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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开启学校发展新模式
■河南省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 薛志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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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省是学生对自己生活经验的整理、反
思与丰富。暮省，重点在‘省’，不在‘暮’。
如，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 12年坚持‘天天成长
课’……”作为“天天成长课”的研发者和讲述
者，听着朱永新教授在新教育实验第 20届研
讨会上对我校“天天成长课”的评价，回想起自
己跟随学校一起，因结缘新教育而走过的 12
年历程，不由心生感慨。2008年，我来到修武
县第二实验中学任教，在校长薛志芳带领下参
加新教育实验后，我的教育人生由此拉开了新
的帷幕。通过 12年不间断的读书和写作，我
也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和感悟新教育的意义。

专业阅读，走向精神的丰盈

记得刚进校时，薛志芳校长推荐给我的
第一本书是《心平气和的一年级》。我被书中
有趣的教学方法吸引，便开始在教学实践中
模仿：和淘气的学生心平气和地谈话，和学生
一起欣赏经典名曲，每周坚持写“致家长的一
封信”……

享受到阅读带来的快乐，我不再满足于
“每天一语”和教师共读的“每周一文”等零碎
式阅读，也不满足于校长每学期赠送给全体
教师共读的一本书，开启了大规模阅读：朱永
新的《致教师》使我明白教师“是一份职业，更
是一份志业”，雷夫·艾斯奎斯的《第 56号教室
的奇迹》提醒我要把教室打造成孩子们躲避
暴风雨的天堂，古典的《跃迁》告诉我如何借
助资源实现跨越式成长，简·尼尔森的《正面
管教》则使我明白怎样用正面的和善而坚定
的信念教育孩子……我沉浸在阅读带来的感
悟中，乐此不疲。

2009年春天，我加入学校组织的“四棵柳”
读书沙龙，和书友一起读《美的历程》《教学勇
气》《幻想即现实》等美学、哲学、心理学书籍，
我的阅读也由此向更深处迈进。现在，每年近
百本书的阅读，不断地丰盈着我的精神生命，
让我的人生不再单薄。

专业写作，享受生命的拔节

“如果说阅读是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行的话，那么写作则是站在自
己的肩膀上攀升。”我的第一次真刀实枪的写作，是初来学校熬了两个晚
上写出来的《书香伴随我成长》。亲手“打造”的文章获得市级一等奖后，
写作不再令我望而生畏。

2010年，学校在“校讯通”网站开通博客圈，我的写作逐渐日常化。
由最初必交的每月“成长”案例、读后感、项目组计划和总结，到后来每天
主动记录班级小故事、教学小反思、阅读小感悟等，一篇篇教育随笔充实
着我的生活，也见证着我的成长。

2014年《中学学校仪式设计 16例》一书中《自我成长仪式》的编写 ，
2017年省级二等奖成果《“天天成长课”的课程开发与研究》的参与研究，
2020年《教育》杂志上《挺进教育的开阔地》一文的发表……我在专业写
作中享受着生命拔节的幸福。

专业实践，提升教育生活品质

刚开始，我的课堂上有时会出现目标模糊、效率低下的现象，在学校
组织三度共读《理想课堂的三重境界》一书后，“有效教学框架”三类目标
的精准制订让我的课堂目标更加清晰，左手教右手学的板块设计让我更
加关注学生的课堂反应，学习清单的制定则让课堂更加高效。每天和学
生用诗歌开启新一天的晨诵课、下午一起徜徉在书海中的阅读课、每周
升旗仪式后的国旗下经典诵读……一系列研修课程的研发持续改变着
我和学生们的教育生活。

作为班主任，当我看到 50多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坐在教室里，我期待
着这个教室能拥有故事、拥有美好、拥有神奇，而这需要共同的文化去凝
聚。在新教育实验的指引下，我们的班级文化应运而生了。从组织孩子
们策划班名、班徽、班歌、班级愿景，到和孩子们一起确定“天天成长课”

“家校共育”活动主题，再到和孩子共写班级故事，和家长共写教育日记，
我们共同打造了属于我们的“完美教室”。孩子们的中学生活也更加丰
盈，生命更加润泽。

一路走来，我从书籍中汲取智慧，在团队中获取力量，我由原来的拘
谨，到登上县进修学校的讲台分享班级管理经验，再到走进焦作市人民
中学礼堂与专家交流学校的特色课程研发，直到 2020年暑期在“新教育
萤火虫之夏（2020）”讲述《用课程编织美好校园生活》……我坚定地前行
在新教育实验的道路上，不断成长，不断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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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前往参观考察人次前往参观考察，，校长薛志芳获评新教育实验智慧校长校长薛志芳获评新教育实验智慧校长、“、“20192019新教育实验年度人物新教育实验年度人物””提名奖提名奖、、河南省特级教师河南省特级教师、、河南省中小学名校长河南省中小学名校长。。本期本期““教育叙事教育叙事””栏目刊发由该校校长栏目刊发由该校校长、、教师讲述的教师讲述的
新教育故事新教育故事，，以期为开展新教育实验以期为开展新教育实验、、推动学校发展推动学校发展、、实现个人成长带来新的启示实现个人成长带来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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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课堂”伴我成长
■河南省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 刘小棉

2020年 11月 25日，借助“新教育种子
学校”网络平台，我以《构筑理想课堂蓬勃
师生生命》为题，向 500多名校长和新教育
同仁介绍了我校在理想课堂建设方面所做
的一些探索。在构筑理想课堂的过程中，
我们也与学生一路同行，一路成长。

坚定不移探新路

2008年，我从外校观摩学习回来后，依
葫芦画瓢地率先开始进行课堂改革，但孤
军奋战的我连连碰壁。2009年春，在薛志
芳校长的带领下，我校加入新教育实验，开
始全面构建理想课堂。经过反复实践探
索，我们创建了“学生自主达标课堂”教学
模式。课堂教学的基本环节为自主学习、
合作交流、成果展示、反馈矫正、达标检测。
这样的模式，使教师成为学生和知识之间
的桥梁，教师也能和学生一起探索奥秘，实
现教学相长。

构建理想课堂，首先要落实有效教学框
架。我们从细化教案设计做起，将教学目标
分为基础类目标、核心类目标、延展性目标。
三类目标的细化，使教师能够更好地把握课
堂教学的任务与方向。增设“预习作业”栏
目，定向预习，让教学不再毫无准备地从

“零”开始。将教案分为“教师的教学板块”
和“学生个体活动清单”两部分，让教师不仅
思考自己的“教”，更关注学生的“学”。

“学习清单”是理想课堂中引导学生自
主学习的重要载体。我们将清单内容分为
学习目标清单、自主学习清单、互助学习清
单和达标检测清单四部分。为了让清单结

构更合理、逻辑更严谨，我们对清单的研制
流程提出了“备课组长分工——教师个人研
制——形成电子清单——集体研讨定
稿——课后修订完善——提交学校保存”的
流程要求。这样的流程既激发了教师个体
的智慧，又发挥了团队的力量，也让理想课
堂迈开了坚实的第一步。

抓住关键促成长

理想的课堂源自“理想”的教师。为了
让教师保持丰富的生命能量，拥有蓬勃的
生命状态，我们创造条件组织教师外出学
习，从浙江杭州萧山到河北石家庄桥西，从
山东诸城到四川成都，大江南北都留下了
我校教师学习的足迹。从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建议》到干国祥的《理想课堂的
三重境界》，从陈大伟的《怎样观课议课》到
王红顺的《高效课堂技术解码》，我们坚持
推动教师专业阅读，汲取先进教育理念。
每周组织教师进行主题研讨，探索教学实
操策略。这些活动让我们充满专业自信，
让我们的课堂充满生命活力。

理想课堂还应该最大限度地激发每
个学生的潜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每个学生
的价值。为此我们制定了《学生学习常
规》，对理想课堂上学生展示时的站姿、语
言、书写等各方面进行细致指导。七年级
学生入校之初，每班挑选 5名学生，由学校
统一进行“学习主持人”专题培训；再由这
些学生对班级其他学生进行培训，班级任
课教师入班指导。这样由点到面的全员
培训，使所有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全面提

升，理想课堂成为学生展示生命成长的重
要舞台。

拓展创新再出发

构筑理想课堂是一个不断向前开拓
和创新的过程。2018年秋，我们以新教育
理想课堂“六度”和“三境界”理念为依据，
研制出《三类目标设计评价表》《教学板块
设计评价表》《有效性提问评价表》《学生
活动评价表》等一系列课堂教学评价量
表。这些评价量表在观课议课中得到有
效运用，引导教师对课堂进行专业研讨，
推进理想课堂的深度构建。我们教师的
教学设计能力在一次次观课议课中得到
锻炼与提升，“六维度”和“三境界”也如经
线和纬线一样编织出充满活力、情趣与智
慧的理想课堂。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理想课堂也应该
折射出社会变革的趋势。2019年春，我校
尝试将“构建理想课堂”由文化课推广到
体音美微课。课堂内，教师要确定精准的
三类目标和具体的学生个体活动清单。
课余时，教师要发挥专业特长，研发特色
课程。音乐组的《青春音乐秀》、美术组的
《衍纸艺术》、体育组的《运动之美》、信息
组的《电影课程》等相继推出，各类充满趣
味的课程百花齐放。“理想课堂”构筑，不
仅开阔了学生视野，更让每一位学生的生
命蓬勃绽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们一直行走在构筑、打磨理想课堂的路
上，我们也将跟随“理想课堂”一起成长！

一门发掘美、创造美、描绘美的课
■河南省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 郭伟明

“班徽，是班级的图腾、班级的象征
物。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有一间名叫‘竹
节轩’的农村教室，在向全班同学征集班
徽的过程中，刘浩楠同学设计的班徽得到
一致认同。图案的下方是两段蓬勃生长
的竹节，和班名‘竹节轩’相呼应。中间竹
叶状的图形，像镰刀，又像号角，像冲浪的
风帆，又像挥舞的翅膀。而图案上方那一
团跳动的火焰，象征着一颗积极进取的
心。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
符号，但对于‘竹节轩’班的孩子们来说，
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体现着一个班级精神
生命的走向，是由师生亲身经历、共同创
造的。而对刘浩轩同学来说，更是会成为
一辈子的记忆。”这是朱永新教授在新教
育第 12届年会上对我校“竹节轩”的班徽
设计作出的评价。

班徽的设计是我校校本课程“美术笔
记”的成果。课程的研发灵感来源于学生
们在“摘抄本”上自由随意地写写画画。这
一课程旨在教会学生用美术的眼光看世
界，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生活，抒发情
感，实现生活化、人文化的美术教育。课程
不仅符合中学生的年龄特点，而且融合了
很多新教育课程“读写绘”的理念。

美术笔记因其图文并茂的优势，在各个
方面都大有用武之地。与阅读课程相结
合，学生们为名著插图，更深刻地理解作

品，感受名著魅力；为描写四季的诗歌、散
文作画，学生能跨越春夏秋冬，感受诗文之
美，体验四季变化；以传统节日为主题，学
生收集有关的民俗文化、诗词歌赋，用美术
笔记的形式表现出来；此外，学生还可以为
自己的日记、作文、读后感等配画，随时随
地记录感受。

卓越的课程来自有效的课程实施。我
们从学生认知规律和美术课程教学特点出
发，确立美术笔记课程的教学模式：首先是
体验文本，激发情感。美术笔记要结合文
本，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表现情感。我们在
课前导入文本，让学生自主预习，体验情
感，激发创作欲望。其次是认识新知，明确
方法。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带领学生落实
课标内容，学习美术技能技法。第三是合
作交流，放飞想象。合作交流有两种形式，
一是同桌交流，二是小组讨论。通过合作
交流，集思广益，拓展思路，学生在轻松愉
快的氛围中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学习。第
四是动手实践，完成创作。这是美术笔记
课程最重要的环节，有了构思创意，学生就
会产生强烈的创作欲望，在优美的音乐伴
随下进行创作，自然成为一种享受。最后
是展示评价，体验真情。学生自由展示自
己的作品，通过自评、互评、教师点评，拓宽
思路，锻炼能力，提高审美水平。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美化生活。我们

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美术活动，来激发学
生创作美术笔记的兴趣，提升学生发现美、
欣赏美、鉴别美、创造美的素养。每学期，
我们都以班级为单位，举办美术笔记精品
作业展。“作业展”设立个人奖和优秀团体
奖，布展和评比全程由学生参与。经过精
选的美术笔记统一装裱后悬挂在教学楼的
楼梯走廊上，不仅美化了楼道，也增加了学
校的文化内涵，成为一道特殊的文化风景
线。我们将美术与其他学科结合，面向全
体学生征集主题手抄报作品，还让学生设
计、布置教室，设计班徽，设计自己的名字，
出班级墙报，美化学习园地等。美术不仅
仅停留在课堂上，更是融入了学生的生
活中。

我们的课程记录了学生的成长轨迹，也
见证着学生美学素养的提升。学生在课程
中收获良多，我们的课程设计也越来越成
熟。美术笔记课程在 2012年获得河南省焦
作市教科研成果二等奖，2013年在焦作市
校本课程开发现场会上得到隆重推荐，
2014年，《校本课程——美术笔记的开发和
研究》获得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课题立项批准，2016年获河南省教育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发掘美、欣赏美、创
造美，让美术成为最日常的生活方式和生
命形态，是老师们的共同目标，也是美术笔
记课程永远的追求。

河南省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成立于
2008年 7月。建校之初，我们的愿望就是
远离庸常、无意义的教育生活，创建一所
全体师生有共同愿景和共同价值追求，始
终充盈着生机与活力的学校。在与新教
育并肩同行中，我们始终在高速奔跑、超
越自我，坚定地走在践行新教育理念和目
标的道路上。

新教育打开新天地

我始终坚定地认为，新教育是我们教
育迭代、学校升级的一大“增量”。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们不能一味抱怨和等待，而
是要拿出更好的教育理念及成果。新教
育能给我们提供丰富而具有品质的“增
量”，带领我们走上创造新“增量”的道路。

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正是为实
现一种更加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提供了
具体实践的路径。例如“构建理想课
堂”，不只停留在追求教学效率的单一层
面，而是在知识、生活乃至生命等更多维

度、更高层阶来研究和创制教与学；“研
发卓越课程”，师生们在极具创意、趣味
和知识性的课程中成长得更加卓越；“缔
造完美教室”，不同于过去僵化的班级管
理模式，它将文化的基因嵌入师生生命
中；还有“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
笔”“聆听窗外声音”等。这些项目改变
了一个学校的教育生态，通过具体的实
践，就足以改变一个学生或教师的生命
状态，乃至改变一所学校或区域的教育
品质。

践行新教育是一种自我突破，它能让
我们跳出所拥有的狭小天地和所持守的
陈旧观念；践行新教育更是一种自我超
越，在不断更新和改变的同时，每个人都
会成为更好的自己。

新教育创生新路径

秉持着新教育的核心理念，十多年
来，我们在学校建设中经历了艰难而幸福
的历程。从一门课程——“天天成长课”

的研发，到一种模式——“学生自主达标
课堂”的打造，再到“阅读课”“海棠诗会”

“‘四棵柳’读书沙龙”“相约第五节”“成长
的仪式”“家校链接”等校本特色课程的开
发和实施，一直到如今“理想课堂”“课程
开发”“教师专业发展”“校园新生活”“学
生新评价”“校园新文化”“家校合作共育”

“缔造完美教室”等 8大项目组、28个子项
目的整体推进……我们始终竭尽全力，并
在关键项目上持续发力，深耕细作。

周一早晨，全校师生开展“国旗下经
典诵读”，用诗歌开启一周的生活，各班则
用每周两次的“晨诵课”，在诗歌中开启新
一天；在“完美教室”里，孩子们的课堂是
我们研发“理想课堂”的一种教学模
式——“学生自主达标课堂”；大课间时
段，体育教研组开发了“兔子舞”“跑跑操”

“太极拳”等运动课程；午后的课间休息，
英语教研组精心准备了“每周一支英文
歌”；下午第 5节是学校雷打不动的“阅读
课”；还有隔周一次的“电影课程”“青春音

乐秀”，每月一次的“名家有约”……因为
这些极具个性的课程，校园内充满生机与
活力，师生们也破茧化蝶。

新教育实现新成长

新教育实验以教师成长为逻辑起点。
在新教育理念的启示下，我们始终关注教
师的专业发展和生命成长，开展多种学习
活动，为教师的自我超越和进步提供更多
可能。

一是狠抓阅读提升，这是最经济的
成长方式。我们针对教师开展“每日一
语”“每周一文”“每期一书”等“三个一”
阅读工程，带领教师在阅读中联系自身，
收获启迪；二是狠抓写作反思，这是最个
人化的成长方式。我们利用网络平台，
采取多种形式，鼓励教师们多书写、勤反
思；三是狠抓课题研究，这是最规范的成
长方式。我们强调，课题研究必须要为
课堂内容、课程设计以及学生成长服务；
四是狠抓校本培训，这是最实惠的成长

方式。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
教师在学习的同时还可以现场交流，面
对面互动；五是组织外出学习，这是最直
观的成长方式。每一次外出学习交流，
都开阔了眼界，也让我们的理念和思维
得到拓展；六是做好“共同体”，这是最智
慧的成长方式。在好的共同体中，每个
人都能获得进步，用朱永新老师的话说，
这是“站在集体的肩膀上飞翔”；七是狠
抓听课研课，这是最高效的成长方式。
只需走进隔壁的课堂，就能在其他教师
的授课过程中收获新的启发；八是狠抓
课程开发，这是最幸福的成长方式。课
程研发最终触及的一定是我们的胸怀和
灵魂，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在不断坚定着
教育工作者的信念和职责。

生命有多种姿态，而我们选择向上生
长。新教育开启了新的生命形态，让每个
个体都在教育中熠熠生光。在岁月的洗
礼下，新教育的种子会让每个丰富独特的
生命发芽开花。

教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