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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建立德育为先的社会实践课德育

系统工程，打造追求卓越的师生“精神

特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激发学生

的内动力和创造力，为校内不同的学

生提供不同的发展条件……11 月

14—15日，在聚焦“新时代中学育人模

式改革”的第四届“全国中学校长招宝

山大讲堂”上，吴国平、王俊成、郗会锁

等全国知名校长分享了他们眼中好的

育人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和学校育人变

革的实践探索。

“到2022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育人体系进一步完善，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进一步落实。”说起《指导意

见》提出的总目标，教育部中学校长培

训中心主任代蕊华认为，现阶段中学

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对育人模

式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学校竞争力
“让会飞的动物飞得更高，让会游

的动物游得更快，让会跑的动物跑得

更稳健。”

这，是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对马

云在2019国际校长联盟大会上发出

的“一所学校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动物

园，而不是养鸡场”观点的实践解读。

为此，镇海中学着力创设和搭建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各种平台：鼓励

学生创建并积极参与的近60个学生社

团，实现了学生的个性特长；引导学生

参加各种与“升学无关”的如全国模拟

政协活动、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展示活

动、全国模拟联合国大赛、全国科技创

新大赛等赛事；组织开展各种节日、纪

念日活动和艺术节、汉文化节、数学节

等常态化特色系列活动……学校还着

力构建包含基础类、通识类、拓展类和

特长类的宝塔型课程体系，以满足不

同需求学生的发展需要。

“最好的教育智慧是关注细节，关

注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潜质是每一

位教师的责任。”吴国平称，特别是浙

江新高考改革以后，学校全力保证让

学生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科目，进一步

促进了因材施教的发展。

“当前基础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学

生头脑中缺少问题，缺少创新意识和

创新思维，没有创造力。”致力于探寻

“钱学森之问”的河南省南阳市第一中

学校长杨文普分享了该校的疑探教学

模式——学生疑学生探、学生答学生

评、学生质疑学生辩论、学生编题学生

答题，“我们有20%的考题是学生编

的，甚至高考前的模拟练习都由学生

参与编写”。

“我们不断鼓励学生敢于质疑问

难，标新立异，甚至异想天开；勇于向

课本、教师及其他权威挑战，诱发学生

深入探究，构建自己的知识网络。”杨

文普自豪地介绍，该校每年有200多

名学生荣获国家发明专利；在近3年的

全国中学生学术科技创新大赛中，获

奖人数稳居全国第二……

“教育的本质是激励、唤醒、鼓舞、

点燃，最好的教育是唤醒学生的内在

驱动力。”衡水中学校长郗会锁认为，

在日益注重考核学生在现实环境中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新高考改革

中，素质教育更能提高教学质量和学

生学业水平，“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素

质教育的主阵地就在有笑声、赞美声、

质疑声和辩论声的课堂上”。

在以打造“精神特区”为办学方略

的衡水中学，常年开展着“三省十问”

活动。“我到衡中来做什么，我要做什

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样”的“三

省”，以及“诚实守信了没有，关心集体

了没有，帮助他人了没有，关爱自然了

没有，主动学习了没有”等的学生“十

问”和“尊重学生人格了没有，激励表

扬学生了没有，回应学生问候了没有，

注意学生表现了没有”等的教师“十

问”，让该校师生在持续的自我反思、

自我剖析中，激发前行，追求卓越。

教师竞争力
“要让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发展，

教师首先要有爱、责任、胸襟、反省等

职业意识，以及爱岗敬业、廉洁从教、

团结协作的职业精神。”吴国平对教师

要求的阐述，让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

中心副主任刘莉莉颇为感慨：“吴校长

要求教师每周两晚在办公室等待需要

辅导的学生，可教师们每天都会在那，

这让我很疑惑，直到看到教师们‘五花

八门’的自制工位‘防御工事’才懂了，

这所校园就是师生们共同的家园，也

是学校多元化教师文化的产物。”

“校长的目光在哪里，教师的成

长就在哪里。”诠释刘莉莉这个观点

的，是活动中由校长们推荐的优秀中

学教师课堂教学观摩和成长展示这

一环节。

从1984年美国《时代周刊》4月号

的封面，能获取哪些信息？镇海中学

政治教师丁向华就这样带领学生们一

起“面对经济全球化”。“找找身边和我

们密切相关的经济全球化元素，我国

深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有哪些比较

优势，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意味着什

么，我们能离开美国吗……”课堂上，

丁向华就这样层层推动着学生们的思

考。下课前，他给学生们推荐了美国

记者萨拉·邦焦尔尼的著作《离开中国

制造的一年》。

碰到有才华但个性极强，甚至“嚣

张”的学生怎么办？有着26年教龄的

北京八中语文教师郭怡说：“我用情怀

去感染他（她），用文学去亲近他

（她）。”她认为，一个充满生活情趣、热

爱生活的教师能耐心地等待学生的

“花开”。

“教师不仅要教好教材，更要读懂

读透读活教材，甚至对教材知识进行

重组、重构，让教材变为适合学生的学

材。”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学生物教师

张志强认为，创造性开发教材的教师，

关注的是生物学科素养，是学生的科

学探究方法、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

“这才是教育本质的回归”。

“要‘教’给学生一生都能用得上

的素养，让我一直对自己的课堂有着

强烈的敬畏感。”令教龄近30年的辽宁

省东北育才学校地理教师崔凤春最自

豪的是，他的学生几乎人人都会手绘

中国地图，“他们，或者将地图绘制在

守卫国土的岗位上，或者放在心里奋

斗在异国他乡……”

“育人要先育己。教师应该不断

挑战自己不擅长的领域。”曾获得全国

青年教师优质课一等奖的广东省深圳

中学数学教师董正林最近正在学习用

数学软件解决实际问题。“学数学有什

么用？提升的是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董正林认为，任何学

科教育最高的境界，都是对学生人格、

价值观的培养。

学生竞争力
“高中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包括创

新思维、人文情怀与人格健全、实验能

力与实践精神、运动习惯与运动技能、

审美情趣与美的表达能力、劳动习惯

与能力。”对于新时代的高中育人目

标，刘莉莉这样解读。

那么，在不同办学内在诉求和定

位的学校，校长们眼中的学生竞争力

都会是什么，学校又是怎么做的？

“自律——自主学习的能力——

有知识，会学习；自觉——坚强的意志

品质——有学识，善创造；自信——高

阶创新思维——有见识，能创新；自由

——社会责任担当——有胆识，敢担

当。”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

豪介绍，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相关

能力，该校在原有的学术型高中多样

化课程体系基础上，新增了体育模块、

美育模块、劳育模块的课程改革。

为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北京八中

在2010年创办了素质班。“素质班学

生每学期只有一次考试，享有优质、高

效，以创新为重点的课程体系和教学

体系，但对他们作用最大的是社会实

践课德育系统工程和自然体育课体育

系统工程。”校长王俊成介绍，每学期，

素质班的学生都要在祖国山河、红色

基地、高新技术基地、扶贫游学等的游

历、研究中，立志趣，感知社会，心怀家

国；每星期花半天时间到大自然中开

展远足、爬山、游泳、跳水、滑冰、划船、

自行车旅行等丰富的体育活动，养成

良好的运动习惯，实现坚毅品格的养

成，激发求知欲和挑战欲。“学校图书

馆的数据显示，每学期借书最多的，是

素质班的学生。”王俊成说。

“现阶段高度统一的课程体系与

评价制度、统一的考试评价制度、严格

规范化的管理与学习样态等让学生缺

乏持续学习的兴趣与愿望，缺乏合作

精神、动手操作等实践能力。”刘莉莉

认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是学校把

“人”丢弃了，满眼的是分数，是拿奖，

是赢。学术表现差（2015年的数据为

57.56%），是留美中国学生被开除的主

要原因。

“关注学科发展，提升学科素养与

育人智慧，需要校长们智慧地调动教

师们的集体智慧。”刘莉莉说。

□程 海

去年 8 月，我踏上了阿克苏这块

热土，挂职阿克苏市教师进修学校副

校长，兼任阿克苏市第十五中学小学

部一个班级的语文教学。

创办于 2017 年 8 月的阿克苏十

五中，2017 学年就在整个南疆四地、

州教学质量监测中获得第一名的好

成绩。但这所学校毕竟创办才一年，

各项管理工作还处在起步和规范阶

段，软实力亟待加强，学校教师个个

敬业负责、素质优良，然而教学理念

却并不新，课堂习惯讲授，学生参与

度不高，作业偏多。

在这样的学校要“援”什么呢？有

着近20年教龄的我，深知培育学生素

养首先要变革自己的课堂。但如果只

是单纯地告诉当地教师，语文的核心

素养包括语言的建构运用、思维的发

展提升、审美的鉴赏创造和文化的理

解传承等，对他们而言没有任何意义。

那么，“怎么援”呢？我的答案是

——先做好本职工作，把自己的课堂

搞活。我和学校领导、教师交流沟通

后，确立了“立足一个班级、示范一门

学科、引领一个年级、带动一所学校”

的工作思路，以此打开整个学校乃至

全市的学科教研局面。

“语文课应该是学生表达的舞台。”我认真备课，

静心研读教材，用新鲜丰富的资料充实课内学习，带

着学生看世界。如在执教《二十年后的家乡》写作指

导课时，我和学生一起发现近年来新疆经济社会取

得的巨大成就，激发学生畅想和描绘家乡蓝图。为

了改变学生在学习上的一些被动状态，在课堂上，我

常常留白让学生探究，定期召开班级读书会带领学

生诵读经典，鼓励学生积极表达，从男、女生发言对

抗到小组辩论赛……就这样，一粒粒语言学习的种

子润物无声地播撒在了学生心中。

当然，要在短期内让学生有所改变，成为课堂的

小主人，我拿出了自己的“四件法宝”。

第一件法宝是“语文积分制”。上课发言一次

加 1 分，特别精彩的发言加 2 分；作业得到优的加 1

分，优+的加 2 分，有错误但认真订正的加 0.5 分。

每周评比一次，获得前十名的可以转动幸运转盘，

领取一份奖品。学生为了排行榜上的积分，都铆足

了劲，学习热情满满。

第二件法宝是“我的小奖状”。小奖状有“小书法

家”“故事大王”“发言能手”等，凡是获得小奖状的学

生，家长或教师可以满足他们一个小小的愿望。学生

得到小奖状，个个如获至宝，眼睛里闪闪发光。

第三件法宝是“作业免免免”。凡是一周之内

作业保持优秀的或是课堂表现优异的学生，都可以

申请一次免写作业。免写作业大大调动了学生的

学习积极性，无论是作业质量还是课堂效率，都有

大幅度的提升。

第四件法宝是“我是小老师”。我鼓励学生走上

讲台当小老师：每天的课前演讲、作业讲解、好书推

荐环节，至少有一名学生上台；平时讲评练习卷，也

让学生当小老师，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

仅仅两个多月的锻炼，学生就发生了明显的变

化：不仅敢说了，而且会说了，爱说了。课堂上，他们

争先恐后表达自己对课文的理解和感悟，渐渐变得

自信，探究世界的兴趣浓了，与教师走得近了。班上

一位学生家长在微信里给我留言：“我发现您的小妙

招对孩子非常管用，现在她爱上了语文课，觉得语文

挺好学的……”

走近产生温暖，互鉴让路清晰。作为援疆教师

的杭州副领队，我的任务不光是带好一个班，撬动一

门学科，还必须引领好一个团队，带动一个区域的教

育及管理创新。去年9月，我组织开展“青蓝工程”师

徒结对活动，深入到教研组，与9名当地教师结成师

徒，肩负起学校语文组、市小语工作室的传帮带工

作。我倡导所有援疆教师敞开教室大门，欢迎当地

教师前来听课，并倾囊相授。去年10月起，我在全市

教研活动中多次展示示范课，开设了“学会说课、评

课”等专题讲座。

为了培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集体备课、

反思互动、案例评析、定向研讨，从示范课教学、课题

研究、班级管理到中高考研究等各项工作交流，我和

杭州的支教教师们将最前沿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与当地教师共享。

今年，阿克苏还确立了“构建课堂教学模式，重点

打造青年教师”的教研思路，逐步建构起课堂、课题、

教研“三位一体”的校本研训方式。每次组织活动，我

们都努力实现三结合，即授课示范与课后说课相结

合，交流互动与专业评课相结合，现场质疑和微型讲

座相结合。在全市10个支教小组的示范引领带动下，

一个学期下来，当地教师的课堂悄然发生了改变，青

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让我非常欣慰的是，他们不光

爱上了磨课，而且开始写论文、做课题了……

（作者系杭州市翠
苑第二小学副校长，现
担任杭州援疆支教团副
团长、挂职阿克苏市教
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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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龚琴娟

在义乌，劳动教育是一项长期坚

持的综合性工程。22年前，义乌开始

有计划地对学生开展劳动教育，如今

已形成劳动教育的“家校社”合力，初

步实现“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的育人格局。

学校为主导——课程化
课程化设置、社团化实施，是义乌

各校全面推进劳动教育的基本做法。

近日，义乌市义亭中学“天工开物”

工作室的师生正在加紧调试水中漂浮

物打捞机。因为觉得打捞学校水塘里

的落叶是件麻烦事，再联想到很多湖面

的塑料袋等漂浮物的清理问题，该校师

生决定应用物理、技术、工程等学科知

识，研发、创造水中漂浮物打捞机。“我

们更多地是致力于用科学指导劳动技

术的创新。”该校负责人表示。

东河小学有多个基于田园教育的

学生社团，开设了孵小鸡、无土栽培等

诸多深受学生欢迎的劳动教育课程。

每到周五下午的两节田园社团课，学

生们就在多肉种植区、小神农本草园、

开心菜园、百果园、园艺吧等基地开展

活动。不仅如此，学生们还在田园文

学、田园影像等模块的学习及田园节、

丰收节的活动中，传承劳动精神，体验

农耕文化。

自去年“双十一”以来，宾王幼儿园

大班的小朋友承包了园内的快递派送

工作。一个班35个小朋友，每周7人一

组，轮流上岗。为了顺利完成送快递工

作，小朋友们牢记教室分布，手绘校园

布局图，主动认字，相互合作。

义乌市教育研修院综合实践教研

员斯文辉介绍，如今义乌市综合实践

精品课程中有40%左右涉及劳动类。

对劳动实践、劳动技术的课程化研究，

已成为很多义乌教师的自觉行为。

家庭为主体——实践化
以家庭为主阵地开展劳动教育实

践，是义乌市宗泽小学的一贯做法。

学校自主开发的家庭实践课程包含12

个实践项目，其中的“生活家园”包括

个人卫生、家务劳动、生活技能等基础

性劳动，“创意工坊”包括果蔬造型、旧

物改造、科技制作和创意美工等创造

性劳动，“爱心公社”包括环境保护、爱

心捐助等公益性劳动。学生们参与劳

动的情况，家长们都会记录在人手一

册的《家庭实践课程活动手册》中，还

通过微信朋友圈、班级微信群等平台

分享视频或图片。每周，每个班级还

会组织一次家庭实践成果展示活动。

亲子劳动，是义乌幼儿园推动家庭

重视劳动教育的重要手段。大陈镇中

心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家长的陪伴下学

插秧，宾王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家长的带

领下学做寿司，东洲第一幼儿园的小朋

友和家长一起制作“挖掘机”……

社会协同合作——基地化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义乌的劳

动教育基地如星星之火遍布城乡，目

前已形成以“市劳动基地+校园农

场+研学基地”为主的劳动实践基地

新格局。

22年前，义乌市建成了占地近50

亩的毛店劳动基地。基地涵盖了茶

园、毛竹园、食用笋园、果园和可耕种

的土地，供全市初中生入住体验。学

生在这里种植、采茶、收割等，参观农

展馆，自己包馄饨、煮馄饨等，还帮助

周边农村搞卫生。

随着劳动教育日益得到政府、家

长的理解和支持，“校园农场”成为该

市新建学校的“标配”。幸福湖小学是

一座新建于2017年的农村学校。学

校附近的10亩实践园就是当地政府

额外划拨的。实践园里种了200多棵

樱花树，樱花树间开出30多垄地用于

种植。除了每周一下午的劳动社团

课，每天傍晚和周末时间，很多家长都

会带着孩子一起来打理农场。像这样

让学生自由耕作的校园农场，在义乌

各小学、幼儿园共有40多个。

近年来，研学基地成为校外劳动

基地的重要补充。中小学生们会在

研学基地学习现代农业生产技术下

的海鲜菇生产流程，在职教基地体验

洗车、点钞、茶艺等专业技能……该

市首批9个研学基地中，3个涉及劳

动实践类。

劳动教育的“家校社”义乌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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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新出台的《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普通高中改革与发展会产生哪些重要影
响？近日，来自北京市第八中学、河北省衡水中学、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等全国各地500多所高中学校的校长齐聚镇海中学，论道——

高中育人模式变革中

什么是校长眼中“经久不衰”的核心竞争力

关关注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