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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四融四促”让劳动彰显学生风采

黄冈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坚持立德树人 提升育人质量

建“发展型”教师队伍 激发学生学习内驱力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以“和美·共生”理念促进师生发展

翻土、除草、浇水、捆扎树
枝……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的

“健康百草园”里有一群年轻身影正
热火朝天地忙碌着。这是学校药学
院中药专业的数十名学生，在药植
园里结合专业实践开展劳动教育。
他们面朝土地，埋头苦干，在汗流
浃背中感受着劳动的快乐和成就。

近年来，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着力探索将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
过程，成立劳动教育工作领导小组，
统筹协调全校劳育工作，设立劳动教
育教研室，全力推进劳动教育课程建
设。学校逐步形成了劳动教育融合专
业教育体系、资助育人体系、心理健
康育人体系、文化育人体系，促进学
生素养提升、能力拓展、人格完善、
行为养成的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

“四融四促”新模式，努力让劳动成
为学生的亮丽底色、美丽风采。

融入专业教育体系
让劳动为素养提供催化剂

学校依托校内“健康百草园”（占
地面积约20亩）和位于南京市浦口区
响堂村的“中草药产学研基地”（占地
面积约30亩），围绕中草药种植，开
展“翻耕、整畦、种植、维护、收
割、仓储”等多项劳动实践内容，定
期组织药学专业学生、社团成员参观
中药种植园、中药标本馆，参与种植
园劳作、标本陈列清洁整理，在劳动
实践中感受专业魅力。

中医推拿专业依托专业技能优势，
定期组织学生前往食堂、宿管站及门卫
室等校园劳动岗，开展中医推拿劳动实
践。学生们主动询问阿姨和大爷身体不
适之处，根据他们的症状，学以致用，
将推拿课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在提升专业技能的同时，也品味到劳动
服务他人带来的喜悦。

各专业结合学科特点，持续组织学
生到实训室开展专业性劳动和实操实
训，掌握专业技能，锻炼动手能力。目
前，学校正积极打造“劳动教育品牌项
目”，已培育出药学专业和护理专业两
个品牌劳动教育项目参与全省评比。

融入资助育人体系
让劳动为能力延展边界

学校设置勤工助学岗位、学生自
主运营爱心超市等，将劳动教育融入
资助育人体系，让学生在岗位实践中
理解劳动的艰辛，懂得感恩、奉献，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养成勤
于劳动、艰苦奋斗的精神品质。每年
新生入学报到后，勤工助学管理部门
统筹全校勤工助学岗位，面向学生开

展招聘工作，根据个人选择和兴趣专
长进行岗位分配。学生们在岗位劳动
的过程中，进行文档整理、卫生清
扫，学习运用各类办公软件，尝试海
报设计、素材制作等，拓展了自身综
合实践能力，学会了自主技能，最终
实现“志智双扶”的发展型资助育人
体系。

融入心理育人体系
让劳动为心灵插上翅膀

新时代赋予了劳动教育新内涵，
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也在日益凸显。
在学生教育中加强劳动教育实践，不
仅能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生活
技能，提高学生独立自主生活的能
力，而且能够正向引导学生的人格塑
造及心理健康培养。

学校在心理健康教育中融入书签

绘制、口罩涂鸦等活动，让学生参与
其中，通过在活动中与其他同学互动
交流，有利于形成健康人格，构建良
好的人际关系，还能够锻炼、培养自
身的顽强意志，形成正确的“三观”。
劳动节期间，学校开展了“同心抗
疫 温暖前行·大厨教你学烧菜”活
动，大厨线上教学，学生线下互动。
教工餐厅“王大厨”提前准备好食材
及相应的佐料，亲自示范切菜、烧
菜、颠锅、起锅，演示制作步骤，几
分钟就烧好了“蒜泥小龙虾”“翠竹报
春”两盘色香味俱全的菜肴，极大地
激发了学生学做菜、品生活的热情。
在劳动教育月摄影比赛评比中，学生
用镜头记录了自己或他人参与劳动的
美好瞬间，定格为一张张摄影作品。
劳动让学生们感受到生命的真谛，给
心灵插上翅膀翱翔在阳光快乐的精神
天地。

融入文化育人体系
让劳动为行为增添文明

劳动教育与文化育人融合，有利于
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近期，
学校以文明校园创建为契机，将劳动
教育融入到文明校园建设中。各学院
分别举办“弘扬劳模精神 讴歌劳动
创造”主题系列活动，组织宿舍卫生
文化评比活动，号召学生清扫宿舍卫
生、布置宿舍文化环境。学生们各自分
工，将宿舍内的床铺、书桌及公共区域
进行了细致清扫，并用绘画、书法作品
和手工制作品精心布置宿舍。

为了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让
学生们体会到劳动创造的快乐，提升
学生的环保意识，学校还开展了“变废
为宝”手工艺品制作大赛。学生利用废
弃易拉罐等为原材料，大胆创新，将废
旧品变成一件件具有创新性、实用性
或观赏性的手工制品。通过劳动教育
系列活动，培养了学生积极参加劳动
的热情，学生在劳动过程中也增长了
文明意识，进一步促进文明习惯、文
明行为的养成。 （孙洋洋 冯娇）

（（江苏篇江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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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立德树人目标
实施课程思政改革

学院积极探索知识传授与价值引
领的融合之道，结合专业特点分类推
进课程思政建设，将课程思政融入课
堂教学建设全过程，使专业知识与课
程思政同向同行，激发学生的远大理
想和爱国热情，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和职业素养，达到立德树人的育人目
标。学院“中国地理”“地理教学论”

等5门课程入选2020年度学校“课程
思政示范课程”。

聚焦一流专业建设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一流课程是一流专业的基础，一
流专业是一流本科的核心。2020年，
学院以地理科学专业获批湖北省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为契机，充分利用智
慧教室实施小班化教学、混合式教
学、翻转课堂，着力打造一批具有高
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线下、线
上、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本科课程。

“乡土地理调查实践”为湖北省一流本
科课程，“测量与地图学”“自然地理
学”等8门课程为校级一流课程。

紧盯师范专业认证
强力推进内涵建设

秉承学校“源于师范、兴于师
范、强于师范”的历史传统，以“学

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
指导地理科学专业建设，彰显师范教
育特色。确定地理科学专业定位，将
培养“四有”好老师作为人才培养的
首要任务，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从以“教”为中心向以“学”为中心
转变，在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等方面
齐头并进，建立质量持续改进机制，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依据，课
程体系是人才培养的载体，学院结合
地理科学专业和“优师计划”师范生
的发展需求，按照OBE理念，修订凸
显专业特色的地理人才培养方案和课
程大纲，不断提升学生的教师教育教
学能力。在课程体系中设置通识教
育、教师教育、专业教育和实习实践
四个模块。培养未来教师的教育情
怀，开设名家引领等课程；培养未来
教师的教学能力，开设学科课程标准
与教材研究等课程；培养未来教师的

职业发展与终身学习能力，开设智能
智慧课堂教学实验等选修课程；培养
教育实践“双实践”能力，到县域优
质中学开展教育见习，到乡镇中学开
展教育见习和教育研习，促进师范生
专业化、个性化高质量发展。

学院坚持引育并举，提升学院
教师整体教学科研能力。专业现有
专任教师21人，其中博士17人，博
士比例达到81%；教授3人，副教授
10人，高职称比例达到61.9%，引进
黄州学者2人、客座教授7人。学院
注重教学梯队建设，定期开展教学
发展交流活动，促进教师间的教学
交流与经验分享。教师申报各类人
才项目和组建教学团队的数量大大
增加；邀请专家来学院开展学术交
流，选派教师到知名大学和企事业
单位进行访学进修和挂职锻炼，教
师科研能力和教学技能得到明显提
升。近3年，教师获批国家级别项目

3项，湖北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自
科基金项目1项、软科学研究项目1
项、重大调研课题项目1项；主持湖
北省省级教研项目2项，湖北省教育
科学规划项目1项，黄冈师范学院校
级教研项目5项；获湖北省高等学校
教学成果奖2项，湖北省优秀调研成
果和发展研究奖3项。

专业建设成效显著
育才质量不断提升

学院以师范专业认证为抓手，强
力推进内涵建设，为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奠定了扎实基础，在专业建设、人
才培养等方面取得累累硕果。

2014年，人文地理学被评为黄冈
师范学院教学团队；2016年，地理学
被确定为楚天学者计划设岗学科；
2020年，地理科学专业成为湖北省一
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0 年和 2021
年，获批校级卓越中学地理教师培养

项目；2021年，大别山地质资源保护
与开发学科团队获批建设；2021年，
学院获批校级优秀基层教学组织，并
被列入湖北省地方“优师计划”地理
科学专业培养单位。

学科竞赛方面，2015年、2020年
和2021年分获湖北省“挑战杯”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和创业计划
大赛二等奖1项和银奖1项；在全国高
校地理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中获特等
奖1项、一等奖3项、二等奖2项、教
学设计奖1项；获湖北省普通高校师范
专业大学生教学技能竞赛二等奖和三等
奖各1项；近年来，获湖北省优秀学士
学位论文12篇，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3项，其中国家级别7项、省级16项。

毕业生有的成长为中学骨干教
师，悉心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的
扎根基层服务乡村振兴，还有的进入
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兰州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重点高校攻读博
士学位。

展望未来，地理与旅游学院将紧
盯学校申硕、更名大学等重点工作，
砥砺奋进，勇毅前行，进一步提升专
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学院各
项事业再上新台阶。

（杨凯 关江华 曹新光）

黄冈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
地理科学专业创办于 2008 年，一
路走来，学院始终坚持“学生中
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理念，
不断探索学科专业与师范教育有机
融合的创新之道，在专业建设和人
才培养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提升
了学院的办学实力与社会影响力。

建“支持系统”
打造“发展型”教师队伍

学校致力于培养“积极向上、善
思乐研、以美育人、知行合一”的

“和美”教师，将“和美·共生”办学
理念渗透到师生发展中，通过建立个
性化的“支持系统”，建构起教师发展
的新路径与新模式。

一是制度先行，建立 13 级发展
性评价与激励机制。学校制定“13
级进阶式”教师发展评价机制，建
立了“职初合格教师”“校级教学能
手”“区级骨干教师”“福建省特级
教师”等13级发展性评价机制。学
校对每个层级的教师都从师德、工
作态度、教育教学能力、引领辐射
等方面提出发展性评价要求，比
如，区级骨干教师要求能在全区范
围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在区级平
台开设讲座或在区级比赛中获奖，
还要在 CN 刊物上发表论文。“进阶
式”教师评价机制引导教师把精力
放在业务技能的提升上，放在教育
教学水平的提升上，让教师看到了
发展路径，在职业发展上有了“奔
头”，从而带动学校整体水平的提
升，实现学校和教师的双赢。

二是学校建立“教师成长档案
袋”，支持教师自我发展。“教师成长
档案袋”记录内容包括：教师每学年
工作考核情况、师德表现情况、每学
年教学业绩、学生家长对教师满意度
的测评情况及相关数据等。同时，还
包括教师个人的荣誉称号、比赛获奖
情况、承担课题研究和公开课情况、
论文发表情况等。这些过程性材料，
记录了教师的发展历程，支持教师进
一步自我发展。

三是开展岗位练兵活动，全过程
支持教师成长。首先，为每个年轻教
师配备“双导师”，即教学导师和班
主任导师。对 5 年教龄以内青年教
师，进行以“告别懵懂——职初教师
胜任力培养”为主题的岗位练兵，练
兵内容包括课件制作、写作、演讲、

微课程设计比赛等，学校要求青年教
师学会从遗憾中总结得失，并不断进
步。针对教龄6—10年的教师，开展
以“遇见未知——骨干教师洞察力培
植”为主题的岗位练兵，包括上一堂
有创新意识的好课、写一篇有反思理
念的文章、作一场有思考的小讲座
等，使这一阶段教师对课堂教学情境
以及学生的反应有敏锐的洞察力。针
对10年以上教龄教师开展以“行至
远方——专家型教师学术力辐射”为
主题的成熟期风采展示活动，内容包
括随堂课、课题沙龙、打造“名师”
工程等，使教师彰显教学特色和风
格。

学校还开展全员技能竞赛，组织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技能比
赛。近年来，超过200人次教师在各
级各类教学及技能比赛中获奖。

教科研从备课组抓起
学术赋能教师发展

首先，坚持教研组“抱团”教
研。学校要求各学科备课组要确定相
应的研训主题，并拟定系列活动方
案。考虑到有的单个学科教师较少，
学校将体育、音乐、美术、科学、德
法、信息等学科组织起来，组建“综
合学科领域”教研团队，开展全学
科、全员“卷入式”课题研究。

其次，立足课堂，开展“四轮联
动”自主研讨。教师从课堂研讨、意
图分析、自由辩课、专题讲座四个方
面入手，实现“四轮联动”自主研
讨。教师开设研讨课，并由备课团队
对设计意图进行说明，教师进行自由
辩课，辩课方提出疑问，备课方应
答，最后由专人开设专题小讲座。教
师把学到的知识和技能运用到课堂当
中，从而做到“从课堂中来，到课堂
中去”，实现闭环运行。

再其次，举办学术交流，促进
教师深度发展。学校从碎片到系
统，科学规划5届学术论坛。例如：
第一届主题为“我的教育教学微主

张”，体现对教学观的探讨；第二届
主题为“读懂学生，教育的起点”，
对学生观进行探讨。同时，学校在
日常工作中还开展常态化研讨，学
校对教师例会进行改革，开设“和
美讲堂”，由骨干教师分享研究收
获。在“和美讲堂”上，就教研组
工作与学生工作进行研讨，在研讨
过程中，实现不同梯队教师的双
向、多向交流。

最后，让教师在课题研究中提升
学术水平。学校鼓励教师积极申报各
类课题。学校抓好课题的立项与申
报、开题、阶段交流、中期汇报、结
题等环节的具体工作，同时，坚持

“课题组长负责制”“课题组例会制”，
每个课题每学期至少开展两次课题沙
龙，反馈、分析研究工作情况，确保
课题研究质量。

学校的学术研究赋能教师发展，
使教师学术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
学校多名教师荣获市、区课堂创新大
赛一、二等奖。教师的研究意识进一
步提升，近年来学校已申报各级各类
课题35个，教师在CN刊物发表论文
239篇。

“使君花开”三阶课程
激活学生学习内驱力

学校围绕“聚焦学习、回归生
长”核心，育“崇和、明思、尚美、
笃行”的“和美少年”，开设“使君花

开”“三阶”课程，激活学生学习内驱
力。“三阶”课程包括基础课程、发展
课程、特色课程。

学校的基础课程指国家课程和地
方课程。学校的基础课程打破各学科
界限，建构基础课程群，收到良好效
果。

学校的发展课程包含四大领域：
审美与艺术、益智与科学、语言与交
际、品格与健康。在审美与艺术方
面，引导学生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增
长技能，感知美、欣赏美、创造美，
其主要内容包括琵琶、扬琴、漫画、
陶艺、版画、书法等52门艺术类课
程。在益智与科学方面，学校引导学
生在学习探究中，培养独立思考的习
惯，做到敢质疑、敢求证，提升思考
力，其主要课程包括魔方、编程、围
棋、国际象棋、中国象棋、桥牌、数
独等 42 门课程。在语言与交际方
面，要求学生能体验合作的力量，学
会与人沟通交流，培养合作意识，其
课程包括辩论、朗诵、配音、主持人
等。学校的品格与健康课程，要求学
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树立正确的价
值观，形成健全的人格和健康的心
理，并在体育锻炼中增强体魄、磨炼
意志，其内容包括篮球、排球、足
球、乒乓球、游泳、啦啦操、健美
操、心理健康等近20个项目。

学校发展课程以社团形式开展教
学活动。每学期初，学生自主报名，
选择本人感兴趣的社团课程。每个社
团由1—2名教师负责，社团规模不

超过30人，做到每学期不少于24课
时。

学校特色课程包括研学课程、“三
礼”课程、“七彩名片”课程、学科文
化节等。研学课程以“仰望星辰，向
海而生”为主题，突出海洋知识教
育；“三礼”课程内容包括入学礼、成
童礼、毕业礼等各个环节。学校还注
重开启“社会大课堂”，把教育延伸到
校外，采用“学科+生活”的模式构
建特色课程，助推学生回归儿童本真
生活。

在唤醒自主意识中激发潜能
培养有学习内驱力的学生

学校秉持“和美·共生”办学理
念，提出“崇和、明思、尚美、笃
行”校训。把教育价值观聚焦在为每
一名学生的终身学习与发展奠基上，
在培养目标上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坚
持培养有内驱力的学生。

一是把权利还给学生，唤醒学生
的自主意识。学校给学生提供多项选
择权利，包括当值日班长或“一日班
主任”的权利、当升旗手的权利、当
领操员的权利、当小记者的权利、评
价老师的权利、重新考试的权利等。
学校让学生自主选择、自我肯定，从
小培养他们的参与意识，从而达到增
强学习内驱力的目的。

二是让每名学生充分展示自己
的才华，实现个性化教育。学校避
免“唯分数论”的取向，关注学生
的差异性，让学生发扬特长，在挖
掘潜能中，提升学生的学习内驱
力。学校开展多项活动，最终评选
出相应的校园之星，包括“阅读之
星”“英语之星”“体育之星”“科技
之星”“进步之星”等。这些活动从
语文阅读、数学智能、英语能力、
体育技能、艺术才华、科技创新等
不同维度评价学生，引导学生发展
自己的特长，从而实现个性化教育
的目的。

三是多元化评价，培养学生“和

美”特质。出台《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和美少年成长记”学生发展性评价
方案》，做到多元化评价。在评价
中，克服过去由教师进行单一评价的
弊端，鼓励学生和家长都参与评价，
使评价更具民主性。学校制定《厦门
第二实验小学学生个人认星表》《和
美少年成长手册》，通过评价使学生
不断完善人格，进而培养学生的“和
美”特质。

学校还注重过程性评价。在课
堂教学上，建立“以学生发展为中
心”的学习评价理念。学校制定了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学生课堂学习状
态评价表》 和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
学生课堂学习评价统计表》，评价学
生的课堂学习情况，从学生上课的
注意状态、参与状态、交往状态、
思维状态、情绪状态等方面对学生
的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在发挥课堂
教学评价的导向激励功能方面收到
了较好的效果。

四是革新作业与考试的方式，体
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首先，要
求在作业批改过程中，教师不能只注
重作业的对错，还要“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有针对性地给学生写批语。
在期末考试时，施行“以学生发展为
中心”的免试制度。在期末，每个学
科和班级都有三名学生能获得免试权
利，并直接以满分记录成绩。而免试
的学生，要求做到学习方法科学有
效，还要乐于帮助学习有困难的同
学。

五是转变“学生立场”，重构师
生关系。学校要求教师从“管理者”
角色，变为“鼓励者”角色。要求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变成合作伙伴关
系，从而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创
造力，最终增强学生的学习内驱力。
要求班主任从关注活动的结果，转向
关注活动中学生的发展。最后是工作
方式的转变，以前学校的班主任更像
是“保姆”“警察”，如今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内驱力，让学生实现自我管
理。

（陈燕华）

厦门第二实验小学创办于 1986 年。学校在办学过程中，逐步形成了
“和美·共生”的文化品牌。近年来，学校面对办学规模急剧扩张、年轻教
师大量加盟的实际，坚持多措并举，打造了一支“发展型”教师队伍，培养
了大批名师和骨干教师，并从学校走出多名校领导。与此同时，学校坚持育
人方式变革，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培养有学习内驱力的学生，收获累累硕
果。

2017年12月，学校经福建省教育部门批准，成为福建省首批义务教育
教改示范性建设学校，并确立“基于‘和美·共生’理念下的师生发展”的
教改项目。学校依托教改项目，聚焦教师发展与育人模式改革实践，并赋予

“和美·共生”办学理念新的内涵，使学校发展迈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