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彰彰显显““感感恩恩··责责任任””特特色色 创创管管理理标标准准示示范范校校
——— 蒿泊小学践行《威海市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纪实

“办有灵魂的教育，育有底气的新人”。这是威海市蒿泊小学的教育宗旨。蒿泊小学将《威海市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行)》与学校的绳文化特色相结合，从学校管理、课程体系、德育体系、阳
光评价四大方面创新工作，使学校管理工作更规范、科学，争创首批义务教育示范校。

育人为本，制度为基。科学有
效的管理制度是学校正常教学秩
序的保障，可使学校人才资源得以
合理调配。蒿泊小学倾力打造《学
校管理手册》，手册立足学校实际，
结合科学的管理理念，兼具系统
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手册从平
等对待每位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营造和谐安全环境、建
设现代学校制度六方面分章分条
阐述，实现了学校全方位管理，使
得学校管理有章可循，有理可依。

同时，学校还实行“校园巡导
制”，成立了学校中层和教师组成
的巡导组，对规范办学、校园安全
等多方面实行巡导检查。蒿泊小
学将学校管理手册中的管理制度

网格化，全面实施以网格单元管
理为主要内容的校园管理模式，
通过实施网格化管理、责任到人
的方式，建立责任明确、细化量
化、严格考核、奖罚分明的校园网
格管理体系，形成责任和监督全
覆盖、无缝隙的校园网格化管理
模式，不断提高学校精细化管理
水平，打造最美的蒿泊小学。

开展四线自主合作教学，

打造高效、激情课堂

针对国家规定课程和地方
课程，蒿泊小学将绳的“凝心聚
力、团结协作”的理念融入于课
堂教学，在课堂上倡导自主合作
学习，建立生与教材对话、生与
生对话、生与小组对话、生与教
师对话的四级自主探究连接线，
进行“四线自主”合作教学法的
实施研究。在实施中，学校突出
学科教育特点，构建具有学科特
色的教学模式。在语文学科，学
校针对作文教学，创建了“读写
结合—主题作文教学模式”，数
学学科创建了“参与式合作学习
教 学 模 式 ”、品 德 学 科 确 立 了

“三步三课型”大循环合作教学
模式，用模式构建推动教学改
革。

重磅打造推门课活动，推

进常态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为推进四线自主合作教学，
追求高效课堂，蒿泊小学将“推门
课”作为加强教学管理的一个重
要途径。坚持以“推门课”为切入
点，以教研组建设为着力点，狠抓
高效课堂的构建，让原汁原味的

“原生态”课堂绽放精彩。

开发七彩绳微型课程，架

构多彩育人校园

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
学生学习兴趣，学校秉持“重视引
导、微处入手，快乐学习”的理念，
开发了“七彩绳”微型课程。共七
个板块：

教师知识脉冲 智慧引领智慧

每周为教师送上一份微课程
短片，从而引发深入思考，在日积
月累的坚持与积累中提升教师师
德师能。

百科大讲堂 书本外的精彩

由学生家长根据自身特长、
职业才能等资源优势自主开发
而成的一种内容相对独立、形式
短小精悍的专题讲座或专题，使
教育不再局限于课堂，局限于教
材。

晨诵 与黎明共舞

每天上午的语文课，利用十
分钟时间，在晨诵微视频的引领
下，通过“开启诗——— 复习诗———
一首新诗”这一模式的诵读，使学
生在诵读中培养语感，感受母语
的无穷魅力，并为孩子的诗意生
活打下基础。

五分钟开讲 自信开启未来

每个班级每日清晨课前五分
钟，每天一个学生轮流给大家讲时
事新闻、美文赏析及自定主题的即
兴演讲，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展示锻
炼的机会，培养自信心。

写字 写方正字，做方正人

学校编写写字校本教材，一
天一种偏旁结构，一个重点笔画
练习，写方正字，做方正人。

暮省 给心灵加油

每天放学前的10分钟总结，
给学生心灵加油。

静读 书香雅行，涵养美德

学校编写《静读评价记录手
册》，运用星级评价机制鼓励学
生坚持每天半小时“书香雅行”
静读活动，培养学生的静气，品
味书香，涵养美德。

基础型课程——— 抓实智育主体

完善管理体系 实施网格化管理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内容载体，学校只有用高质量的特色课程做支撑才具生命力。蒿泊小学在义务教育学校
管理标准下，在目标评价教学一致性的引领下，拓展了基础型课程、探究型课程和拓展型课程三大类，深化学校的
课程研究。同时又重磅打造推门课活动，推进常态课教学质量的提高。

构建课程体系 推进全面育人

学校针对教育信息化的快
速多元发展，采用翻转课堂的教
育理念，建设“多视点蒿小在线
学习平台”，由授课教师制作微
课程上传到学习平台，发放导学
案为学生自主学习搭建支架。这
种在线学习模式使得知识传授
和知识内化的过程相颠倒，改变
了传统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并对
课堂时间的使用进行了重新规
划，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和能力，为学生自主发展构建了
个性化协作式的学习环境。

探究型课程——— 打造翻转课堂，实现自主学习

拓展型课程——— 促进学生阳光特长发展

为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学校把核心价值观教育内
容与课程结合起来，建立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德育课程体系。

深化德育体系 夯实感恩教育

学校依托感恩教育校本课
程，以感恩为核心，以“爱自己、
爱他人、爱家乡、爱环境、爱祖
国”五爱五项责任教育为主题，
开发出六本校本教材，并开设

“感恩·责任”道德体验常规性

课程。学校结合感恩基地———
亲情馆、家乡馆、自然馆、祖国
馆，建立制度保障每周开设一
节校本课程，抓管理、抓落实，
做到感恩课教学计划、时间、教
材、教员“四落实”。

依托感恩校本课程，在校内种下感恩的种子

开发社会实践课程，在校外践行感恩行为

依托评价体系 促进全面发展

为推进学生“合格+特长”
的全面发展，蒿泊小学在本学期
重点创建了“五彩阳光少年评价
体系”。以色彩心理学为设计理
念，结合德、智、体、美、劳五个方
面，分别设“(红色)文明星、(橙
色)健康星、(绿色)责任星、(蓝
色)艺术星、(黄色)智慧星”，并
确定紧密贴合学生发展的二十
五条评价细则，对学生实行日记
录、周汇总、月评价、学期表彰，
按照纵横交叉、经纬联结的原则
编织学生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多

元评价、全员育人的评价网络，
让评价富有新的内涵，更具操作
性、完整性和实效性，真正成为
学生发展的助推器。

务实的蒿小人，本着“从小
处着手，实化每一条义务教育标
准细则；从大处着眼，关注每一
个学生发展”的原则，以网格化
管理、全员育人、感恩特色、多元
评价为抓手，培养具有“孝敬父
母、感恩社会、勇于担当”独特品
质的蒿小少年，让感恩的种子在
学生心中生根、开花、结果。

建立年级社会实践课程，
“社会实践活动”常态化

为了实现实践活动达到“普
遍实施，教师易导，学生乐做，效
果实在”的“常态化”实施，学校
从德育角度开发、规划和整合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将实践活动课
程与校本课程开发相结合，更好
地体现学校特色，从而构建了适
合学生的年级社会实践课程。

设立“感恩日”，“社会实践
活动”家庭化

蒿泊小学延续传统，把每周
日、与感恩相关的特殊节日如感
恩亲情的“母亲节”、“父亲节”，
感恩祖国的“国庆节”“中秋节”、

“新年”等节日定为“感恩日”。要
求每个学生，在“感恩日”承担至
少一小时的家务劳动或社会公
益活动，将这作为一项必做的家
庭作业。重阳节开展“童心暖夕
阳”系列活动，国庆节开展“古韵
童声”庆祝祖国生日寄语……在
这些活动中，学生以实际行动表

达自己的感恩之心。学校还开展
“一张纸 一份爱”环保公益活
动，培养学生节约纸张，回收纸
张，爱护环境的责任心。

建设校外感恩实践活动基
地，“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化

学校按照“课内外结合，校
内外沟通”的感恩德育工作思
路，以“爱自己、爱他人、爱家
乡、爱自然、爱祖国”五大主题
为重点，以“五爱五项责任”为
培养目标，建设了威海市科技
馆、威海海警基地、威海市福利
院等十多处校外实践基地，并
依托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和博爱
家委会组织，开展德育体验活
动。如：到老兵营山庄进行种植
体验，让孩子们在劳动中懂得
粒粒皆辛苦；到凤林敬老院亲
手做午餐，孩子们用行动践行
孝老、爱老、敬老。感恩教育真
正成为连接学校、家庭、社会的
教育纽带，打造家庭、学校、社
会三位一体德育教育模式。

文/徐雪

体 艺“ 2 +
1 ”项 目 工 程 ，
是教育部大力
推行的深化艺
术 教 育 、体 育
教育的创新举
措，依据校情，
我们进行体艺

“ 2 + x+ 2 + x”拓
展型课程的开
发 试 验 ，将 体
艺活动的落实
全部纳入正式
课程体系，编织出促进学生阳
光特长发展的艺体培养网络。

体育“2+x”，舞动学生快乐
健体的纽带

学校选择花样跳绳和绳韵
律操做为两项体育必选项目。在
此基础上，由学生再根据自己的
爱好选择一项体育项目，让体育
的“2”放大成精彩的“2+x”。

艺术“2+x”，拧成学生艺术
特长发展的纽带

艺术特长培养的“2”是全
校普及的特色中国结绳编创作
和书法，“x”是个人自主选择
项目。让学生在学习绳编技法
的过程中传承中华文明，手巧
而达到心灵。同时学校还开设
国画、书法、跆拳道、武术、陶
艺等社团，为学生提供多样化
选择。在落实上，学校做到学
生参与率100%，任课教师开课
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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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德育课程体系的假、大、空，让感恩种子内化为学生的行为，
学校打造了“五爱五项责任”序列活动，实现教育的三个延伸，由课内教
育向课外实践延伸，由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延伸，让感恩教
育真正成为连接学校、家庭、社会的教育纽带，打造家庭、学校、社会三
位一体德育教育模式。

▲晨诵微课程展示。

感恩自然校外基地活动：
学种地瓜。

▲绳编校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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