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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南京市红山小学创办

于 1958 年，是一所洋溢着现代化

气息的江苏省实验小学。学校积

极创造适合儿童学习、生活的生态

校园。“一路九园”中植有各种花木

52 个品种、4.2 万余株，绿化覆盖率

达 41.2%。在学校文化统领下，由

专家引领，遵循学生内心需求，我

提出“新绿芽”课程整体规划，以

“自由呼吸、顺性生长”为办学愿

景，着力培养“清新向上有灵气”的

红山学子。

依托特色文化，规划“新绿
芽”课程

学校的特色文化建设经历了1.0

“开展物候童趣特色项目”、2.0“形成

和美生态特色文化”、3.0“特色文化

课程的整体建构”版本的更新与相互

指向。这样的双向建构，使得学校的

特色项目和整体文化得以互相促进、

互相完善，形成良性循环。目前，我

们正通过系统的、结构化的课程建

设，促进文化建设的生根。

多年来，学校在生态育德方面取

得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并形成了系列

鲜明的校本文化特色课程。“蝴蝶课

程”主要在1-5年级进行，学校与南

京自然环保机构“百蝶缘”联手，研发

了一系列适合儿童的活动课程。这

些课程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传授，而

是让孩子在对蝴蝶加深了解中解放

天性，追寻个性与自由。“场馆活动课

程”是在某一特定场馆中进行的学

习。目前，学校开发的相关课程有自

然灾害知识教育课程、特色木工坊课

程、生态小径体验课程等。

扎根“深呼吸”课堂，促教
师“井喷式”发展

我们深知，一所学校的特色文化

要真正意义上成为全校师生的共识，

一定要把特色融入每一堂课，让我们

的校本特色文化在课堂生根，与国家

基础课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同时让国

家基础课程推进校本特色文化发展，

实现双向建构共融共生。因此，学校

提出了“深呼吸课堂”理念。本质特

征是通过观察进行比较，在形成正确

认知、发展学生思维的同时，关注学

生完整的表述，让学生具备更加敏锐

的双眼和更加开放的头脑，快乐学

习、开放学习、探究学习。

学校依托课题，通过课题研究、

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三位一体”促进

教师的专业发展，解开教师“井喷式”

发展密码。如英语组开发的英语歌

曲校本课程，将难以记忆的英语单词

变成旋律悠扬的英语歌曲，打破学科

壁垒，陶冶学生情操，修炼艺术气

质。由此，英语组荣获 2018 年度南

京市优秀教研组称号。同年教师节

表彰大会上，学校教师获5个市级奖

项，产生较大社会影响。5 年来，10

余位教师荣获市区骨干教师称号。

闻到童年的味道，遇见成
长的故事

学校课程设计应贴近儿童的生

长需求，进程必须符合生命的成长

规律。孩子们在教师的引领下，以

探究二十四节气为主题，在课堂上

说习俗、学谚语、诵古诗；在课堂外

观气候万物、品节气美食、绘花草虫

鱼。我们坚持开“毕业帐篷趴”，让

学生聆听大自然的声音，体验枕着

虫鸣入睡、看着繁星畅聊，早起还能

爬上校园楼顶观日出胜景的感受。

学校鼓励家长进课堂，开发家长

资源，带着各行各业对二十四节气更

加专业的理解、更加多元的视角进入

课堂，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在我们

校园，你到处可以看得到一张张生动

活泼的脸。校园的物候童趣课程让

孩子的童年更添一份美好的回忆。

如今，我们的特色文化课程已经

走过了5年历程，从一开始的一个特

色项目唱独角戏到现在的全面开花，

各门学科都开始研发自己的特色教

学。当然，我们还在探索的路上：系

列课程之间的内在联系还需要进一

步明晰，各项特色文化课程之间要弄

清楚每一类课程的独特指向与价值，

以及评价中能否更加童趣，让孩子都

能学有所得。思考、实践，为了更美

好的明天。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红山小

学校长）

新绿芽长成记
□ 赵功伟

此去必经年，寒来暑往换新颜，只

身山水间，十寸光阴换一钱。人们艳羡

陶渊明，只因他将生活过成了诗的模

样。师者，也应将教育过成诗的模样。

作为校长，我尝试将思想写在

大地上，把视野跳出课堂外，寻觅让

中年教师二次成长的桃花源，寻觅

让一群可爱的人儿在学校这方天地

里获得幸福感的最佳路径，此去经

年，归去来兮。

归：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每当漫步校园，年轻教师那新

鲜活泼的身影令我感叹青春美好之

余，更令我感慨：中年教师也会一如

既往地这般鲜衣怒马、仗剑天涯，满

怀一腔热血，饱含一身才华跻身这

三尺讲台吗？或许，回归教师本位，

回归教育初心，尚能让他们保留对

教育的余温。回归原点，不改初心，

无论走多远，都不会忘记当初为何

而出发。

教师对自身专业的不断追求，

内化为自身自觉的可持续性发展，

需要学校文化氛围的用心营造。

我寻找着属于成贤街小学自己的

句子——“赢口碑，夺奖杯，成宝

贝”。这三个“bei”不仅挂在校园

里，更烙在每位中年教师的心中。

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重担一

肩挑，身心压力与日俱增，中年危

机是绕不开的话题。倘若学校文

化氛围营造优良，我们就能唤醒中

年教师的内在需要：个人出色，学

生成长，学校成名，才会让你的另

一半多一份向上的激励，孩子多一

个最近的榜样。以你为荣，别人方

能更加出类拔萃。

去：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
而知还

教师除了要站在学校的最中

央，更要身处学校的最上方。作为

校长要想方设法带领教师跳出学校

看教育，跳出教育看学校。走访优

秀的学校，在横向对比中学习先进

的教学管理经验，触碰其他领域，在

纵向延伸出衡量反思教育的最终归

宿。唯有高眼界，才有大格局，一个

视野高远、胸襟开阔的教师方能系

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校长更要有大胸怀、远眼光。

我们不仅要创造机会让教师走出

去，更要寻找机缘鼓励中年教师出

去交流。我始终坚信，短暂离开只

为他们更好归来。交流，是让他们

成为学校的另一双慧眼，领略不一

样的教育风光，感悟不一样的教育

人生。身处异校，他们一定能遇见

教育的美好，也许，是美在团队合作

的砥砺前行；也许，是美在课程引领

的智慧聪灵；也许，是美在课堂变革

的与时俱进；也许，是美在校外研修

的贴地飞行。

来：渊明把酒对窗风，群贤
高会古来同

站 在 大 地 上 ，我 深 爱 着 我 的

学校。她如一位温柔的母亲，人

如其名，半世纪如一日般践行着

她最本真的情怀：“人有其贤，人

人成贤。”在母亲深情凝望的这片

热土上，见证了太多成贤学子自

信阳光地走出校园，也见证了太

多 独 具 成 贤 气 质 的 教 师 绽 放 教

坛、熠熠生辉。

这里所谓的“成贤气质”，是指

独立的精神、标新的特长特质和频

出的新人新秀。校长需要一双慧

眼，找寻中年教师身上的成贤气质，

让校园充满“见贤思齐、日有所进”

的良性氤氲。为了让自己成为显

“特色”、有“特长”的“特级”教师”，

每位中年教师都极力打造专属的品

牌课程：微文习作课程、风雅诗词微

课程、“十字绣”手工课程、“园林花

艺”培育课程等，实现课程的跨界、

丰富、立体。这些品牌课程令中年

教师摇身一变成为“成贤导师”，他

们的风姿绰约，给青年教师以激励，

给老年教师以启迪。教无止境，却

有情怀，他们消除了职业倦怠，重获

教育幸福。

兮：仁者乐山山如画，智者
乐水水无涯

从从容容一盏酒，平平淡淡一

杯茶。我始终坚信，一个会生活的

教师才更会工作。中年教师不仅仅

要局限于工作上的尽心尽力，更要

在生活上花点心思。当校本研修换

了模样，当教师在学校就能接触到

中医养生、阴阳太极、艺术插花、趣

味手工等，我们也在研修形式的变

化中发现中年教师精气神的悄悄变

脸。“要把职业干成事业，更要把工

作过成生活”，会工作，会生活，让学

校成为身体与心灵的栖息地。

现 在 ，我 依 然 站 在 我 所 深 爱

的热土上，把所见与所思写在大

地上。每位教师都要凭借教育管

理改革的春风，收获一路的诗与

远方。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成贤街

小学校长）

把教育过成诗的模样
□ 王学其

我 国 著 名 教 育 家 陶 行 知 先

生于 1932 年提出并实施了“小先

生 制 ”，他 提 出 儿 童 可 以 一 边 当

“学生”，一边当“先生”，以教人

者教己，即知即传，即学即教，这

既是一种教学方式，又是一种学

习方式。

陶 行 知 先 生 倡 导 的“ 小 先 生

制”，是他长期普及教育实践经验

后的总结，是为了解决普及大众

教育的师资问题提出的。近一个

世纪的“小先生制”思想，在当代

教育中仍然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和实践价值。

为教而学

“为学而学”不如“为教而学”。

前者是学生被动地学，后者是学生主

动地学。因为为教而学的“小先生”

必须设身处地，努力使其他学生明白

学习内容，在教授的过程中, 自己也

自然而然地格外明白了。具体来说，

就是“小先生”在自己理解的基础上

主动学习新知识，运用多样化的学习

策略加工知识信息，建构个人知识体

系，然后把自己加工后的知识信息传

递给同伴，在教的过程中，“小先生”

完成了一次深度学习。

“小先生制”的实施，是把学生

看作学习活动的主体、课堂的主

人。这种观念和实践与当代“深度

学习理论”很相似，在教的过程中，

学生有理解、反思、生成等高级思维

活动，最后将要学的东西内化为本

身的知识，这样掌握的知识更加扎

实、更加深刻。

去课堂中心化

传统的课堂看教师，现在的课

堂看学生。学生是课堂的主人，学

生的学习状态和效果是衡量一节

课最重要的标准。所以，现在的课

堂中心不再是教师，不再是固定的

讲台，而是学生，学生所在的地方

就是课堂的中心。“小先生制”思想

提倡让学生做“小先生”，从本质上

讲，就是承认学生的主体地位；从

形式上讲，就是要创造合适的情景

任务让学生去参与，学习任务是多

样化的；从方法上讲，就是要把教

学的主要媒介——口头语言的机

会让给学生，让学生多动口交流，

所以课堂上话最多的应该是学生；

从目的上讲，就是要让学生主动学

习，养成自主学习的好习惯。教师

教学生的过程，要既当先生又当学

生；学生受教育的过程，要既当学

生又当先生。角色要随时互换，要

给学生尽量多的做先生的机会，使

学生的学习更富主动性、积极性。

人人都是“小先生”

课堂是教育的主要阵地，是学生

学习的主要场所。在课堂上，教师要

让每一位学生都有机会当“小先生”，

去学、去说、去展示。具体操作是教

师先对某个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和启

发学生思考相关问题，学生如果理解

了，就可以作为“小先生”组织语言讲

给小组同伴或者教师听；学生如果还

没理解，就先听其他“小先生”讲，倘

若还不行，就寻求教师帮助，直到真

正吸收理解了，再以“小先生”的身份

把内化的东西讲给大家听。最后，组

内的每一位学生都能把所学的知识

用自己组织的语言讲出来，其他学生

进行相应点评。因为每个学生都要

作为“小先生”去讲去评，如此不仅能

保证每一个学生都掌握学习内容，还

能保证每一位学生都真正参与到课

堂教学中来。

在教学管理中可以设置“小先

生”岗位，旨在培养学生会学也会做

的能力，且每个人都有合适的舞台

发光发亮。例如卫生“小先生”、学

习“小先生”等，以实现学生的自主

管理、自主教育，使学生在管理与被

管理、管人与管己之中，行为规范逐

步内化，思想道德不断升华。

陶行知先生说过：“我们要求

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

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

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学

校传承陶行知先生的教育理念，并

结合现代办学理念，将“小先生制”

赋予新的含义，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让学生主动承担角色，在活动中得

到发展，从而形成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的学习生活氛围。依托教育部

重点课题“‘小先生制’下伙伴学习

的实证研究”，学校积极探索“小先

生制下伙伴学习课堂教学模式”，

使“课堂”变为“学堂”，真正还原

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把课堂当作

学生的生活空间来建设，引导学生

把课堂学习当作生活来看待，师生

共建一种伙伴学习的新型学生观、

学习观。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樱花小

学校长）

“小先生制”思想及其启示
□ 张健

孩子习惯好不好，一眼就能看

出来，这在立贤小学已经做到了。

我校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习

惯树”，从手机端或电脑端就可以进

入学校的“习惯树”平台，孩子、家

长、教师都能随时看见孩子的“习惯

树”，“习惯树”长的大小、棵数多少

等，能直接、准确、及时地反映孩子

的习惯情况。

从习惯到“习惯树”

叶圣陶说：“教育就是培养习

惯。”每一个校长都会重视孩子习惯

的培养。“21天形成习惯”“90天稳定

习惯”，在实际操作中并不乐观。60

条习惯——20 条习惯——9 大核心

习惯——15 条习惯操作要点——

“3915”习惯教育……我们走过了漫

长的路。

能否让孩子的习惯养成看得见？

能否建立机制激励孩子养成良好的习

惯？2012年，我们想到了“习惯树”。

用不断生长的树，包括树的大

小、棵数及周围的生态，组成不同的

电子画面，综合表现孩子的习惯养成

情况，这就是我们的“习惯树”。不断

生长的“习惯树”，让孩子的习惯看得

见；不断生长的“习惯树”，持续激励

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2012 年以

来，学校每一个孩子都伴随自己的

“习惯树”生长，逐步养成良好习惯。

从一棵“习惯树”到一片
“习惯森林”

针对学校的 15 条习惯操作要

点，每月的笑脸评价和适时的二维

码奖状鼓励，都可以转为“习惯树”

生长的分数，激励孩子不断养成好

习惯。从独属于每一个孩子的“习

惯树”主页看，随着孩子习惯的逐步

养成，“习惯树”从一棵小树逐渐长

成一棵参天大树，从一棵“习惯树”

逐渐长成一片“习惯森林”。

学校制作了习惯二维码奖状，

分为“阳光”卡、“雨露”卡、“养料”

卡，分别对应生活习惯、学习习惯、

品德习惯，用来表扬平时孩子某方

面表现较好的习惯。这些卡具有分

值，家长手机扫描，可将孩子的习惯

卡立刻转化为“习惯树”生长的分

数，“习惯树”便开始生长了。

在孩子的“习惯树”主页左上

角，能显示一个月的笑脸评价结果，

分四个层次：没有笑脸、1 张笑脸、2

张笑脸、3 张笑脸。点击打开后，能

清楚地看见针对学校 15 条习惯操

作要点的笑脸评价结果。评价主体

有 4个，分别是自己、小组、家长、班

主任。笑脸对应的分值是促进“习

惯树”生长的动力。孩子的“习惯

树”主页画面随着分数的增加变得

越来越繁茂。

每月笑脸评价自动转化为积

分，至每学期末，自动累计成学期总

积分，同时自动转化成“习惯树”棵

数，积分和棵数同时显示在孩子的

“习惯树”主页左上角。随着积分不

断增加，“习惯树”就会不断生长，棵

数就会不断增多，一片“习惯森林”

慢慢地呈现在孩子面前。

单单看一下每一个孩子的“习

惯树”主页，既有上一个月的笑脸月

评结果，又有累计的习惯树棵数，更

有依据积分显示的不同电子画面。

孩子的习惯怎样，一目了然，孩子会

因为自己的主页画面变化和数字变

化而兴趣盎然。

从“习惯森林”到综合素养

学校一直坚持“3915”习惯教

育。除了学科成绩，孩子的兴趣特

长培养也受到“习惯森林”的滋润。

“习惯森林”带来的良好生态，能助

力孩子专注于兴趣发展，将兴趣发

展为特长，成就“最好的自己”。

一直以来，每天下午放学后，学

校的孩子有机会参加各类社团，社

团最多时达到 35个。在社团里，孩

子们放松心情，舒展个性，生长智

慧。兴趣、特长的发展为立贤孩子

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机会。

我们学校是一所建校 12 年的

年轻学校，经过了 3 年创业、3 年拓

展、3 年课程建设、3 年团队建设。

自今年9月1日起，学校将进入第五

个三年建设，主题是“综合素养培

养”。面对人工智能，我们更需要培

养孩子的综合素养，特别是创造

力。因此，体验性课程、跨学科整合

性课程尤为重要。

一个人的发展，良好习惯是基

础；一所学校的发展，生态环境是

前提。相信孩子能从一棵“习惯

树”到一片“习惯森林”，不断提升

综合素养。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立贤小

学校长）

从一棵“习惯树”到综合素养
□ 朱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