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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教育地理·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

•课程改革的关键在课

堂，我们的课堂要从落实“双

基”走向学科核心素养培养，

变以“知识点”为核心的教学

为以“关键能力”为导向的教

学，在教室布局、环境资源、

技术支持、教学方法，特别是

学生个性化学习指导上有更

高要求。

•及时转变教育观念，

真正让学生站在学校的正中

央。在课程管理、课堂教学

中关注每一个孩子，为每一

个学生提供公平公正的教育

机会，让每一个人成为最好

的自己；关注学生的全面成

长，用师者大爱书写孩子成

长进行时。

•坚持教学与研究并

重，个人发展与团队建设并

重，帮助教师著书立说，激励

他们成名成家，更好地发挥

辐射作用；注重校长的专业

化成长和职业化发展，引导

激励校长潜心校园、潜心课

堂，用职业使命确保学校稳

定发展。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

感受着党和国家对教师的关

心与厚爱，我们要明确自身

肩负的责任和使命，自我革

命、自我加压、奋勇前行、不

负党和国家重托，不负人民

期盼。

王昌文
湖北潜江江汉油田

教育实业集团主任

让教育成为最美风景让教育成为最美风景
2018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中学生

作文大赛结果揭晓，来自江汉油田广

华中学的康雨馨摘得湖北省第一名、

全国一等奖。

佳绩的取得并非偶然。近年来，

广华中学学生多次在全国中学生作文

大赛中获得一等奖、摘得“文学之星”

桂冠，俨然形成了一个“小作家群”。

也因此，该校被授予全国“阅读与写作

教学优质实践基地”。

广华中学的发展，仅仅是江汉油

田教育实业集团追求特色办学、文化

立校、优质均衡的一个缩影。

地处湖北潜江的江汉油田教育

实业集团，正努力通过教育内涵发

展 ，让 每 一 位 师 生 都“ 做 最 好 的 自

己”，让每一所学校都成为一道独特

的美丽风景。

“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我们始终

传承石油精神，形成特色鲜明的集团

教育文化，发挥比较优势，推进教育优

质、高位、均衡发展。”江汉油田教育实

业集团主任王昌文告诉记者。

创办“有内涵”的学校

走进江汉油田东方红学校，校门一

侧是一台等比例缩小的石油井架，无言

地见证着石油人曾经的奋斗与荣光。

20世纪60年代，跟随江汉油田大会

战的步伐，东方红学校拔地而起，成为这

里最早的子弟学校。“我们的教学楼是20

世纪70年代落成的，直到20年前，办学

条件一直是领先的。”校长张行明说。

可是，随着地方教育投入的加大，

近年来油田学校在硬件设施上的优势

不复存在，甚至已被地方学校赶超。

对油田学校来说，压力还不仅于

此。在最近召开的集团职代会上，王

昌文不惮于“自曝家丑”：教育观念更

新不够、教师队伍结构不合理、优秀人

才引进乏力、生源数逐年下降、办学条

件急需改善……

说完这些，王昌文又语调铿锵地

说道：“自知者明，自胜者强。面对问

题和不足，我们要变压力为动力，以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谱写集团发

展新篇章。”

会场掌声雷动。的确，对石油教

育人来说，他们仿佛天然有一股不服

输的劲头，也依然有凭以自豪的理由。

对此，张行明深有同感：“现在学

校硬件虽然落后了，但我们的教育质

量始终不低，学校更加注重内涵发展、

文化立校。”

东方红学校的教师们还记得，张

行明刚到这里当校长时，偌大的校园

杂草丛生，虫蛇出没。

“俗话说，要想不生杂草，最好是

种上庄稼。”张行明笑称。他在校园里

开辟了学农基地，每班一小块田地，师

生们种菜种花，每天殷勤地除草、浇

水、施肥。

这一招还真灵，几年下来，校园里春

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绿，四季美不

胜收，成了全省挂牌的“绿色校园”。

同时变美的，还有师生的举止和心

灵。校园里的果实成熟了，沉甸甸地压

弯了枝头，学生们谁也不乱摘。学校开

设了诚信书库，不需要有人管理，学生

自由借阅，秩序井然。

童年就读于东方红学校的徐俊

辉，如今是江汉油田油建学校校长。

他也认为，对油田教育不看“颜值”，看

“气质”。

油建学校的办公楼是一栋陈旧简

陋的两层小楼，建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几经维修仍在使用。

但对此，徐俊辉并不在意，他在意

的是学生的生命质量。“我们的社团活

动，基本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学

校的书法、机器人、健美操、纸版画等

社团活动，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曾是领

先的。”

学校的“筑梦园”，也是徐俊辉的

得意之作。“这里原来就是几间空教

室，我们把它变成了探究实验室、社团

活动室、创客室……”

走进外表毫不起眼的“筑梦园”，

记者不禁为之赞叹。在生物探究实验

室里，陈列着学生们采集制作的 1000

多件生物标本。几年来，学校坚持组

织学生进行生物研学旅行，足迹遍及

国内各大植物园。这些标本就是学生

研学旅行的成果，每一件标本都是珍

贵的成长纪念。

看得出，没有了办学条件的优势，

并没有让油田教育人失去教育自信，

反而促使他们注重教育内涵，让学校

教育“更有气质”。

而一个有说服力的显性指标是，

在每年三市联考中，集团的教学质量

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优势明显。

培育“有梦想”的孩子

在江汉油田实验小学，每当有客人

来参观，孩子们就会担任义务讲解员，

自豪地带他们走进学校的“梦之馆”。

“梦之馆”陈列着江汉油田的发展

史、石油精神的介绍，还有孩子们自己

制作的井架、“磕头机”模型，还有各种

关于石油的研究性学习成果。

“这里是我们的藏梦馆、逐梦馆，

也是我们的课程馆、力量馆。”学校党

支部书记欧阳素华动情地说。在这里

就读的学生都是石油人的后代，怎样

让孩子们了解石油工业、感受石油人

的自豪、传承石油精神，一直是学校文

化的重要基因。

为此，学校开展研学旅行，带领孩

子们走进身边的钻井队、采油队，了解

祖辈创业的艰辛；走到涪陵油气田，了

解石油化工的新发展。

回到学校，孩子们制作了“油娃小

报”，写下研学旅行的感受，写下祖辈

的奋斗故事，也写下自己的梦想。

“这些小报，我们会一直留存，这

是孩子们珍贵的童年记忆，也是他们

梦开始的地方。”欧阳素华说。

多年来，江汉油田教育集团用好

身边的资源，开展“知行合一”的德育

实践，向孩子传递社会正能量。在集

团引导和组织下，学生们先后开展了

“探秘中国奇迹，研学江汉涪气”“高校

科普夏令营”和“北京石油科技夏令

营”等活动。

十多年前，随着国家教育改革步

伐，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开始移交

地方。从那时起，学校也自觉地将地

方传统文化引入校园，让学生亲近乡

土、热爱家乡。

“我们的父辈来自四面八方，我从

小都是说普通话，不会说潜江话，感觉

有些遗憾。”东方红学校教师涂晓霞说。

让她欣慰的是，如今的学生不会

再有这样的遗憾。这几年，学校先后

把当地的皮影戏传承人、花鼓戏研究

院的艺术家请进校园，让孩子们了解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优秀传统

文化。几年下来，“戏曲进校园”已经

成为东方红学校的一张文化名片。

这样的活动寄寓着油田教育人美

好的期待。他们相信，这样的教育既在

孩子心里种下梦想的种子、热爱的种

子，也是一种力量的传递，让他们具有

改变未来、改变世界的力量。

走进广华中学，学生们正在举行

读书报告会。讲台上，高二学生张鑫

尧分享阅读钱穆《国史大纲》后的感

受，他谈到了青年人的责任，谈到了当

下的文化自信。

很难想象，一个中学生居然会捧

起这样大部头的人文著作，而且读得

如此透彻，理解如此深刻。

这一切的初衷，都来自学校的一门

拓展性课程——大语文阅读。“这是面

向所有学生开设的。对这个阶段的学

生来说，通过阅读建立强大的内心世界

和笃定的价值观，远比分数和升学更重

要。”指导教师郑凤梅对记者说。

大语文阅读课上，师生们谈读书、

谈人生、谈爱情、谈未来。也正是在一

次关于西南联大的专题阅读中，张鑫

尧认识了钱穆，带着好奇开始阅读《国

史大纲》，越读越入迷。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这所学校为

什么会涌现“小作家群”。通过广泛的

人文阅读，学生们不仅学习了写作，而

且涵养了一份责任与情怀。

成就“有特色”的教师

3 年前，在湖北省举办的“2015 中

国工业版画三年展”活动中，油建学校

教师刘艳、周娟创作的纸版画从上千

幅参展作品中脱颖而出，不仅成功入

展，而且被湖北省美术馆收藏。

对两位青年美术教师来说，能获

得如此殊荣，得益于学校对教师的专

业引领。

每一个来到油建学校的新教师，徐

俊辉都要求他们能基于自己的专业，发

展一项兴趣特长，开一门选修课。

当初，两位美术教师找徐俊辉商

量，想开设版画课。可是无论木版画

还是石版画，成本都很高。怎么办

呢？教师们说，可以尝试纸版画，既新

颖又便宜。徐俊辉当即应允，为她们

成立了纸版画工作室，无论是进修学

习还是外出参赛，都大力支持。

偶然的机会，一位省美术教研员

听说了油建学校的纸版画，到校考察

后大为赞叹，认为非常值得推广。在

教研员的大力推荐下，油建学校被确

定为省美术教育改革实验学校。

在油建学校，这样的教师成长故

事并非偶然。许多年轻教师刚来时都

显得很普通，在学校激励下，经过“二

次挖潜“，他们找到了专业发展方向，

快速成为“有特长”的教师。

“毫无疑问，最终受益的是我们的

学生。目前，我们所有的选修课和社

团活动，不需要外聘教师，都是由本校

教师承担。”徐俊辉说。

实 际 上 ，近 年 来 在 江 汉 油 田 教

育实业集团，师资逐渐成为困扰教

育质量提升的大问题。一方面，教

师结构不合理影响了活动课程、选

修课程的开设；另一方面，也面临着

如何让优秀教师进得来、留得住、发

展好的压力。

“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加大优秀

教师的培养力度，为教师创设干事创

业的良好氛围。”王昌文坚定地说。近

年来，他们坚持通过集团首席教师、集

团名师、学科带头人的评选，倡导教师

教学与研究并重、个人发展与团队建

设并重，鼓励教师成名成家。

在东方红学校，面临教师的结构

性缺员，张行明提倡每个教师都要努

力成为“全科教师”。

“这几年，除了音乐、体育，我几乎

每个学科都教了个遍。”如今教数学的

孙娥笑道。原本教语文的她，自从被学

校安排教了数学，越教越有兴趣，“虽然

我快50岁了，仍感到专业成长的喜悦”。

为了鼓励教师全科发展，学校实

施了一系列支持措施。“每个新教师入

职，学校为他们安排两位师傅，一位文

科的，一位理科的，就是希望每个教师

都能文理兼通。”张行明说。

同时，学校积极为教师争取培训

研修的机会。“这几年，从国培项目到

省卓越教师工程，我参加了许多培

训。为了支持我参加培训，校领导帮

我代课。”语文教师廖弋感激地说。

让教师们专业上受益匪浅的，还

有集团的联片教研活动。“每个教师都

要参与，年轻教师上教研课，老教师上

展示课。”孙娥说。最近，她正准备在

联片教研活动中上一节数学展示课。

有 了 一 批 自 己 培 养 的“ 全 科 教

师”，东方红学校开设了书法课、心理

课、足球课等校本选修课，学校也更有

活力、更有后劲了。

助推“有担当”的校长

前不久，湖北省举行荆楚教育名

家教书育人研讨会，在首批 32 位荆楚

教育名家中，江汉油田实验小学校长

彭小芹名列其中。

江汉油田实验小学是一所建校仅

十多年的年轻学校，在彭小芹和师生

们的共同努力下，如今已成为备受关

注的省内名校。

“我们的校训是‘做有力量的中国

人’，每个孩子稚嫩的小手上都握着国

家的未来。”彭小芹说。学校推行身心

合一的“力量工程”，为孩子们创设了

阳光运动、绿色悦读、生活课堂、异彩

社团等丰富多彩的成长载体。

就在今年春天，学校的梦想农场

垦荒开工了。全校30个班级都分得一

块小农场，孩子们给农场命名，设计

LOGO，探究如何种植及管理，畅想分

享的喜悦……小农场，大世界。孩子

们在这里创造出景观之美、创意之美、

生长之美。

像彭小芹一样，在江汉油田教育

集团，有一批潜心校园、潜心课堂的校

长，他们用使命与担当，让油田教育成

为一片有理想、有活力的教育净土。

“我们积极创设各种平台，通过

‘领头雁工程’、校长职级制试点、名校

长工作室等，鼓励校长实现专业化成

长和职业化发展，把学校办出特色、办

出思想、办出风格。”王昌文说。

在潜江市，广华中学每年的高考

成绩都遥遥领先。但是，校长吴先知

最关注的是如何尊重生命、启迪智慧，

让每个学生拥有更为富足的灵魂。

近年来，广华中学从课程建设撬

动育人改革，对学校课程进行全新的

整合，推出了基础课、拓展课、研究课

等三种课型，既满足学生综合素养的

发展，也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成长。

走进广华中学校园，不由得被这

里浓郁的人文气息所感染。学校里丰

富的社团活动，为每个学生的个性化

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这里，师

生教学相长，平等相处。

下午的社团活动时间，学生们最

喜欢的活动之一是与教师踢一场足球

赛。只要有时间，吴先知都会披挂上

场，担当前锋。师生们你来我往，大汗

淋漓中获得身心的愉悦。

这样的教育，这样的学校，让人由

衷地为之感动。学生们从这里毕业了，

带走的是“下学而上达，先忧而后乐”的

校训，还有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

采访中，走进每一所学校，看到的大

都是朴素、略显陈旧的校舍，但在与校长

教师的交流中，无一例外感受到的，都是

他们对学生生命成长的尊重，对优良文

化的传承，对教育内涵发展的自觉追求，

让人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

就在不久前，江汉油田教育实业

集团已经顺利完成向地方的移交，纳

入地方统一的教育管理。相信随着国

家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困扰油田

教育的一些外部因素终将得以解决。

然而，江汉油田教育实业集团当

下的发展恰恰说明，在实现教育优质、

特色、均衡发展的道路上，理念、文化、

内涵以及人的素养才是决定性因素。

教育心语

□ 本报记者 白宏太 □ 通讯员 陈 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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