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写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教育局 马如海 张兴良

2017年春天，榆中教育与新教育
相遇，新教育为榆中教育发展注入了
新的生机与活力。

聆听窗外声音，
推广教育新理念

2017年 3月到 10月，榆中遴选 550
名校长和骨干教师分批次赴江苏海
门、河南焦作培训学习，聆听了许新
海、李镇西等专家的报告及全国新教
育榜样教师的成长故事，实地考察了
当地的新教育实验学校。同年暑假，
焦作市新教育实验研究室专家赴榆中
为我县教师深入剖析新教育理念，榜
样校长、榜样教师等讲述了他们在新
教育实验中的幸福故事。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榆
中紧跟新教育云课程步伐，组织全县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参加“新教育在银
河”“飓风的新教育教室”“新网师云大
学公益课堂”“‘新时代 新德育’全国
新教育实验线上开放周”“种子教师研
训营”等线上项目培训学习，为项目实
验深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

营造书香校园，
构筑教育新生态

在榆中，各级各类学校规模差距
很大，有的学校有 2000多名学生，有的
偏远教学点仅有一两个学生。针对这

一现状，榆中选择以“营造书香校园”
为切入点，逐步开展“十大行动”。

从读书笔记到阅读银行，从读书
交流到阅读课程，从单篇阅读到整本
书阅读，从师生共读到亲子共读，师生
的阅读体验越来越幸福。川区学校与
县城学校都构建了系列晨诵课程，山
区部分学校虽然没有系列的晨诵课
程，但老师们克服困难，通过线上线下
各种资源寻找适合学生诵读的诗歌，
开启学生美好的一天。一年四季，教
学点的早晨书声琅琅。“晨诵、午读、暮
省”已成为师生的生活方式。

培养种子教师，
唤醒教育新活力

榆中积极探索建立县、乡、校三
级种子教师培养模式，在开展每月研
读一本教育专著、每周写一篇教育随
笔、每月完成一篇生命叙事、每学期
承担一次公开教学、每学年研发一项
卓越课程“五个一”活动的同时，组
织种子教师培养对象参加外出学习、
读书交流会、理想课堂汇报课、生命
叙事大赛等丰富多样的培训引领
活动。

自开展新教育实验以来，我县共
考核认定了 64名县级种子教师、120余
名乡级种子教师、200余名校级种子教
师。三级种子教师的培养认定，为新

教育实验储备了人才，培植了骨干，树
立了榜样。

完善评价体系，
增强教育新动力

“底线+榜样”是新教育管理的铁
律。根据学校数量多、分布广、办学条
件参差不齐、师资水平差异大等实际
情况，榆中研究制定了《榆中县新教育
实验底线标准》，完善了新教育评价体
系，形成了完善的新教育实验书香校
园、榜样校长、榜样教师、完美教室、卓
越课程五大评选机制，用榜样激励新
的榜样，以故事引发新的故事，以幸福
激励更多的幸福。几年来，我县已评
选出 20个书香校园、25名榜样校长、36
名榜样教师、36个完美教室、20个卓越
课程。

榆中已将新教育实验底线标准纳
入教师年度考核、学校绩效评价等常
规评价体系中，新教育元素正在逐步
渗透到学校常规管理的方方面面，不
断完善的评价机制推动榆中新教育逐
渐走向深入。

朝向幸福完整，
开创教育新天地

榆中坚持以“过一种幸福完整的
教育生活”为目标，不断激扬生命。和
平中学的“白杨班”师生一起执着于读

写课程体系建设，数年如一日，30余万
字的教师生命叙事和一本本学生读书
笔记，见证着他们共同成长的足迹。
甘草小学“学诗班”的孩子们沉浸在诵
诗、唱诗、绘诗、写诗的诗韵文化中，陶
冶性情，滋养生命。周前学校的“扬帆
远航班”，以“亲子共读”为抓手，常年
以线上“日有所诵”“家庭读书分享会”
为载体，持续推进亲子共读，让家长走
进了孩子心灵，营造了和谐健康的家
校共育新模式。小康营中学的“诗文
雅会”课程，由班级延伸到校园，10余
名教师和近千名学生沉浸其中，近百
篇作品在省市级报刊发表，30余篇作
品获省市大奖。打磨沟小学“荷韵班”
教师守护着一群留守儿童，师生共读
共写共生活。感人肺腑的生命叙事
里，跳动着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命火焰，
流淌着浓浓师爱，教室温度满满。孙
家岔教学点的老师们，面对仅有的几
名学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让身处
大山深处的孩子，享受着生命成长的
幸福。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千帆竞发，
勇进者胜。榆中的老师、学生和家长
行走在新教育实验的征程上，一个个
书香校园、一间间完美教室、一棵棵生
命幼芽，演绎着一个个精彩的生命故
事，在不断朝向幸福完整的新教育征
程上阔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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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我被选拔到
县城新建的博雅小学任校
长。当时的我已是知天命
之年，虽此前先后担任副校
长、校长十几年，但担任一
所新建校的校长还真颇感
压力。但在这所学校与新
教育“相遇”后我无比庆幸，
是新教育给了我坚定的信
念和无穷的力量。

2017年下半年，新校
园迎来了 6个年级、36个
班级的 1600多名学生。全
新的学校、全新的教师团
队，新建校没有任何文化
和制度的积淀、没有任何
的传承可循……一系列问
题和困难摆在我面前，如
何把博雅小学办成一所有
品质有内涵的现代化学校
成了我日思夜想、彻夜难
眠的心头大事。

凭借着曾经的管理经
验和实践行动，我和所有教
师反复商议，达成了“儿童
即可能，教育贵唤醒”这个
理念共识。如何把这个理
念落实到教育教学的实践
中呢？这时新教育走进了
榆中教育，新教育倡导的十
大行动和博雅倡导的教育
理念不谋而合，这让我更加
坚信了自己的办学方向和
奋斗目标。

5年时间里，我和我的
团队共同创造了一间又一
间完美教室，书写了一个又
一个生命传奇。学校副校
长陶武花感慨地说过这样
一段话：“校长，您强调的很
多理念和做法，一开始我们
就觉得只是纸上写写而已，
什么课程的多元化，什么整
本书阅读，一系列说法和理
念就像是说天书一样，现实
中很难做到。现在我们在
落实新教育十大行动的过
程中，真正感受到了博雅确
实在朝着您所规划和设计
的方向发展，平凡的我们竟
然也能做很多对孩子成长
有益的甚至是意想不到的
课程和教育。”

现在每每看到博雅师生精彩纷呈的表现时，
我总是会想起曾经的一些“难堪”画面：学校安排
的晨诵午读时间，有些教师让学生将书平摊在桌
子上用障眼法来糊弄，学生却依然在写作业；安
排的读书交流会，有些教研组让老师摆个样子拍
拍照来应付；安排的亲子读书会，一些班级让家
长把孩子领到教室里走一遭了事。有家长曾在
家长会上抱怨：“孩子上个学真费劲，什么家风家
规交流，什么家庭教育大讲堂，还要我们成立家
庭教育读书会，开展亲子共读共写，孩子上学我
们也要跟着学习。”有老师曾在讨论时埋怨：“我
们新来的这些学生连课文都读不通，生字都不会
写，课本上的知识都学不会，哪有什么时间进行
整本书阅读？”

而今，师生和家长的观念在新教育行动的引
领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听到参观学校的
各级同行一次次夸赞孩子们拥有良好的状态和
精气神时，听到校园小志愿者每一次精彩的讲解
时，看到孩子们养成桌椅摆放整齐的习惯时，看
到孩子们在每周的各种校本选修课程中兴致勃
勃地享受兴趣熏陶时，听着老师们每学期深情讲
述教育故事时……我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校长。

一位教师在阅读交流中这样说：“要不是读
《教师阅读地图》这本书，我可能就浑浑噩噩地做
一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体育老师，错过了
阅读浪漫期的我根本不会主动去精确规划自己
的专业阅读，是阅读改变了我的教育理念。”这时
的我难道不是最幸福的校长吗？

做教育工作 30多年，我无数次问自己：什么
样的教育才能让教师们在成就学生的同时幸福
自己，让孩子们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享受快乐，让
父母们在陪伴孩子的同时获得成长？如今，新教
育逐一回答了我多年来的追问，新教育“过一种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原来正是我多年的教育梦
想和追求！

初为人师时，对阅读于
我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有何意
义，我所知甚浅。课余我所
阅读的依然是我最喜欢的散
文、诗歌、小说和书画类书
籍。2011年，村小合并，学校
给每个青年教师发了一本苏
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建
议》。当我看到作者的名字
时，心生疑惑——中国的教
育为何要听国外教育家的建
议？于是，这本书在我的书
柜里躺了很多年，直到我遇
上了新教育。

2017年，学校发给我们
一本《新教育》，与上一次不
同的是学校要求每位教师必
须阅读这本书，并且要开展
读书交流、读书演讲活动。
于是，我“硬着头皮”开始读
《新教育》，然而，当我读完写
在封底上的文字时，那种被
强迫的感觉顿时消失了。

书中诗一般的文字与
“努力成全每一个孩子成为
大写的人”的理念使我在一
周内读完了这本书。它如春
雨般滋润着我倦怠的心田，
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教
育赋予生命的意义。

我曾为“传承诗词”的梦想犹豫徘徊了十
年。在陶醉于诗词带给我们美妙体验的同时，
我也担忧它会影响学生的学业成绩，因此一直
彷徨不前。但当我读到“与黎明共舞”这样诗
意的对晨诵意义的解读时，我坚定了目标，充
满力量。我不再担忧它会浪费我们美好的晨
光；我不再纠结教给孩子们多少知识，我更在
乎我们在朗诵中体验到的愉悦，在晨光里捕捉
到的快乐。

以前，我总觉得生活在教育之外，但读到了
雷夫·爱斯奎斯对教育不舍昼夜、无私忘我的探
索与追寻时，我彻底改变了自己对教育的认知。
原来，教育可以是一个人的全部，甚至可以是生
命。我不再为占用业余时间批阅作业而感到苦
恼；不再为临时增加的工作而抱怨；我开始在深
夜思考如何让生命成长；我愿意挤出周末的时间
去策划一场活动。

教室里，我准备上课，有学生在摆弄手指，有
学生在下面窃窃私语，甚至有的孩子在操场上因
为贪玩没有听见上课铃声，换作以前，我会为此
而生气。但读了尼尔的《夏山学校》之后，我开始
理解那是生命最自然的选择与需求。我不再用
制度、规则去苛责生命。

是的，阅读可以让我找到一个和当初那个矛
盾的自己和解的最好支点。

谈起教师最应该具备的素养，大概我们都
知道那叫“爱”，但是我似乎从来没有深究过如
何去爱。读过《孩子们，你们好！》之后，我似乎
找到了我要的答案。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甚至
跟孩子们问好的语气，都可能影响着孩子一天
的心情，甚至一生。于是，我明白：“爱”也同样
需要“专业化”。

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去追寻，它会让
我的心路变得开阔，让我的行动变得坚定，让我
的思维变得灵活，也让我对眼前的困境多了一份
别样的解读。即使微如尘埃，也会抵达自己心中
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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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我研发了立足教材、
读写结合的作文课程。2009年，
我指导学生将自己写下的文字配
上音乐朗诵出来，丰富文章的表
现力。2012年，我尝试引领学生
写诗和散文，并配乐朗诵，以小组
为单位进行展示。那时，我将课
程命名为“诗文雅会”，但推行范
围仅限我所执教的班级。2017年
3月，从江苏海门参加新教育培训
回来后，我有了更明晰的文化自
觉：我认为学校应该是保存学生
青春记忆的温暖所在，留住记忆
就是留住文化。于是，我将自己
设计的“诗文雅会”课程从班级扩
展到校园，连续成功举办了 5场全
校师生参加的“诗文雅会”课程展
示活动。

“诗文雅会”是一门师生共
读共写的人文类综合性课程。
课程以单元与主题为依托，基本
框架是听读赏析诗歌与散文，并
进行写作实践，以小组为单位配
乐朗诵自己创作的诗文并展演。
其基本特征是在不加重学生课
业负担的前提下，整合教材，以
阅读为基，以写作为根，音乐、舞
美为辅，诗意地感怀，诗意地吟
咏，诗意地栖居。课程与日常的
语文教学深度融合，与国家课程
保持了高度一致，是国家课程的
丰富和拓展。课程实施中，能明

显提升学生“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
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大核心
素养，形成特有的学校文化。在
课程实践中，师生关注现实生
活，编织共同生活，实现课程与
生活、生命的深刻共鸣。

在我的引领下，有 10多位教
师、近千名学生参与其中，读写水
平迅速提高。更重要的是，通过
仪式与庆典，学校文化被一次次
强化与确认，校园生活与师生生
命形成强烈的共鸣，校园成为了
美好事物的中心。从 2018年 4月
至今，有 50篇学生作品在省市级
报刊发表，20余篇作品获省市级
作文比赛大奖。

针对师生在校时间有限的
实际，我建立了“诗文雅会”QQ、
微信学习群，利用周末和业余时
间，一对一指导。2018年 7月，
《兰州晚报》推出了“诗文雅会”
作品专版，这对我和孩子们是一
种极大的鼓励。2019、2020年，
我又拓展研发了“龛古历史与文
化”“从长辈的生命叙事寻找生
命原型”课程，总结提炼了本土
文化，并成为文化自觉，贯穿于
整个教学之中。

与奶奶相依为命的学生康玲
（化名）在奶奶去世后，伤心万分，
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我引导她，在

痛彻的生命体验中，完成生命的
自我超越与蜕变，像奶奶一样坚
韧地活着，是对故去亲人最好的
怀念。我指导她撰写了长达
2500字的《秋忆》一文发表于《兰
州晚报》，这是该报自创刊以来发
表的最长的一篇学生文章。康玲
也渐渐走出了低谷，考上了重点
高中。

从指导学生写作到作品最终
发表，往往历时长达一年之久，期
间我为学生反复修改投稿不下 6
次。学生说：“罗老师真的应该感
谢您，当我们已经熄灭了心中火
焰时，您还在坚持。”《兰州晚报》
社编辑也表扬了这群孩子：“一个
小小的乡村学校，竟然有这么多
的作品发表，太厉害了！”

4年来，在新教育卓越课程理
念的指引下，“诗文雅会”课程已
发展成为兰州地区较有影响力的
课程，2020年荣获了新教育实验
卓越课程提名奖。

文教兴则乡村兴。站在新的
起点，我们将在原有课程的基础
上，深入挖掘乡村民风民俗、历史
文化、乡土记忆、生命原型、生命
叙事等，提炼整合课程资源，探索
跨学科、融合乡土文化的学校人
文课程实践路径与策略，实现传
承乡土文化、涵养师生人文素养
的目标。

诗意追寻，以文化人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小康营中学 罗宝荣

——“诗文雅会”课程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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