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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健康第一，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艺术教育屡创佳绩，特色品牌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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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浦江中学，最为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是这所

学校星光闪耀的教师队伍。多年来，学校坚持以人

为本、广揽人才，建成了一支严谨治学、学养深厚、教

导有方、安于久任的教师队伍，其中有省特级教师、

省市县级名师和教坛新秀42人，高级教师84人。

自陈建浦任校长以来，浦江中学教师业务评

比获市一等奖以上60多人次，共有10人获得金

华市教坛新秀荣誉称号，超过了学校以往获得市

教坛新秀人数的总和。2019年4月，浦江中学教

师洪燕茹在浙江省高中英语课堂教学评比中获

一等奖，这也是浦江县高中英语教师首次获得省

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天道酬勤，在2019年5月进

行的金华市教坛新秀评比中，洪燕茹又以第一名

的成绩被评为金华市教坛新秀，并顺利获得浙江

省教坛新秀荣誉称号。

学校结合浙江省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方案，初步

建立教师专业发展规划，逐步开展青年教师培养工

作，并专门为青年教师打造“青蓝工程”发展平台，

实施“名师工程”，设置学科“导师制”，通过师徒结

对、青苗论坛、读书会、骨干教师讲座、青年教师比

武等活动，开展青年教师教育教学技能培训。

学校通过抓队伍建设，优化了管理结构，提升

了教师团队协作能力，学科组屡获殊荣。2012年，

该校英语学科组获“全国工人先锋号”，物理组获金

华市优秀教研组，数学组获“浦江县青年文明号”

等荣誉称号。2015年，地理、生物、政治组获“浦江

县青年文明号”等荣誉称号。2019年，地理组获

“浦江县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一枝独秀不是

春，在浦江中学的教师评价文化中，团队合作能力

是最重要的指标。”陈建浦表示，正因为如此，和谐

共生、抱团发展成为这所学校里最美的教育生态。

教师言传身教，学生耳濡目染。合作学习因

此也成为浦江中学课堂学习的常态，小组合作、生

教生、快乐学的学习模式随时随处可见。早在2012年9月，

该校就在高一年级地理学科试行“圆桌式生教生”课堂模式，

调动学生学习的内驱力，由内而外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达成高效课堂的学习效果。

这一课堂模式一改过去教师讲完课，布置作业，让学生

练习的传统，转变成学生在家完成知识的学习，而课堂成为

师生之间答疑解惑的场所。传统的座位形式也变了，采取

的是圆桌式环形小组的形式。学校根据各班学生数量和教

室面积情况，将学生分成若干组，每组约7人。遵循“组间同

质，组内异质，优势互补”的原则进行分组，每个小组都有

高、中、低三个层次的学生。在一定时期内，小组成员的组

建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从长期来看，不同阶段小组的成员构

成又可以是动态的，小组在阶段学情检测后按不同学科表

现进行重新组合。这种灵活的编排模式有利于激发学生的

竞争意识，也有助于尖子生的培养。以转变传统的学生座

位安排方式来倒逼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由原先的个体学

习方式转向生教生的合作学习。

编制针对性的学案，是实现“圆桌式生教生”高效课堂的

关键环节。“学案”，是指教师依据学生的认知水平、知识经

验，为指导学生进行主动的知识建构而编制的学习方案。有

别于过去的“教案”，“学案”的最大特点就是以问题的形式呈

现，把教学重点、难点融合到问题中去，做到“学习目标任务

化”“学习任务问题化”。

据了解，教师在撰写学案时注重一课时一学案，兼顾知

识和能力培养双重目标。教师将知识点转变为探索性的问

题点、能力点，通过对知识点的设疑、质疑、释疑、激思，培养

学生的能力品质和创新素质。学案设计还体现出阶梯性特

点。教师在编写学案时将难易不一、杂乱无序的学习内容进

行整合，编制成有序的、阶梯性的、符合不同层次学生认知规

律的学习方案，全面提高课堂的教学效率，实现每一位学生

的发展。此外，学案设计还强调学法指导，教师通过学案导

学，变“授人以鱼”为“授人以渔”，学生的主动学习水到渠成。

经过多年的探索和改革，浦江中学高举着“五育并举”的

旗帜，教育教学质量年年攀升，不断刷新纪录。高考成绩一

直稳中有升，每年都有学生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录取，无论

是一段上线人数、一段上线率都位居高位。到目前为止，学

校已连续9次受到县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秦 丰

开学快一个月了，浦江中学音乐教师吴海峰一天都没有休息过。10月6日，浦江中学将迎来建校80周年

的庆典。作为庆典文艺节目的指导教师，为了把学校最闪亮的艺术教育成果展现在世人面前，他和他的团队

一直忙碌着。

以身心健康第一为宗旨、以严教乐学为模式、以艺术教育为特色的浦江中学，在跨越两个世纪的办学历程

中，一直坚定地行走在立德树人的大路上。80年筚路蓝缕，80年薪火传承。如今，在“重德、尚学、求实、创新”

的校训指引下，在“求真、至善、臻美”的校风浸润中，几代人殚精竭虑、潜心育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逐年递增、

声名鹊起，浦江中学，正日益成为“学在浦江”的一张“金名片”。

连续7年参加省中小学生艺术节

比赛，均获得省一等奖；2013年在全

国中小学生艺术节上，浦江中学代表

团再获一等奖，吴海峰被评为全国优

秀指导教师；自2010年以来，浦江中

学合唱团在金华市总共举办的5届合

唱比赛中均获一等奖；代表金华市参

加省级比赛，均斩获省一等奖；迄今

为止，学校组队参加了全国艺术展演

1次、省级艺术展演8次、市级艺术展

演9次，好评如潮……

屡创佳绩的背后，是办学者对艺

术教育独到的见解和不遗余力的重

视。在该校校长陈建浦看来，艺术作

为离人类心灵最近的文化活动，能够

带给学生多样化的想象、思考和感受，

因而好的艺术教育能为学生的成长提

供最丰富的体验。基于此，学校汇聚

校内外资源，不断探索、寻找最有效的

艺术教育形式，挖掘艺术教育的内涵，

以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

艺术修养，增强学生的人文底蕴。

“我们希望艺术教育不仅仅是高

中学习的一部分，还能成为学校精神

的一部分；我们期待在浦江中学的校

园里，艺术不是曲高和寡的文化形式，

而是师生们可以共同欣赏并享受的美

好生活。”陈建浦说。在浦江中学，各

年级除了按有关规定开齐开足艺术教

育课程外，每周还保证一定时间开设

艺术特色课程。学校还将合唱团作为

艺术特色项目，从各年级中选拔对声

乐有兴趣的学生，组建了一支有60余

人参与的合唱团，每周坚持训练。不

仅如此，学校还开发了多套艺术教育

特色教材，积极开展艺术特色课程研

究。开设和开展了器乐、舞蹈、流行音

乐、吉他等社团活动或选修课程。此

外，每学年的学校工作计划中，均有对

于艺术教育的专项要求和内容。2018

年，学校在“课程改革方案”中进一步

提出，除了确保基础课程开设外，还要

加强美育等拓展类课程的开发和开

设，做到每位学生都有相应的艺术拓

展课，并通过学分考核将其纳入学生

综合评价。

作为著名童话作家洪汛涛和著名

画家方增先的母校，多年来，浦江中

学的文学、书法和美术等多种美育载

体与学校的艺术教育相得益彰，培养

了一大批志趣高雅、综合素质全面的

优秀人才。

2017年空军招飞，浦江中学吴连

俊、芮平凡（女）榜上有名。芮平凡因

此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11批女飞

行学员。2019年海军招飞，陈家增成

为该校有史以来首位海军飞行学员。

近年来，浦江中学各类军校招生、招飞

工作一直走在浙江省前列。近两年，

学校累计为各类军队院校输送了50

多名优秀应届毕业生，输送人数名列

浙江省第一。学校对国防事业的支持

得到了教育部的高度肯定，荣获2017

年“国防教育特色学校”称号。

浦江中学地处经济发达地区，为

何报考军校成为学生们的热门选择？

陈建浦说：“学校平时就十分注重将

‘国防’二字植入学生的成长基因，土

培得厚实，苗墩得茁壮，选择从军也就

顺理成章。”据了解，自2015年以来，

学校就将国防教育课作为一门综合课

程来安排，以确保国防教育课时的落

实。仅这一年，学校就组织了《世界海

军发展趋势》《军事科技与信息化》等4

场国防讲座。

2016年，浦江中学推出了“校友

进校园宣讲国防”活动。第一堂课，他

们就请来军人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

何新贵走上讲台讲授国防教育课。截

至目前，已有13位军人校友回校，向

学弟学妹讲述自己的军营故事。在校

园里的醒目位置有一面巨大的“军人

校友荣誉墙”，贴满了从学校走出去的

优秀军人的照片和先进事迹。陈建浦

说：“培养学生不能只讲小资情调，不

谈家国情怀；不能只有车子、房子、票

子，对边关、海岛、哨所只字不提。学

校向社会输送的人才必须要能担起实

现中国梦强军梦的重任。军人练兵备

战戍守边关，牺牲奉献多，正是学生学

习的最佳榜样。”

在请进来的同时，学校还经常组

织学生走出校门开展国防实践活动，

并将体验军营生活作为国防实践活动

的重要内容。每年建军节、国防教育

日，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到驻军部队慰

问，和官兵一起在烈日下站岗执勤，学

习掌握基本的军事技能；每年暑假，组

织学生到海军某部进行为期一周的军

训，熟悉军营生活。浦江县境内的原

江东县政府旧址是一处国防教育基

地，距离学校27公里，自2015年起，

学校每年组织学生徒步拉练到此开展

现地教学，让学生在传承红色基因中

成长为崇军尚武的优秀青年。

2018年5月，在浙江省军区的牵

线搭桥下，海军工程大学、海军航空大

学分别与浦江中学签订了共建生源基

地协议，通过近距离交流，让学生在填

报志愿时能够根据军校特点、自身所

长，做最大程度的耦合对接；军事院校

也能对学生的思想情况和能力素质预

先有所了解，使考上军校的学生能够

尽快适应部队生活、完成角色转变，尽

早在军营建功立业。

“事实上，在军校招生、招飞工作

的突出表现，也与学校多年来对学生

身心健康的重视分不开。我们一直

强调，比分数更重要的是学生的身心

健康，身心健康第一已经成为浦江中

学的育人宗旨。”陈建浦表示。学校

把体质健康和运动技能作为评价学

生的重要标准，花大力气提高体育

教学质量。同时，建立刚性管理

机制，开齐开足体育课程，根据

学生兴趣特长，还开发了各类

体育选修拓展课。

自2016年以来，学校推

行的“三级五模块”德育模式，

更为学生终身发展打下了健

康的底色。该校把以往零碎的

不成体系的爱国主义教育、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行为养成教

育、遵纪守法教育、“三爱”（爱自身、

爱师长、爱学校）教育、青春期心理健

康教育、诚信教育、“三观”（世界观、

价值观、友情观）教育、感恩教育、“三

自”（自信、自立、自强）教育、励志教

育等所有德育类型整合成五大模块，

分成校级、年级、班级“三级”组合实

施，大大提升了德育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而且营造了处处有德育、时时有

德育的良好氛围。学校每一位教师

都是德育工作者，都把教书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放在心上，并从不

同角度结合各自工作特点教育学生，

用自己的言行影响学生，给学生树立

榜样。

笔者了解到，五大德育模块包括

“主题”“特色”“手册”“讲坛”“咨询”。

其中，“主题”德育就是以一个个主题

来实施，采用全校活动、班会活动等形

式，每年分阶段、有计划、有步骤地制

订教育方案，有条不紊地组织实施，并

及时总结、反馈、展示。

“特色”德育包括自主专题班会

课，即由各班自行组织富有班级特色的

德育活动；观摩专题班会课，由学校指

定在德育方面有特色的班级开展活动，

邀请同年级科任教师、班干部参加；示

范专题班会课，在班风纯正、表现突出

的班级（一般指先进班级）举行，并在多

媒体大教室里“示范”，邀请科任教师和

其他班级学生参加。每学期，学校都会

在宣传窗举办一次综合各种专题班会

情况的图文展。

在“手册”德育模块，该校教师自

编了《知书、达礼、明德——中学生文

明礼仪手册》教材，组织学生分阶段

学习《家庭文明礼仪》《校园文化礼

仪》《社交文化礼仪》《浦江中学礼仪

常规》等。

在浦江中学，还有一道特殊的德

育风景线，即学校在每周一、三、五

的中午读报课时间开辟“道德讲

坛”，这三天，全校各班每天都有至

少 3名学生走上讲台，按统一的德

育主题，有计划、有针对性地演讲。

比如最近，为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

年，学生们的演讲主题就围绕身边

的爱国故事展开，畅谈他们眼中的

爱国者和奋斗情，爱国心与爱国情

就这样通过一次次的演讲和心灵碰

撞，深深地根植于每位高中生的心

中。这是浦江中学坚持了多年的

“讲坛”德育文化。这两年，学校又

进一步将学生讲坛拓展到了校友讲

坛，每学期定期请来知名校友，为学

弟学妹开讲道德与人生。

“咨询”德育模块，指的是学校建

有心理咨询室，在每周一至周四的

12：20—13：00、17：20—18：00向有

需要的学生开放。咨询室切实减轻

了学生的升学压力，缓解了学生高考

临考前的“高原反应”，提供给学生适

合自己的学法指导，架起了一座师生

间心灵对话的桥梁。该校还专门针

对高三学生开设了“师生聊天室”。

“聊天室”就设在高三教学楼，学校安

排领导或心理学专（兼）职教师轮流

坐班。教师们在仔细倾听学生的提

问后，针对学生心中存在的困惑与焦

虑，充分利用教育学与心理学的相关

知识，或耐心细致地解答，或循循善

诱解开学生的心结。

走在立德树人的大路上走在立德树人的大路上
——写在浙江省浦江中学庆祝建校80周年之前

浦江中学2019年学校运动会入场式。

陈建浦校长与学生一起徒步拉练。

2019年5月，校合唱团参加金
华市中小学生艺术节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