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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之蕴滋养文化根

东海之滨坐落着温岭市新河镇，
1500年来代代长屿人采矿留下世界闻名
的硐天奇观，宋朝朱熹在此督造六闸传
播中华文化，明朝戚继光在此抗倭。这
里诞生了著名江湖派诗人戴复古、抗倭
名将张元勋。张将军建造文笔塔，清朝
冯姓诸生在塔上额刊“天开文运”，喻
示着千年文脉相承，绵延不绝。100多
年前，闻家在长屿创办长峰书院，集聚
人才。85年前抗战烽火里，闻诗以教育
救国的理念，带领长峰书院学子汇聚于
文笔塔下，创办了新河中学。

建校85年来，新河中学前贤筚路
蓝缕，自强不息，踔厉奋发，传承文
脉，立下了“从严求实”的校训，代
代良师，授智接力，形成了“因你，
我走向远方”的教育理念。“依山傍
水”的自然环境与底蕴深厚的人文环
境相结合，并融合时代精神，将新河
中学建设成“体教融合”“德体双馨”
的品牌学校，获得全国中小学德育工
作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体育工作先
进集体、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浙江
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浙江
省普通高中新课程样本学校、“新长征
突击手”荣誉称号。

先生之风引领学习力

书院之蕴成就先生之风。新河中
学源于书院，守正创新，前贤栉风沐

雨的创业精神，为新河中学教育风气
奠基；文化立校，浓厚的文化氛围让
新河中学拥有先生之风。

新河中学先生继承中华教育传
统，“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先生先
学先知，先行先达，更是先觉先立。
为天地立心，为新河中学教育事业立
心，立一颗教育红心、赤子之心。授
智、闻诗、毛莘、叶如兆、朱文邠、
李芝英、黄道元、吴小维等，诸多前
辈先生为新河中学立诚心信心，立恒
心忠心，立爱心细心。叶如兆创立了

“六字”工作法，20世纪50年代参加了
中央教育工作群英会；黄道元先生积累
长期的德育工作经验，形成“五心”教
育法，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新河
中学也成为温岭三面红旗之一。

长期以来，新河中学先生继承前
辈从严求实的教育精神，以校园文化
滋养教育情怀，教学研究氛围浓厚。
学校定期开办“骨干教师论坛”“班主

任论坛”“文艺知行与展演”等系列
“先生文化沙龙”活动，创办《新中教
育》，组织立心读书坊，先生们也自发
成立了艺术社团、气排球社团等。先
生们融汇文化理念，浸润墨韵书香，
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进一步营造出

“崇和·尚美·重学”的“书院之
蕴”。新河中学先生有推门听课的习
惯，领导检查性听课、同事互帮互学
听课交流，都习以为常，学习氛围浓
厚，以工匠精神精益求精。年年师徒
结对，不用组织指令，组内成员互相
自愿组合。新河中学先生初心不改、
奋斗不懈，薪火传承、笃行不怠，新
河中学学子纷纷考入理想高校。

“从严求实”是新河中学的校训，
新河中学人以“求真务实”为思维方
式、工作方法。师生共同重视自主
性、学习力。

2019年，新河中学获评“浙江省
普通高中新课程样本学校”，在课程建

设这个学校教学核心领域迈出重要一
步。课程建设是引领学生学习力的重要
一环。学校成立了样本课程领导工作
组，提出了思维课堂的教育路子，由各
教研组进行具体的学科思维探索。教师
根据学生实际自编练习，注重针对性，
精准教学，教师开发教育教学校本课
程，实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学
校长期承接台州市教学与课改研究活
动，推广教育经验。样本课程的开发让
先生们提高了站位，增强了教育自主
性，综合时代特点与学校实际，设计自
己的发展规划，取得了不少成果。每位
先生制订五年阅读计划，啃读经典，提
高理论认识，研究教育现状，形成符合
实际的教育理念。

先生的研究力引领着学生的学习
力。学校结合时代特点，强调自主
性，以引领学生学习力为主要方向，
在如何提高效率、提升思维力上下功
夫。近年来，学校推广以“让我们的
学习更高效”为主题的学习模式，提
出“三入三即”（入班即静，入座即
学，入学即专）、“三先三后”（先预
习，后听课；先复习，后作业；先独
立思考，后请教他人）等要求，强调

“三保证”（保证睡眠时间、保证一日
三餐、保证适时锻炼）。重视学习意
志、素质提升，重视总体规划、完整
生活。用“成就更好人生，展现更大
担当”引领学生进入积极的学习状
态，用自主性学习调节学科间的平

衡，从学生个体实际出发，区别对
待，调整提高。注重学校家庭协同育
人，及时进行家校沟通，让教育观念
落实到家长心中。新河中学在这些正
确的教育理念引导下，取得了优异的
办学成绩。

学子尽展青春风采

新河中学学子充满活力，尽展青
春风采。新河中学是“全国青少年体
育工作先进集体”“全国青少年校园排
球特色学校”“浙江省阳光体育人才后
备基地”，学校排球队曾荣获全国青少
年排球锦标赛第四名、浙江省青少年
排球锦标赛冠军、2018年省运会5枚
金牌等，2022年9月代表台州参加浙
江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排球比赛获得冠
军。学校先后为浙江省排球队、体校
输送了近50名优秀人才，其中有国家
青年队队长徐先涛 （现已回母校任
教）、2011年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决
赛亚军丁晶晶，2022年男排亚洲杯冠
军张景胤、张冠华等。

除了排球，新河中学还有赛艇、
乒乓球、篮球等特色项目。竞技体育
向群众体育发展，新河中学成为体育
强校，学校积极建设排球文化，编写
排球教材，创编排球体操，开设排球
选修课程，开展排球社团活动。

新河中学有30多个社团常年开展
活动，让学生充满活力，校园更有生

机。新河中学有良好的德育传统，是
全国先进德育集体。新河中学继承

“五心”（爱心、责任心、宽容心、耐
心、细心）德育方向，积极开拓美育
文化，打造了寓意理想追求的“文笔
书天”、修身养性的“安若吾阁”、创
业奉献的“如是我园”、精诚爱国的

“明城一页”、师生情深的“亭楼致
远”、自由和谐的“华砚邀月”、文明
感恩的“草廊春晖”、成长成功的“士
林贤踪”等八大主题文化景观。景观
命名由全体师生共同参与，在几百个
由师生提交的名称中选出结果。参与
校园文化建设，让新河中学学子更有
归属感，培养学生具备人文精神。学
校建设了成长体验中心、阅读生态中
心、科技创新中心、技能拓展中心、
体艺活动中心，经常开展学生展风采
活动，如“学生暑期新华书店荐书”
等，每年举行读书节、科技节、艺术
节，内容丰富多彩，积极运用地方文
化资源，学生志愿参与建设，知行合
一，以美启真，形成了注重成长体验的
德育美育文化，成果丰硕。每年都有学
生在市级以上的作文、诗词、书画、表
演、科技、田径等比赛中获奖，获奖人
数占学生总人数的近30%。机器人社团
获得浙江省机器人大赛一等奖冠军，
《启明星》社刊在首届“全国中小学优
秀校内报刊评选活动”中获得社刊一等
奖，在首届“中学生天地杯”校园杂志
评选活动中跻身前十名。阅读中心被
《图书馆报》头版刊登，并多次介绍以
“阅读立心，书香致远”为理念的阅读
推广经验，新河中学也成为“台州市首
批书香校园”。“淘淘升学”团队主打高
中生涯规划和升学规划，成为学校生涯
规划的省级金名片。新河中学被评为浙
江省文明单位、浙江省第一届文明校
园、浙江省中小学美丽校园。

建校以来，历代先生们立足乡
村、自主自强，承载着乡村百姓对教
育公平的期盼，牢记陶行知、叶圣陶
等前辈的教育箴言，坚守新河中学创
始人闻诗教育救国、教育下乡、启发
民智的理念。未来，新河中学仍将砥
砺前行，为发展素质教育、促进教育
公平作出贡献。

（江富军 陈琦 谢法标）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中学

办好乡村教育 助力乡村振兴
浙江省温岭市新河中学的教师大多

有这样的体会：在大街上，如果突然有
人叫自己“先生”，那往往是新河中学
学子。到新河中学参加教研、交流活动
的教师们也有这个体会，总有学生称呼

“先生好”，让他们别有一番亲切感。新
河中学自创办至今一直将教师称为“先
生”，这在全国是少有的。建校85年，
4万学子遍布大江南北、五湖四海，无
论身处何方，一声“先生好”，依依母
校情！连同创始人闻诗、丁天杰、王英
材，呕心沥血的校长叶如兆，以及文笔
塔、锦鸡山、华砚湖、解放楼等，构成
新河中学人的精神港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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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科技大学“惟真之光”科技创新团队党支部

创新“党建+”育人模式 为培育时代新人赋能
获批科技创新项目100余项、授权56项国家专利、与企业合作项目达上千

万元项目、创办了服务能源行业的高科技企业……山东科技大学能源与矿业工
程学院“惟真之光”科技创新团队党支部以党建引领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近年来，“惟真之光”科技创新团队党支部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
和师生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打造“党建+创新”“党建+社会服务”“党建+
人才培养”育人模式，努力实现党建工作与立德树人同频共振。

山东科技大学能源学院院长陈绍杰介绍，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一个个创
新小组把相同兴趣的学生聚在一起，一起参加科创比赛，一起走进企业一线解
决生产难题……“党建+”的育人模式，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活力。

构建“党建+创新”模
式，为创新注入“活水”

“惟真之光”科技创新团队党支
部成立于 2017 年，现有党员 50 名，
是一支平均年龄不足 25 岁、突出

“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特色的创新
型党支部。

该党支部以立德树人为导向，不

断夯实党建基础、创新工作方式，构
建“党建+创新”育人模式，致力于
搭建科创平台，创设“党建+科创”
小组，组建了“智创绿源”“嵙创瑞
沃”“能达华安”等科技创新小组，小
组采用“青年教师党员+学生党员”
模式，将思想引领与专业指导相结
合，实现“支部与团队共生，党建与
科创并进”的良好局面。

山东科技大学能源学院党委副书

记许琳说：“通过‘支部搭台，党员唱
戏’，推动党建工作与科技创新同频共
振、互促共进，支部创新创业氛围日
渐浓厚，真正成为创新创业的‘助推
器’。”

该党支部建立了教授与创新小组
“一带一”机制，形成师生共建、教研
互长的党建新模式，建立科技创新结
对帮扶的创先争优长效机制，组织开
展科技交流活动，以讲座形式为学生
普及科研技能，为师生科技创新注入
了源头活水。

近年来，从“高大上”的中深层
地热能开发、现代化智慧矿井，到

“接地气”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数字化
无人储运系统，这些好创意均出自

“惟真之光”科技创新团队党支部，其
中涌现出山东省青年科技奖获得者尹
大伟等一大批善思考、勤钻研、勇创
新的青年创新能手。

践行“党建+社会服务”
机制，让成果走向一线

大学生的创新成果应该如何从校园
走向市场？近年来，“惟真之光”科技
创新团队党支部构建“党建+科技研
发”“党建+社会服务”平台，与济宁矿
业集团安居煤矿、山东能源集团田陈煤
矿等10余家企业签订联建合作协议，
组建了多个“大众创新、全员创效”基
地，形成以党建引领的产学研合作新模
式，实现支部建设、校企合作、学生创
新创业、就业实习等有机融合，探索出

“共建活动开展到哪里，联合主题党日
活动举办到哪里，高质量的党课和专家
服务送到哪里，项目合作和学生就业推
进到哪里”的可推广借鉴的好做法。

“我们不断加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
建设，采取‘到基层走访调研、送课题

到生产一线’等举措，把问题当课题，
将创新变成任务，形成了主动服务发展
的新局面。”该党支部书记张步初介绍。

“智创绿源”科技创新小组“中深
层地热能开发”项目获得第十二届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金
奖，他们将参赛项目成果运用到企
业，为多家企业提供地热能开发方面
的技术、设计等服务；“嵙创瑞沃”科
技创新小组在安居煤矿现场探测时，
发现双端堵水器检测复杂、不易携带
的难题，历经一个多月的攻关，改进
了设备构造，升级了探测仪表，解决
了困扰煤矿工人多年的难题。

聚焦“党建+人才培养”
特色，让学生全面发展

“如何用科技创新培养更多的人”
是“惟真之光”科技创新团队党支部

成员经常讨论的话题。
“我们要谨记服务行业，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这样才能把创新坚持到
底。”在该党支部“赋能学堂”活动
中，陈绍杰鼓励学生。近年来，该党
支部承办了“科创研习营”等特色科
创活动，运用学生创新作品展示室，
进行创新教育，吸引更多学生参与科
技创新。

该党支部坚持“立德树人”服务
学生成长，打造“全国矿业学科高校
同上一堂党史课”“能研微沙龙”等党
支部思政品牌，把学科、行业、创新
中的思政元素滴灌到学生心里。同
时，聘请科学家、工程师、劳模工匠
等任支部科技创新小组德育导师，引
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践行责任担当。

中国科学院院士宋振骐是支部的
德育导师，通过举办“骐志大讲堂”
讲党史、讲团课、讲学术，开展“学
习院士初心，勇担时代使命”等主题
党日活动，带动党支部成员在学思践
悟中成长成才。

“党建、科创与育人同频共振已见
成效。”山东科技大学能源学院党委书
记董桂刚说，“我们还要把科技创新与
培育时代新人结合起来。让今天听故
事的人，成为明天故事的主角。”

（韩洪烁 肖宜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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