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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张家口市
第一中学校赋

□ 赵金荣

塞外名城，神京屏翰。紫塞枕群

峰之蜿蜒，龙腾虎跃；古邑传人文之潺

湲，源远流长。

燕赵庠序，英才摇篮。凤凰栖峰

峦之高巅，天籁齐鸣；清河汇涓水之灵

秀，泽润八方。

忆吾一中，乙卯肇创，筚路蓝缕，薪

传文昌。废科举而兴西学，唯重学堂；

启民智以立高标，亦振纪纲。溯于史

迹，天择大道而行之；立乎今朝，地蕴厚

德乃繁昌。初建一隅，白手以奠基业；

今兴两处，盛誉已传遐方。战火纷飞，

探救国之途径，卓尔先行；路途遥迢，播

育人之精魂，振臂八荒。共和建立，神

州盛装，重闻书声溢翠墙；改革开放，暖

风拂面，欣观桃李竞芬芳。岁月荏苒兮

路漫漫，求发展，励精图治；白驹过隙兮

岁苍苍，唯务实，成就栋梁。

观吾一中，锦绣辉煌，绿草茵茵，

书声琅琅。胜蓝亭下，一池碧水，水绿

如蓝映楼宇；学子廊前，百朵鲜花，花

红如炬飘馨香。人生如水，莫让似水

年华空流去；岁月如花，岂能花开时节

不争芳？乐水亲山，袂惹晚云如飞翼；

听风赏雨，眼映绿茵若霓裳。冬雪覆

青松，楼舍亭榭皆有品；春风妆柳色，

幽静通衢亦华章。石养心，砥砺精神

品质；水能语，镜鉴道德文章。广植林

木成才，雨润桃李流芳！

喜吾一中，百年华章，乳燕出巢，凌

云高翔。莘莘学子，披星戴月，登书山

学径；翩翩俊彦，栉风沐雨，谱名曲乐

章。辈出豪杰，怀救国之梦而无悔；代

有才人，兴爱国之志以高扬。文坛巨擘

如星驰，弘道天下；科技人才似云集，献

身国防。杏坛彪炳千秋，爱心播撒；艺

林独树一帜，艺术辉煌。百年沧桑培育

翘楚，五万学子放飞梦想。煌煌其彩，

扬名蕴望；灼灼其华，溢彩流光！

赞吾一中，师魂昂扬，润滋兰蕙，

培育栋梁。甘做园丁，辛勤育得花朵

艳；愿为春雨，无声润泽桃李香。三尺

讲台，立定天地之身躯；一头乌丝，忍

染岁月之秋霜。传道授业，正心范其

品；解惑导向，高才雅其方。研精探

微，穷九天而窥四疆；捐功弃名，度金

针而倾智囊。为人师表，诲而不倦；与

国树才，教必有方。效圣贤以壮师魂

兮，云蒸霞蔚；创鸿业而振邦威兮，龙

舞凤翔。

赞曰：清河自潺潺，群山本莽莽。俊

彦鳌头笑，春蚕心意长。钟灵毓神秀，新

史续华章。标高冠燕赵，跻身一百强。

（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市第一中

学校长）

晒校赋

专家睿见

山东威海历史悠久，文化积淀

厚重丰富，怎样在学校教育中融入

文化？威海市塔山小学以“大时空

大立体 大空间 大格局”的教育理

念，融合听、访、研、学、画、创、思、读

等多元学习方式，进行“实践与探

究、体验与思学”的主题深度实践研

究，让学生坚定信念、厚植情怀、加

强修养、增长见识，胸怀中国精神和

世界格局。

学英雄，亮精神。中华民族是

一个英雄辈出的民族，学校通过英

雄故事的搜集、创编与展示，在学生

幼小的心田播下热爱英雄、崇拜英

雄的种子。一年级突出“红色传承，

印象中国（红色物品）”主题；二年级

突出“自古英雄出少年（小英雄的故

事）”主题；三年级突出“民族英雄，

纪念永怀（民族英雄故事）”主题；四

年级突出“家国担当，心怀天下（领

袖风采）”主题；五年级弘扬“红色战

役，高奏凯歌（战争之魂）”主题。学

校组织学生到郭永怀事迹展览馆感

受红色文化；以“探寻甲午古战场，

走进现代海军营”为主题，组织中高

年级学生到威海刘公岛、海军军营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学

生在红色精神的引领和感召下，传

承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和

奉献精神。

中国梦，我的梦。为了让中国梦

在学生心中找到切入点、结合点、着

力点，学校以“强军梦”“航空梦”“交

通梦”为三大支点，让学生在多层面、

多维度的思考行动中了解历史。强

军梦，学校让学生走进威海军事基

地，了解人民军队发展史，知晓兵种

分类。交通梦，学校让学生看到“高

铁、高速、通畅、便利”的交通名片，通

过立线式调查“三代看交通”，切身感

受祖国交通历史的巨大变化。航天

梦，从嫦娥奔月到飞天之梦，从两弹

一星到载人航天……学生从悠悠历

史中探索神奇的太空，了解太空趣

事，观看科幻影片，创画空间站，崇尚

科学，探索未知。三梦并举，学生们

在创作、表达、创客、研学旅行中，回

首昨天，展望明天。

传 承 劳 动 美 德 ，创 造 美 好 生

活。学校地处威海市，这里是中国

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海军的发源

地、甲午海战的发生地，许多革命

志 士 用 劳 动 和 智 慧 书 写 了 历 史 。

从 他 们 身 上 ，我 们 深 知 劳 动 最 美

丽、奋斗最幸福、奉献最爱国的真

谛。学校除了向学生展示劳动节

的来历、劳动大探访之外，还专门

设置了致敬劳模活动。学生们走

近劳模、了解劳模、学习劳模、致敬

劳模，充分感受劳模的精神引领和

责任担当。同时以发现的眼睛，发

现身边最美丽、最平凡的劳动者，

理 解 他 们 在 平 凡 中 创 造 的 不 平

凡。多元的劳动体验和实践活动，

让学生具有劳动之力、劳动之美、

劳动之智慧，推动了学生劳动核心

素养的形成和提升，夯实了“以劳

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益

美、以劳创新”的真爱特质。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塔山小学校长）

治校方略

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

若干意见》，对新时代学前教育的深

化改革和规范发展作出了重大决策

部署，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专

门印发关于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这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

这个文件让学前教育人深受鼓

舞，从长远看，国家政策仍将给提供

高质量学前教育服务的机构以很大

的发展空间。

高质量，正是我们诺博教育成

立的初衷。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初

衷，主要是基于对中国学前教育的

三个判断：第一，高品质幼儿园的建

设具有高服务属性，儿童的教育教

养是其核心本质工作；第二，高质量

教育的广泛传播应该通过推广易于

学习的、科学的教育体系来实现；第

三，新时代的教育体系只有基于互

联网及大数据才能更好地服务于教

育教学。

面向未来，我们应该在如何提

升学前教育质量上进行更多的思考

和研究。因为无论 20%的高端园还

是 80%的普惠园，教育质量的提升

是永恒不变的需求，这就是所谓的

“教育升级市场”。针对未来的教育

升级市场，我们认为教育机构需要

开展三种研究：研究儿童、研究教

师、研究管理，然后将研究结果转化

为更适合当下的产品、服务，从而完

成调整、优化乃至转型。

对儿童发展的研究
建立科学系统的教育体系

学前教育的中心就是儿童，脱离

了对儿童的研究就谈不上提升教育质

量。研究儿童首先要研究教育目标系

统，研究核心目标以及按认知发展规

律构建的科学目标分解系统。不同的

儿童发展目标将会引导教师、家庭及

社会为孩子营造出不同的环境，从而

培养出不一样的新一代中国人。

只有拥有科学易懂的目标，才可

能有效果更好的课程，才可能赢得家

长。在诺博教育对儿童发展的研究

过程中，我们花费了许多年的时间去

定义我们所做的教育、想要实现的核

心培养目标——十大行为习惯；并结

合教育部制定的幼儿园五大领域发

展目标，针对 2-6 岁四个年龄段进一

步细分了11个子领域、36个具体目标

和 503 条儿童发展刺点（即典型性行

为表现），从而帮助教师、家长准确掌

握儿童的发展状况，真正了解儿童。

在目标清晰后，对儿童的研究应

该在课程上更加深入。如何组织游

戏化的活动？如何根据这些目标科

学有效地发展儿童？该开展集体活

动、小组活动还是个体活动？如何按

时间维度，在一日流程中有规律地安

排游戏和活动以培养孩子的行为习

惯？如何按主题、兴趣维度有逻辑地

安排儿童参与问题探究，展示表达的

各种活动，从而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

能力？如何按学科知识维度，系统化

地培养儿童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只有具备了科学的课程设置，才可能

实现儿童的有效发展。

最后，对儿童发展的研究还要关

注儿童发展评估，因为只有对儿童的

发展进行科学准确的评估，才能够更

精准地指导教师、家长对他们实施更

个性化的教育。而这一部分却是全行

业欠缺研究与投入的。教师施教有三

个重要的环节，即观察、分析、教学。

而观察、分析即评估，是专业性非常强

的行为。尽管研究出了具体的教育目

标，可以帮助教师评估儿童，但我们还

需要更深入地研究评估的操作方法，

才能够给教师提供更简便、更科学的

工具，进而助力教师、家长因材施教。

诺博教育自有知识产权的幼儿评测工

具“海马幼评”就是基于这一方向研究

产出的教育信息化工具。

针对儿童发展的目标、课程，评

估的结果本质上不是为了研究，而是

为了创造出高效实施教育的工具，即

产品形成服务模式，在课程体系方向

上整体提升未来幼儿园的教育质量。

对教师发展的研究
建立实操性强、信息化、社区化

的教师培训发展体系

当前，学前教育面临的最大问题

是合格教师的短缺。大多数新教师

都有赖于有效的教师培训体系才能

快速成长，熟练掌握一日常规，并跟

据教育机构的要求开展教育教学活

动。但是，目前行业内真正能够解决

这一问题的产品和服务并不多，这将

是提升未来幼儿园教育质量的核心

环节。

构建高效的教师培训发展体系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第

一，培训内容要实操化，细化为步

骤、行动脚本，而不是上大课、讲道

理。第二，培训要日常化、碎片化，

培训的内容和形式要简单明了。教

师培训的内容纷繁复杂，如果完全

依靠集中培训，内容无法有效消化，

因此应当充分利用教师每日的零散

时间，推送给他们相关技能和知识

点加以培训提升。第三，培训教师

的教学方法要有信息化的系统和工

具做日常支持，以便帮助教师迅速

执行培训吸收的内容，提升教育教

学效率。

其实，最好的培训是没有培训。

比如智能手机，没有人培训大家很快

就会上手使用，为什么？因为它的操

作足够简单。如果我们研究的课程

系统是工具化的，且足够简单容易上

手，那么教师的培训就变成了使用工

具，这样便简化了培训过程。诺博教

育在研究儿童发展的过程中研发出

的信息化课程中心，实际上就是教师

培训的一种实操性工具。

研究教师发展，建立高效的培训

工具及服务体系将是赋能幼儿园发

展极其重要的工作，也是教育机构建

立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对管理输出的研究
建立标准化、高质量的教育管

理服务

由于学前教育作为一个行业本

身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因此行

业内积累的幼儿园管理标准、管理模

式及人才不如其他行业那样成熟。

以前，大部分学前教育的办学机

构主要通过直营和加盟的方式来拓

展自己的业务，运营的事情大多自己

说了算。未来，许多幼教机构将会以

“教育服务商”的模式继续发展，他们

又该如何为他人提供服务？我认为，

从一个投资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为一

个受托管理者的角色；从一个粗犷经

营者的角色，转变为一个精细经营者

的角色，这将会是很大的挑战。

研究管理输出，可以将优质的教育

服务输出给更多幼儿园，从而提升幼儿

园的质量，如果可以与互联网技术紧密

结合就可以获得规模化的发展。

“研究儿童、研究教师、研究管

理”是我们最应该深入去做的事情。

只有做好这三种研究，我们才能更好

地迎接教育升级的巨大市场。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 Siegler 创

新学习中心副主任，诺博教育董事长

兼CEO）

□ 夏 勍

三种研究，赋能未来幼儿园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立德为先，

修身为本。总体上看，现在广大教师

的师德状况主流是好的，但是极少数

教师受社会上趋利风气、不良环境的

影响，自律不严、修养不深、学习不够、

境界不高，没能守住职业道德底线，出

现师德失范现象，影响了教师形象，损

害了师道尊严。我们要强化校长作为

学校师德师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强

化理想信念、注重品格塑造、涵养道德

情操，常“照镜子”、勤“扫灰尘”，使信

念更坚定、追求更高尚、情趣更健康；

要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引导广大教师认真对照落实“十项准

则”，爱岗敬业、仁而爱人，以爱育爱、

以爱化人。

没有高水平的教师，就不可能培

养出高素质的学生。我们要从“抓源

头、建体系、树标杆、补短板”四个方面

着手，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抓源头，就

是加强师范生培养，深入实施“新师

范”建设，开展师范专业认证，改革师

范生招生模式，加强师范生教学技能

训练。建体系，就是推进以省、市、县

三级教师发展中心为支撑的中小学教

师培训体系，积极推进教师专业发展

示范校建设。树标杆，就是倡导教育

家办学，培养一大批教育家型教师、教

育家型校长，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

设。补短板，就是加强农村教师队伍

建设，缩小区域、城乡、校际间教师队

伍质量差距。通过定向培养、上岗退

费等方式补充农村教师，加强教师培

训，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和信息技

术应用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全党全社会

尊师重教，“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

重的职业”“让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

职业”“让广大教师享有应有的社会

声望”，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

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一以贯之的高度

重视。我们要将提高教师地位待遇

放在重要位置，让广大教师在岗位上

有幸福感、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

有荣誉感。在收入保障方面，可以统

筹提高中小学绩效工资水平作为审

批提高各地机关规范津贴补贴水平

的前置条件；各地核定绩效工资总量

时要统筹考虑当地公务员实际收入

水平，确保中小学教师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或高于公务员、农村教师不低

于或高于城镇教师。在荣誉表彰方

面，加大表彰力度，深入做好各级各

类优秀教师的评选推选活动，鼓励社

会力量出资奖励。在减轻学校、教师

负担方面，加快研究制定有关政策文

件并积极推进落实，为校长办学、教

师从教创设更加良好的环境。校长

要特别注重关心教师的心理健康，减

轻教师负担，缓解工作压力，优化工

作环境，让校园环境之美与教师心灵

之美相得益彰、相互滋养；校长要特

别注意加强“临聘教师”规范管理，努

力推进“临聘教师”与公办在编教师

同工同酬。

众 所 周 知 ，深 化 教 师 管 理 改 革

是当前教育领域的紧迫任务。教师

管理线长面广点多，依然存在不少

瓶颈障碍，束缚了教师手脚，影响了

队伍活力。我们要加强创新编制管

理，盘活事业编制总量，向教师队伍

倾斜，优先保障教育发展需要；严格

资格准入，提高入职门槛，从源头上

保证教师的质量；深化职称岗位改

革，提高中小学高级教师岗位比例，

让教师职业发展通道更宽广、更通

畅；深化考核评价改革，突出教育教

学实绩和师德要求，引导教师静心

教书、潜心育人。

校长作为学校的行政负责人，一

定要做教育改革的坚定支持者和忠实

践行者。就推动教育改革发展的力量

而言，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是主力军，是重要保障，而校长队伍无

疑是“关键少数”和“核心力量”。校长

作为教师队伍的带头人、“领头雁”，地

位特殊、责任重大、使命崇高，要不断

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锐意改革、大胆

创新；要不断完善自我、追求卓越，努

力成为教育家型校长。

首 先 ，校 长 要 有 高 远 的 眼 界 格

局。“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

层”。要跳出学校看学校、跳出教育看

教育，要将学校发展与区域发展环境、

国家发展进程、世界发展趋势结合起

来，努力提升全方位观察、全领域思

考、全系统谋划的能力。

其 次 ，校 长 要 有 独 特 的 人 格 魅

力。“学高为师，行为世范”。要用自身

的思想学识和言行举止影响师生、凝

聚人心，使学校形成共同目标，带领全

体师生同向同行。

再次，校长要有先进的办学理念。

“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要努力创新思

维、更新理念，坚持以学生为根本、以教

师为主体，崇善致美、笃行致远，带领学

校不断发展，引领师生不断成长。

最后，校长要有立足时代、面向未

来的改革魄力。“物不因不生，不革不

成”。要把握时代脉搏，把握信息时

代、大数据时代、智能时代的新特征，

用新的思维、新的模式、新的路径、新

的机制破解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瓶颈

和难点。

校长要厘清新时代学校的职责和

使命，把高质量的教育作为办学的目

标和追求，持续不断学习“新思想”、树

立“新思维”、拓展“新思路”、研究“新

业务”，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为大力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本文根据作者在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

合会组织举办的第三季首场“山长讲

坛”的演讲综合整理）

□ 王黎明

红色传承，为人生底色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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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创

校长作为教师队伍的带头人、“领头雁”，地位特殊、责任重大、使命崇高，要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

锐意改革、大胆创新；要不断完善自我、追求卓越，努力成为教育家型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