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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待 学 生 ，用 赏 识 眼 光 面 对 差 异

——
— 商河县第二实验学校校长王其良专访
商河县第二实验学校始建于2013年10月，2014年9月份开始投
入使用，是一所义务教育阶段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校坐落在商
河县省道316线以南，滨河路以西，商中河东岸，设计规模54个教学
班，可容纳在校生2520人。作为商河教育的后起之秀，第二实验学
校正在朝着“育人教书 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希望每一个学生
“事事处处求学问，点点滴滴学做人”。

文/片 本报记者
通讯员 刘伟

李云云

育人教书和依法治校
是立校之本
记者：王校长您好，第二实
验学校正式招生短短三年的时
间，无论在教学还是德育方面，
学校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您
觉得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最
重要的是什么？
王 其 良: 在 学 校 的 发 展 过
程中，倾注了第二实验学校全
体师生的心血，在大家的共同
努力之下，才有了今天的第二
实验学校。我觉得，对于学校发
展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
人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
是“育人教书 全面发展”。
在大家的意识里，学校是
“教书育人”的地方，而我则将
“育人”放在前面，学生来到学
校最先学会的事情应该就是
“做人”，学会待人接物，做一个
堂堂正正的“大写的人”。例如：
在学校走廊上，会有孝文化墙，
也会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故事，
就是希望通过这点点滴滴的渗
透来感染学生。学生形成健全
的人格和高尚的道德修养，学
习成绩自然不会太差。
此外，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规矩”对于学校尤为重要，要
“依法治校”，按照“规定、纪律
和制度”来严格要求学生和老
师。比如，在升旗仪式上，通报
的各个年级的卫生情况等都有
严格的检查制度，每一个班级
都要严格遵守。无论是老师还
是学生，从进入学校之后都要
受到“法”治约束，也有利于他
们形成良好的习惯，久而久之，
学校形成一个良好的发展态
势。
“ 育人教书”的目标和“依法
治校”就是我们学校的立校之
本，也是我们学校生存和发展
的根本。

“分层走班制”
让教学更有针对性
记者：我刚才在学校的大
厅 里 看 到 ，在 学 校的办学思想
中，有一句话是“善待每一位学
生，
用赏识的眼光面对学生的差
异”
，
您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
学
校又是怎样做的呢？
王其良：在我眼中，每一位
学生都是可爱的，
都有各自的特
点和珍贵之处，
而这些不仅仅是
学业成绩能够衡量的，
他们都有
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而作为学
校，
最可贵的是要给他们提供平
台，
让他们展示各自的风采。
先从教学上来说，针对初
中生数学、英语成绩个体差异

大、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学校适
时推出了“分层走班制”这一新
的教学模式。目前，此项工作已
进行了近三年的时间，教学效
果正逐步显现。
数学、英语分层走班制教
学，就是学生根据自己现有的
知识基础以及对学科的学习能
力和兴趣，结合任课老师的意
见，自主选择A 、B 两个层次的
教学班，同时开展教学活动，学
生分别去相应层级班级上课，
原有的行政班保持不变。是一
种不固定班级、流动性的学习
模 式 ，它 的 特点是教师根据不
同层次的学生重新组织教学内
容，
确定与其基础相适应又可以
达到的教学目标，从而降低了
“学困生”的学习难度，满足了
“学优生”
扩大知识面的需求，
解
决了
“吃不饱”
的现象。
分层教学
的本质则是以个性发展为本，
尊
重学生的差异和自主选择，使学
生个性特长得到充分发挥。
7、
8年级实行体
另一方面，
育大课的选课走班教学，在保
证每个学生达到国家规定的体
育课程要求的前提下，为满足
不同学生的发展需要，每周固
定2 课时作为全年级集体体育
课时间，分类别、分层次设计了
多样的、可供不同发展潜能学
生选择的内容，使学生乐此不
疲，让学生真正成为体育教学
活动的主人（篮球、足球、羽毛
球、乒乓球和田径，任选一门）。

国际跳棋和游泳
挑起校本课程大旗
记者：您刚刚谈到在教学
上，学校针对学生的差异性进
行了特色教学。相较于国家课
程和地方课程，每个学校在校
本课程上的发挥空间更大。而
在校本课程的教学中，学校又
是怎样“用赏识的眼光面对学
生的差异”？
王其良：学校从2015 年上
学期开始开设校本课程，结合
学生兴趣特长和教师实际，小
学开设了国际跳棋、游泳、螳螂
拳、柔道、乒乓球、围棋、象棋、
舞蹈、绘画、手工、声乐、足球、
书法等20门校本课程，每周2课
时，固定时间固定场所授课。初
中开设了武术、象棋、围棋、绘
画、声乐与舞蹈、主持与演讲等
10 门校本课程。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
欢的校本课程。
在校本课程的开展过程
中，国际跳棋、游泳已经成为学
校的特色课程，受到了越来越
多学生的喜爱，也取得了一系
列优异成绩，例如我校学生在
全国青少年围棋比赛中获得季
军，学校在山东省第七届全民

商河县第二实验学校

积极到外地参加教研、听课、培
训。聘请县域内名师到校介绍
工作经验，指导教育教学方法。
同时充分利用我县“三名”工程
学习平台，观看、学习优秀教师
教学视频。最主要的是，学校全
体教师每周四晚上都要进行两
个小时的集中学习：谈课程改
革、分享教学经验、探讨社会热
点等等。利用电脑软件随机抽
取教师发言，每一位教师都会
认真探讨和准备。久而久之，教
师们的思想认识、业务能力、教
学水平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商河县第二实验学校校长王其良

运动会国际跳棋比赛中获得团
体第五名，并被评为“山东省国
际跳棋特色学校”。
学习国际跳棋的最佳年龄
是从幼儿园中班开始，一年级
的学生再学已经比较晚了，我
们结合学校实际，在一年级和
二年级开设了此项校本课程。
为了更好更快发展，学校邀请
了国内著名教练每周来给学生
和老师指导。在我的观念中，只
要是学生需要的，学校都要竭
尽全力满足。
而游泳课的设立，一方面
是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说不
定 在 这 些 学 生 中 就 藏 着“ 孙
杨”，通过我们的训练为市队、
省队输送人才。另一方面，最重
要的是，我们将游泳当作一个
最好的健身方式和生存技能来
武装学生。今年，清华大学和北
京大学规定，学不会游泳的学
生一律不能毕业，而我们的学
生——
— 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学会
了游泳，平时可以通过锻炼强
身健体，水中遇到危险可以自
救，学生真正得到了益处和发
展 ，何 乐 而 不 为 呢 ！更 可 喜 的
是，在济南市第七届青少年游
泳比赛中，我校队员获得200米
4×50米混
个人混合泳第三名、
合泳接力第四名、50 米蝶泳第
七名的优异成绩。
目前学校校本课程的开发
中，除了依靠学校老师，我还积
极寻找社会资源。例如，高兴圣

老师特别喜爱和擅长书法，
我就
邀请他来学校教书法，
杨新建老
师擅长螳螂拳，
我就邀请他来学
校教螳螂拳。
满足学生多元化的
需求之外，
我也希望学生从他们
身上看到，有了兴趣后付出努
力，
也许有一天兴趣就会变为特
长，
变为生存的依靠。

周四集中学习
让老师迅速成长
记者：从您刚才的讲述中，
我看到学校为学生的多元化发
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此外第
二实验学校每年都会涌入年轻
教师，在帮助教师成长这方面，
学校又是怎么做的呢？
王其良：年轻教师开学第
一课，我让他们观看魏书生的
《如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从
当代教育家的理论高度，指导
他们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紧接
着学习学校的规章制度和文
化，形成对学校的归属感。然后
让优秀教师传授经验，身边的
人现身说法，加深他们对于教
师这个行业的认同感。基于此，
再安排年轻教师讲述自己的所
感所想和今后的工作计划，自
己申请班主任和各自的学段任
务。根据教师的意愿和表现，安
排相应岗位，然后他们的教学
工作就开始了。
接下来，实行“走出去、请
进来”等方式，鼓励支持教师们

第二实验学校是起点
希望学生走向更大舞台
记者：在参观过程中，我看
到墙壁上有几组地图，有商河
地图、济南地图、山东地图、中
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这有什么
特殊的意义吗？
王其良：设计这些地图，我
其实是想告诉学生，第二实验
9
学校是你们每一个人的起点，
年的学习后，你们会有更大的
舞台。比如，你成绩好，毕业之
后考入省实验等名校，可能几
年之后就会考入清华北大，继
而出国留学，走向世界。你擅长
某项技术，你制作加工的东西
就可能销往全国各地等等。第
二实验学校仅仅是你梦想开始
的地方。
今年我们有了第一届毕业
生，他们在学校有专属的秘密
领地。在这里张贴着最具影响
力学生的照片，有他们给未来
自己的信，信中讲述了他最难
忘的老师，最难忘的同学，
学校
的一草一木等等。
我会一直为他
们留着，将来他们回母校，会找
到属于自己的记忆。
而我也希望
第二实验学校的每一位学生，
除
了课本知识外，
都能在学校形成
影响自己一生的习惯，
找到自己
的奋斗目标，
永远为自己是第二
实验学校的学生而骄傲。
而我和
所有的同事们，
将来想起这些也
不会有遗憾，
莫要辜负了每一位
学生和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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