯度目
标的内容阐释
对素养梯度目标的内涵和外延进行
充分的阐释，有利于师生理解素养梯度
目标的意义，打开思路，并以此为发展
目标，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撰写案
例、记录教育成长足迹。
（一） 初中阶段
A．初一年级：热情与态度
1. 热情
内涵：热心、热爱、热诚、热心
肠、热望、热衷 （爱好）。
外延：①对家庭生活的热情；②对
学校生活的热情；③对学习阅读的热
情；④对人对事的热情。
2. 态度
内涵：举止、神情、对事情的看法
与采取的行动。
外延：①对父母、老师的态度 （热
爱）；②与同学相处的态度 （热诚）；③
行为做事的态度 （热心）。
B．初二年级：目标与守则
1. 目标
内涵：要达到的境地或标准。
外延：①行为目标 （守纪）；②品
行目标 （守德）；③学习目标 （日进）；
④守时目标 （自觉）。
2. 守则
内涵：自我与他人共同遵守的规
则、要求。
外延：①守信的守则；②守恒的守
则；③自励、自省的守则；④督促共勉
的守则；⑤践行、求真、求诚的守则。
C．初三年级：涵养与眼量
1. 涵养
内涵：以理性控制情绪，将外在的
目标、守则，内化为理性自觉；在突发
的情绪平息之后，找出引发情绪爆发的

种种根据；久经训练后，养成正确的待
人处事态度。
外延：①为人的涵养；②节制任性
的涵养；③控制急躁的涵养；④精修的
涵养；⑤调整心态的涵养。
2. 眼量
内涵：扩大眼界、提升眼力，见识
深、眼光长。
外延：①学习的眼量；②失败与成
功的眼量；③进步的眼量。
（二） 高中阶段
A. 高一年级：人格与修养
1. 人格
内涵：性格、气质、能力特征、育
成美的人格个性。
外延：①公民人格 （遵守法律、享
受权利、承担义务）；②个性人格 （独
立、尊严、诚信、自由）。
2. 修养
内涵：理论知识、艺术思想达到一
定水平后，养成待人处事的正确态度。
外延：①道德修养；②思想修养；
③学问修养；④做人修养；⑤审美修养。
B．高二年级：抱负与价值观
1. 抱负
内涵：远大的志向，明确将来“要
做什么事、要做什么样的人”的意愿和
决心，正确认识自我、科学设计自我、
严格管理自我。
外延：①特长抱负；②优势抱负；
③潜质、潜能抱负。
2. 价值观
内涵：对经济、政治、科学文化、
道德、金钱等的总体看法，能指导人生
方向，对社会有积极作用。
外延：①科学文化知识内化为思
想、能力、实践的科学价值与人文价
值；②自尊自爱自信的人格价值；③善
良、诚信的道德价值；④自我实现与社

会实现一致的人生价值。
C．高三年级：信仰与情操
1. 信仰
内涵：信用，忠诚地遵守、信守的
准则，相信并承诺。
外延：①社会主义信仰；②共产主
义信仰；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仰；
④人生信仰。
2. 情操
内涵：感情和思想融合成的不轻易
改变的心理状态。思想专注而活跃，善
解人意、通情达理，富有人情味，会欣
赏他人和美的事物。
外延：①生活情操；②审美情操。

年级素养梯度目
标的课程体系
课程是实现年级素养梯度目标的重
要抓手。晋江一中整合 2013 年“六德
之星”文化故事、2014 年“我的书房，
我的故事”、2015 年“我和大楼”文化
故 事 、 2016 年 “ 我 的 价 值 观 故 事 ”、
2017 年“石鼓景园”文化故事等主题活
动经验，结合学校德育“素养梯度目
标”，于 2018 年形成了年级素养梯度目
标的课程体系。
初一：热情与态度——“书房的故
事”
“家风的故事”；
初二：目标与守则——“班风的故
事”
“学风的故事”；
初三：涵养与眼量——“大楼的故
事”
“素养的故事”；
高一：人格与修养——“榜样的故
事”
“晋江人的故事”；
高二：抱负与价值观——“价值观
故事”
“学科故事”；
高 三 ： 信 仰 与 情 操 ——“ 信 仰 故
事”
“石鼓山的故事”。

年级素养梯度目
标的实践活动
学校为每一个梯度目标都安排相应
的主题式体验思考活动。在班会上，将
阶段性目标集约成一个主题，启发学生
行动；通过学生在活动中的态度和行为
表现，探索心理根据、发现心理规律，给
予学生恰当的引导；并让学生收集、整理
活动印记，写成案例，还原体验、反思得
失，形成学生个人成长文档，促使学生
阶段性召回自我、发现天赋、淬炼“成
长力”
。
初一年级：
“热情与态度”活动
1.“我的家庭购书活动”；
2.“有了书房，家庭就有了变化”；
3.“一家人阅读，是一种好的生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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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为父母做的第一顿饭”；
5.“会生活，从做家务开始”。
初二年级：
“目标与守则”活动
1.“老师口中的目标移到了我的心中”
；
2.“坐在车上，发现最远的目标是
地平线”；
3.“去爬山，发现最高的目标在高峰”
；
4.“时间是加法，又是减法”；
5.“静下来的时候，我听到时间的
脚步声”。
初三年级：
“涵养与眼量”活动
1.“你骂完了，就说说我犯错的原
因和根据”；
2.“有一次情绪爆发，‘妖魔’跑
出来了”；
3.“一声‘对不起’远远不是对自
己的原谅”；
4.“什么话都说出来吧，我一定好
好倾听”；
5.“哲学家说：因为我知道，所以
有更多不知道”。
高一年级：
“人格与修养”活动
1.“我可以不接受你的意见，但我
尊重你说话的权利”；
2.“你狠狠批评吧，但请你不要损
害我的人格”；
3.“尊重别人，先从尊重自己做起”
；
4.“我是个志愿者，先想到的是如
何感谢别人”；
5.“欣赏别人是一种胸怀”。
高二年级：
“抱负与价值观”活动
1.“抱负就是把志向紧紧抱在怀中”
；
2.“人是学出来，更是做出来的”；
3.“再好的抱负也要付诸行动，让
自己与别人看到”；
4.“认识自己、规划自己、实现自己”
；
5.“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抱负
就是从克己所短、扬己所长开始”。
高三年级：
“信仰与情操”活动
1.“平凡的日子里总能有新发现”；
2.“我不媚俗，因为有美的崇高追求”
；
3.“父母说，体贴比关心更好”；
4.“我不但懂得许多知识，而且通
情达理”；
5.“我终于为信仰找到了价值根据”
。
通过数年的实践，学校开展了一系
列年级素养梯度目标活动，引导学生在
活动中深度体验、阅读、思考、表达，
汇编出版了 《素养梯度目标丛书》，评
选“素养成长之星”，纳入学生综合素
养评价，汇编成学生素养成长文档。

年级素养梯度目
标案例举隅
2014 级初一 （17） 班的庄嘉仪同学
这样设计自己未来 3 年的成长目标：负

广告

责任，有作为；作为语文学科班长，在
学习上严格要求自己，广泛阅读各种书
籍，坚持每天写日记；同时带动身边的
同学一起成长、一起进步。
2016 届初中毕业生陈小青同学对妈
妈说：“初中 3 年，我们每个学期都有
自己的努力目标，每个同学都清楚自己
奋斗的方向。为了一起走进高中部，大
家互帮互助、亲密无间。”满怀热情、
专注目标、脚踏实地，在静穆中涵养自
我，陈小青同学收获了成长。
蔡青云同学进入晋江一中高中部
后，与同宿舍的几名同学一起，商量每
天早晨 5 点 30 分就起床，买好早餐，开
始读书，并给这个行动起名“不赖
床”。他们坚持读语文、读英语、读政
治。清晨的校园是宁静的，清风徐来，
鸟语花香，蔡青云全身心地沉浸在书的
世界里。
施鸿锚同学在给初中班主任林丽霜
老师的信中写道：“我的志向是认真对
待 每 个 人 、 用 心 做 好 每 件 事 。” 初 一
时，班级参加心理情景剧表演，同学们
积极准备，最后只得了三等奖。几个
同学很不高兴，把奖状撕了扔在地
上。施鸿锚弯下腰，默默地捡起碎
片，粘贴复原。她对小伙伴说：“留下
它作个纪念，让它鞭策我们不断进
步。”第二年，在施鸿锚的带领下，同
学们不灰心丧气、不怨天尤人，再次登
上校园情景剧的舞台，获得了一等奖。
施鸿锚同学坚信，一路用心向前走，就
是好人生。
高考结束后，李旭霖同学招呼了十
来个伙伴，一起来到化学实验室，再一
次跟着老师做实验。他深情地说：“这
里是我们成长的地方，在毕业前夕，我
们想重温当年留下的美好。”“谢谢老师
们 3 年来的关心和帮助。”这是 2016 届
苏琪红同学在得知自己高考获得佳绩后
说的第一句话。“我们是同桌，如果我
都不帮他，那要等谁来帮？这对我来说
没什么，对同学却很重要。”人高马大
的吴乔泽同学平静地说。情感，视野，
胸怀……这些都是晋江一中学子的成长
内涵和人生追求。
蔡青云、施鸿锚、苏琪红等同学都
考入了理想的学府，他们是年级素养梯
度目标的受益者，也丰富了年级素养梯
度目标的内涵与外延。
晋江一中的实践证明，年级素养梯
度目标设计符合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的
客观规律，有力地践行了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对做好新时代的教育工作具有借
鉴意义。
（陈燎原）

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洛滨小学

用“九个一百”为“双减”赋能
灿烂的余晖洒在校园。广场
上、操场上，学生三五成群，有的
围观蜗牛脱壳，有的挑选落叶，有
的观察种植箱……此刻是下午 5 点
15 分，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洛滨小
学的学生正在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这是学校将县教育部门提出的“九
个一百”融入课后服务，为学生设
计的课程之一。
“九个一百”是陕西省渭南市大
荔县教育部门围绕“新时代 中国
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教育
主线，实施的综合素质提升工作。
具体包括：全县中小学生在基础教
育阶段阅读一百本名著、背诵一百
首经典诗词、观看一百部励志影
片、演唱一百首中外名曲、欣赏或
绘制一百幅艺术作品、了解一百位
名人事迹、铭记一百件中国历史发

展重大事件、每学期锻炼不少于一
百小时、每学年参加一百次劳动实
践。
为推动“双减”政策落地见
效，洛滨小学在认真学习贯彻“双
减”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建立 PDCA
长效管理机制，通过晨诵暮读、课
前 5 分钟演讲、班队会励志演讲、
“洛小之声”广播站等活动培养学生
阅读习惯；采用“花样跑操+特色
操+专项训练”的运动模式形成体育
一级一品；构建“1395”劳动课程
体系培养劳动能力；根据教师专业
特长，推行艺术教师“一师一品”，
把“九个一百”融入学校日常工作。
实施课后服务以来，学校把
“九个一百”与课后服务相结合设计
综合性活动。学校课后服务实施的
是“5+2+3”模式：“5”指每周 5 次

作业辅导；“2”指兴趣培养，每周 2
次社团活动；
“3”指每周 3 次专项活
动。“九个一百”就是融入到 3 次专
项活动中，设计了班级、年级、主
题实践、家校合育四级课程菜单供
师生选择。
班级内开展读书沙龙、诗词大
会、名人故事会、电影赏评、历史
小讲堂等活动；以年级为单位举办
多彩童话剧展演、“易书益友”图书
乐陶陶、名著人物模仿秀、拔河比
赛、花样跳绳比赛、趣味体育比赛
等活动；结合节日、节气，学校组
织开展以培养学生综合素养为目的
的主题实践活动，如教师节专题
“最美的花给最美的你”、国庆节专
项 “ 爱 国 在 行 动 ”、“ 致 敬 功 勋 人
物”追梦实践、“叶的一生”生命体
验、“小岗位，大奉献”主题体验等

活动；充分利用家长资源，邀请家
长中的手工艺人进入课堂，组织班
级学生体验皮影、糖人、插花、烘
焙、陶艺、绳艺、布艺、纸艺等传
统技艺，把传统技艺和工匠精神带
入课堂。
在学校设计课程菜单的基础
上，教师根据学段特点、班级学
情，有选择地开展活动，形成一级
一案、一班一案；班级内学生自主
组合成学习小组，形成一组一品。
洛滨小学用“九个一百”为
“双减”赋能，通过丰富的活动为学
生搭建广阔的成长和展示平台，激
发学生全面参与的热情，促进学生
养成终身阅读、运动、劳动的习
惯，提升审美情趣，成长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李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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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课后服务时间，六年级学生开展拔河比赛
②家长志愿者正在为洛滨小学学生上插花课
③洛滨小学三年级合唱团学生正在训练
④洛滨小学学生进行科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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