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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

勇担时代重任 培养小学生科技创新意识

以养正之心 培育国之栋梁
——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纪略

百年教育强国梦“志诚”铸魂育新人
——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路中心小学爱国主义课程基地建设实践

优化育人环境 厚植家国情怀

自“志诚”爱国主义课程基地建
设项目立项起，学校先后通过21次校
内研讨和校外访学，确定了“课程建

设与基地建设相得益彰，课堂、
课程、课题‘三课’互融”的
项目推进思路。在成尚荣、
马斌和倪娟等省内外专家
的指导下，学校确定了以
“志诚教育”为核心，以

“志行诚笃、立己达人”为
办学理念，并依据育人目标

和核心理念，学校确立了“三
风一训”，使“志诚教育”理念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截至目前，学校已完成“两道

两馆一院”的基础建设和文化布置。
通过“两道两馆一院”（“两道”即

博诚楼的两条廊道，“两馆”即“童玩
主题馆”和“古今文化馆”，“一院”
即“志诚号”影剧院），开发“可视
化、立体化”的物型课程，以长征、
祖国为主题，通过图片、音频、视
频，营造一个交互、开放、共享的学

习 空 间 ， 以 物 明 “ 志 ”， 以 物 传
“诚”，将爱国主义教育与校园文化建
设有机融合，厚植学子家国情怀，激
发爱国主义热情。

创新课程体系 传承红色基因

在“志诚”爱国主义课程体系构
建过程中，学校以传承红色基因为核
心，围绕基础课程，以“嵌入”“融
入”“深入”的手段，形成了单学科整
合大单元建构、多学科整合主题学
习、超学科整合项目化学习的实施方
式。

单学科整合指基础学科牵头，以
课程标准为依据，以“大单元”为构
建方式，创设爱国情境，通过任务驱
动，让深度学习发生；多学科整合是
指将“爱国”作为大主题，根据学生

学习的需要，打破学科间泾渭分明的
界限，依据“知国情、强国志、报国
行”的维度，进行多学科整合；超学
科整合是指连接真实生活与真实问
题，将学生课内课外学习紧密相连，
实现超学科整合。

截至目前，单学科整合语文学科
完成了25个单元框架，形成课例56
节。学校设计的课例“我是小学生”
荣登“学习强国”平台，面向全国辐
射；多学科整合开发出三大维度8个
层次18门课程，开发课例58个，实现
全学段覆盖；超学科整合完成了“学
校 （初次学习） —社会 （实践学
习）—学校（认知提升）—社会（成
果辐射）”的研究闭环。

为打破课堂的空间束缚，实现综
合性育人方式的转变，学校还积极开
发了“爱国仪式课程”“爱国研学课
程”两大拓展课程。通过鲜活生动的

仪式让爱国融入学生；通过“红色研
学”，让世界成为学生的教科书，培植
学生“爱国”精神。如今，学校开发
的长征主题品牌课程，已成为一张闪
亮的红色名片，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赞誉。

完善评价方式 实现全面育人

为进一步强化育人效果，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精
神风貌，提升教师专业水平及创新能
力，学校着重从学生、教师两个方面
完善评价方式，实现全面育人。

立体式学生评价。学校建构立体
式发展性评价体系，纵向评价遵循学
段规律和年龄特点展开；横向评价遵
循“五育并举”，全面育人。学校设计
了“我的长征从淮西开始”评价包，

包含学习目标、表现性任务、评价量
规和成长手册，在保证科学化、规范
化的基础上，既符合儿童的认知心
理，又体现出游戏化、参与性的特征。

多元化教师评价。学校通过“自
主+集中”“传授+解惑”“线上+线
下”的多种形式为路径打造学习共同
体。邀请各级各类专家，为教师提供
专业指导，通过“志诚课程”的开
发、理论书籍的阅读、全员培训、实
施“青蓝结对”工程、开展专家教育
讲座等措施，促进教师专业水平和创
新能力的提升。

基地立项以来，学校依托项目，
引领教师广泛开展课题研究。

相关课题申报并立项4项，开设
展示课26节，接待来访7次，与兄弟
学校先后进行交流研讨12次，15个案
例在省市区推广，师生获各类奖项
130多人次。同时，学校入选江苏省
中小学思政育人特色学校。

百年教育强国梦，“志诚”铸魂育
新人。接下来，江苏省徐州市淮海西
路中心小学将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发展思路，坚决夯实爱国主
义教育根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培养更多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张启云 魏蓓 王琰 孟松洁）

1912年，教育家夏仲涛
先生怀揣着报国之心及对教育

事业的满腔热忱，在江苏省徐州市
淮海西路创办了一所“志诚学堂”，这

便是徐州市淮海西路中心小学的前身。如
今，学校历经百余年，坚持教育初心，形成了

“志行诚笃，立己达人”的“志诚教育”育人特色，
以“立志、修身、向学、为国”为课程目标和育

人路径，汲取爱国精神和时代精神等优秀文
化养分，并贯穿育人各环节，积极推进
“志诚”爱国主义课程基地建设，打造

了具有丰富课程样态和学习经历
的一体化综合性学习平台。

“根深叶茂”拓宽培养路径

树木植根，根深方能叶茂。研究
工作需要植根于教学实践的沃土之
中。课题组成立之前，学校就“如何
提升学生科技创新意识”这一关键问
题进行了深入研究。2004年，时任校
长余宪提出了“教师角色要转变，让
学生站在课堂中央”的理念，以“教
师角色转变”为关键，为科技创新意
识培养赋能添翼。基于此，学校开展

“校本培训与教师角色转变”子课题研
究，对课堂教学改革进行深入探索；
初步提出了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课堂

“三解放”理念，即：解放学生的脑，
让学生异想天开；解放学生的口，让
学生畅所欲言；解放学生的手，让学
生大胆实践。课堂教学改革后，学校

从学生综合素养出发，改革学生学业
评价手册，全面强化课堂教学改革效
果，保障教学改革的良性发展。

随着探索的深入，学校以活动为
载体，于 2003 年首次开展了“智多
星”科技节活动和学科知识竞赛，同
时将围棋引进课程，并开展围棋比
赛。在各项活动中，学生的创新意识
得以激发。通过作品和成果，学生的
科技创新意识逐步外显于“形”。

“向新而行”创新培养模式

在原有培养模式的基础上，学校
改变“三小”，进阶升级为“三大”，
即“大课堂”“大活动”“大评价”，
构建了指向小学生科技创新意识培养
的“三大向新”模式。“三大”是途
径，“新”是结果。“三大”指向学生
科技创新意识的培养，既相对独立，
又互相关联。“科技创新意识”是核

心，“大课堂”是阵地，“大活动”是
载体，“大评价”是保障。

小课堂走向“大课堂”。课题“校
本培训促进教师角色转变的实践研究”
继续深入，教师转变角色后，突破了知
识传授式教学的枷锁，落实了问题式教
学、参与式教学和项目式教学，构筑了
以“让学型”“整合型”“探究型”为主
要途径的三型“大课堂”，凸显了知识
获得过程的魅力与价值。课堂模式整体
呈现“三开放”：教育内容开放、教育
方式开放、教育空间开放。

小活动走向“大活动”。学校开
展了“科技活动培养小学生意志品质
的实践与研究”，针对学生在科技创
新活动中缺乏合作意识、不能正确面
对挫折、容易放弃等问题，采取了有
力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除了继
续开展科技节活动，还设置了学科知

识竞赛活动与少先队活动，打破学校
和社会的界限，以家庭教育为基础、
学校教育为中坚、社会教育为补充，
把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力量有机
组合起来，构建了以“校园沉浸型”

“家校互动型”“社会参与型”为特色
途径的“大活动”网络，共同营造有
利于学生创新意识培养的良好环境。

小评价走向“大评价”。学校充
分发挥评价体系的“指挥棒”作用，
研制了“一手册两量表”，形成了以

“综合素养评价”“创新意识评价”
“活动过程评价”为保障途径的发展
性“大评价”模式。

“汇聚赋能”扩大辐射作用

学子出众。20余年的潜心研究，革
故鼎新，使学生的思维更加开阔，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了。学生参
加各级各类科技创新大赛、数学思维大
赛、图文创作大赛，获奖 2000 余项
（其中国家奖401项、省级奖425项、市
级奖362项）。学生的3项发明获宋庆龄
少年儿童发明奖，4项发明申请专利，
马清泉、黎昕乐两名学生荣获长沙市优
秀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称号。

品质卓然。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
育系统先进集体、湖南省中小学生芙
蓉创新奖组织奖、湖南省青少年科技
活动示范基地等荣誉；教师论文获奖
600多篇，发表100余篇；编写了校本
教材3套，出版专著4本。

辐射社会。近年来，湖南省科协对
学校科技创新教育给予了高度评价，创
新教育方面的专家也给予了充分肯定，
吸引了省内外许多学校前来参观学习。
湖南卫视、湖南教育电视台、《湖南日
报》、《三湘都市报》、新湖南等媒体报
道学校的科技教育成果30多次。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
未来。接下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二
附属小学将继续坚持科技创新教育的办
学方向，为培养更多新时代所需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注入活力。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
学校长 汪春秀 副校长 胡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成立于1902年，历史悠久，人才
辈出。学校始终把培养学生科技创新意识作为学校发展的头等大事，获
评全国中小学科研兴校示范基地。2000年初，学校就科技创新意识培
养进行了深度访谈调研，分析了学校、社会、教师等不同层面存在的问
题。同年，开展“开展开放性创新实践活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课题
研究，进一步理清了发展思路。通过20年的校本化探索与实践，培养
了一批又一批具有科技创新意识的优秀学子。

“我是中国人，我热爱自己的祖国，
热爱中国共产党。”这是保定市徐水小学全
体师生在国旗下的庄严宣誓。近年来，河北
省保定市徐水小学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
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立德树
人的核心内容，围绕特色养正教育，多措并举，坚
持不懈，播撒爱国种子，厚植爱国情怀，让流淌在中
华民族血脉之中的爱国主义情感代代相传，成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烈文化认同和强大精神支撑。

在中华优秀传统教育观中，“蒙以
养正”的理念源远流长。通过启蒙教
育，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便是治蒙之道。学校相
继开发了党史学习教育、国防教育、
经典阅读、劳动体验等德育课程，引
领学生爱党爱国爱人民。

上好国防课程，强化国家意识。
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学校充分利
用国防教育场所，组织红色之旅，带
领学生走进卢沟桥、白洋淀、冉庄地

道、狼牙山等革命红色遗址、英雄纪
念馆、烈士陵园参观，学生既加深了
对历史的了解和认知，同时又增强了
国防意识；组织学生去武器馆、军事
博物馆、科技馆等场所观摩，学生既
了解了国防历史上先辈取得的辉煌业
绩，也了解了新中国国防建设的巨大
成就，产生强烈的国防忧患意识。

开展远足活动，厚植家国情怀。
一次力行胜过千百次的说教。在“重
走长征路”活动中，学生徒步往返20

公里，互相扶助，互相鼓励。活动后
撰写的心得体会，字里行间都洋溢着
真情实感。活动让学生体验了长征中
红军战士大无畏、乐观、团结互助的
精神，也感悟到新中国诞生的不易，
深刻领会了何为奋斗、何为奉献、何
为珍惜，爱国情感油然而生。

利用公众平台，传承红色经典。
学校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契
机，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党员队员讲
党史”专栏，包括“党史百年周周

讲”和“精神谱系周周讲”，以专题形
式，引领师生和家长学习了解党的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开展红色教育，
厚植师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怀，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巩
固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立足学科特点，渗透爱国教育。在
学科教学中，学校运用各个学科固有的
爱国教育要素，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
融入爱国情感，对学生进行润物无声的
爱国主义教育，点燃学生的爱国热情。

在积极的探索与实践中，学校构建
了“学习—研课—建模—反思—修正”
的自主课堂，探索出了研究学情定起
点、课程标准定终点、精心设计教学环
节的“三步”备课法，在实践中摸索出
了读、画、思、查、问、说、写“七
步”预习法。努力建构“三步四有六环
节”课堂教学模式，通过问题驱动和任
务驱动，在“寻疑—解疑—巩固”的过
程中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引导学
生通过“读、说、问、想、测、展、

评”，全面提升核心素养。把课堂由“接
受式”的学习变为“自选式”的主动学
习；由苦学变为乐学、肯学、会学、学
会，从心灵深处唤醒学生的内驱力、发
挥学生的智慧、发展学生的潜能。

在自主课堂的基础上，学校坚持教
给方法学生自学、研究学情有效点拨、
任务驱动展示成果的原则。通过自主学
习、探究性学习、项目式学习，让学生
带着思考学、带着兴趣学、带着任务
学，保障了线上教学的有效性。

“养正”是涵养之道，“养”是涵
养，是教育的过程；“正”是正本，是
教育的目的。学校充分利用重大节
日、纪念日，把爱国主义教育融入日
常教学活动的全过程，有计划地组织
开展形式多样的系列爱国主题教育活
动，利用社会有效资源，开发课后服
务体系，以此启迪学生心灵，激发爱
国主义情怀，全面提升学生核心素
养，激发学习潜能。

润物无声，办有仪式感的活动。在
特殊的日子开展特别的活动，强化仪式
感。清明节，带领少先队员瞻仰烈士丰

碑，了解烈士的丰功伟绩，缅怀革命先
烈，弘扬民族精神。春节、端午节、中
秋节等传统节日，开展读（阅读关于节
日的传说和故事）、探（查阅节日习俗
资料）、讲（讲述习俗故事）、绘（制作
节日绘本或手抄报）活动，如春节假期
的“十二样”作业，让学生充分了解了
春节习俗。在母亲节、教师节组织征文
比赛，在“六一”儿童节举行红歌赛，
在“七一”建党节和“八一”建军节成
立红色研究小组，鼓励学生读一本红色
书籍、查一段红色资料、讲一个红色故
事、上一节红色班队会课、办一期红色

板报、做一张红色手抄报。特别是2019
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2020年抗美援
朝战争胜利70周年，全校师生掀起了
查阅党史资料、分享资料的热潮。各班
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举行活动，学习党史
和新中国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厚植于学生灵魂深处，爱国教育
于无声中润物、于活动中鲜活灵动、于
思考中激发智慧。

开发社会资源，拓宽工作渠道。
学校引导学生开展“红领巾寻访”品
牌活动，带领学生到徐水的现代企业
参观，到商平庄、梁家营新农村寻

访，到气象站等校外实践基地开展实
践教育，了解家乡的巨变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升。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过程中，学校坚持以爱国主义教育
为核心，大队部带领全体队员，积极
参与“我是抗疫宣传员”活动，学生
用手抄报、视频、绘画、小制作、书
法、手语舞等形式，广泛加入抗疫宣
传，“小手拉大手”，共同抗疫情。还
积极参与社区消杀、环境清洁等志愿
服务。除此以外，学生还讲抗疫故
事，以钟南山、陈薇等为先锋榜样，
学习他们的精神，投身到学习中去。

开发课后服务，提升核心素养。学
校构建“1+X”课后服务内容体系。

“1”指作业辅导，“X”指结合办学特色
开展的多门兴趣课程和社团活动。利用

“请进来”的方式，融合社会、家长资
源，邀请医生、交警等各行业人士参与
课后服务，实现课程立体化。带领学生

“走出去”，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
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成长，同时积
极将课后服务与劳动教育、体育结合，
丰富课后服务内涵。学校充分挖掘校内
外资源，组建社团20余个，内容涵盖
武术、篮球、足球、轮滑、合唱、舞

蹈、古筝……丰富多彩的课后服务活
动，满足了学生的多样化需求，全面提
升了学生的核心素养。

多措并举之下，学校成绩颇丰。
学生合唱节目《春晓》获全国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活动二等奖；声乐作品
《童歌嘹亮》获河北省第六届中小学生
艺术展演活动三等奖；合唱节目《班
主任》获徐水区中小学艺术节合唱比
赛一等奖。轮滑社团在2021年11月份
进行的徐水区第三届冰雪运动会轮滑
比赛中获6枚金牌、5枚银牌、3枚铜
牌，并助力学校获得团体冠军。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养正
教育即通过培养人的正能量，达到“正
气”教学、“正气”育人、立德树人的教
育思想。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
教师自身首先要有“正气”，既用言语来
教导，又用行动来示范，以此培养学生
的浩然正气，达成养正教育的目的。

以校友师昌绪为榜样，开展“崇
尚科学家 追逐科学梦”活动。用好
身边的故事，是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

关键点。学校以2010年度最高科学技
术奖获得者、校友师昌绪精神为引
领，大力开展“崇尚科学家 追逐科
学梦”活动，激发了学生对科技创新
的极大热情。学生自发成立研究小
组，读校本教材《师昌绪》、查师昌绪
事迹、讲师昌绪故事、绘师昌绪故事
图册、进行科技发明。每年清明节和
师昌绪诞辰纪念日，学校都组织全校
师生在师昌绪雕像前举行悼念仪式，

重温入党、入队誓词；组建“红领巾
先锋事迹宣讲团”，利用红领巾广播
站、主题班队会、升旗仪式宣讲师昌
绪的故事，让全校师生在聆听中感受
校友师昌绪对党和祖国的忠贞与信仰。

“五老”进校园，追忆历史展望未
来。学校每年邀请老党员、老专家、老
教师、老战士、老模范“五老宣讲团”
来校开展报告讲座，通过讲故事、现场
互动、投影展示等方式，他们用朴实通

俗的语言，以追忆历史、展望未来为主
线，讲述了先辈走过的艰辛历程，介绍
了改革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带给学生
们一堂堂生动的“党史国史”“爱学
习、爱劳动、爱祖国”教育课，引导学
生了解祖国的历史，唤起学生的爱国主
义热情和对祖国的责任感与荣誉感。

坚持就有力量，付出总有收获。
在持之以恒的爱国主义教育下，学校
引导学生从小学科学、爱科学，鼓励

发明创造，打造科技校园，组建了多
个科技校社团，如七巧科技、航模、
科幻画等，多名学生在省市比赛中屡
获大奖。师生严于律己，爱国先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的言行感
染着身边人，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肯
定。学校于2018年被评为全国国防教
育示范校。2019年，学校的爱国主义
教育事迹先后被《燕赵都市报》、中青
网、《河北教育》等媒体登载。

荣誉有顶点，追求无止境。成绩属
于过去，未来更加灿烂，心中有阳光，
脚下有力量，在今后的日子里，徐水小
学将会以更坚定的步伐，将爱国主义教
育贯穿教育教学活动全程，秉承养正教
育理念，胸怀养正之心，不忘育人使
命，携着梦想，执着前行，再创美好，
为国家培育更多优秀人才，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郭志华 李焕韫 葛永生 张莉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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