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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一体营书韵

厚植文化——— 多读书

学校遵循“以学校浸润师
生，以教师引领学生，以学生带
动家庭，以学校辐射社区”原
则，营造书香氛围，厚植书香文
化。

学校是阅读的大磁场。
2018年起，学校推行“书馆小嘉
宾”阅读卡，即凡是在学校举行
的大型活动中获奖者或是对学
校有特殊贡献者均可以持卡在
书馆自由借阅。同时还招募书
馆、书吧志愿者，多方面保证学
生“亲书之旅”畅通无阻。2019
年，学校重新设计了南、北楼走
廊文化，北楼以“美丽的汉字”
为主题；南楼以“璀璨的文学”
为主题。此次文化重塑完全以
学生的视角解读、构画，使得学
生切实站在学校的正中央、站
在阅读的主场上建构起一脉相
承的文化，自然承担起文化未
来发展之重任。文化的习得仅
仅目染还远远不够。2018年，学
校于“书阁”分别设立“古法造
纸”、“活字印刷”体验区。把体
验与学生评价密切结合，调动
学生积极性。可喜的是学生的
探究没有止于体验，反而撬动
起他们对纸文化、活字印刷等
的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已悄然生根、发芽。

教师是阅读的先行者。学
校继续推行“读书的教师最美”
五大读书工程，且在“专业指导
读”“推荐交流读”中，强调两个
关键词——— 读能所用、滋养心
灵。本学期以读《概念为本的课

程与教学》为主，围绕“什么是
概念”等多个主题，通过个人带
着问题理解读、组内带着理解
分享读、校内带着反思跨越科
读等多种方法，将专业读落到
实处。2018年，学校启动了两个
阅读共同体——— 全体教师“悦
读悦美读书心灵氧吧”和青年
教师“拾光书屋读书心灵氧
吧”，以此带动最滋润心灵的深
入读。

学生是阅读的践行者。有
了教师的感召读、先行读，学生

“我要读”的行动力十足。优秀
的书籍能引领学生在语言文字
中滋生出优雅的心灵和气质，
所以学校推荐的必是精挑细选
的，其中不乏威海市中小学阅
读推荐书目，如数学的《数学真
好玩》，英语《多维阅读》，体育

《越跑，心越强大》等。学生每天
阅读20-30分钟，并打卡记录；
家庭中每周一次亲子阅读；班
级每月一次主题读书交流会；
学校每年举行一次阅读考级，
保证阅读的持之以恒。

有了“面”的广读，还必须
有“点”的深入读。学校每年均
举行不同的主题阅读：诗词、古
文、成语、经典、名著，五年一个
循环，广度、深度双向驱动。每
一个专题的阅读都引领学生深
度阅读、多元阅读。如今年的主
题阅读是“成语荟萃”，学生们
通过诵成语、讲成语、画成语、
写成语、演成语等系列活动，深
切感受成语的魅力，真正达到
对成语的建构、运用、创造。

家长是阅读的伴随者。师
生有效的阅读，一定会带动家
庭、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阅读。

亲子阅读、“为爱读书”、“优秀
父母养成读书”等活动，将读书
延伸至家庭、社会，共同营造有
益于学生成长的大文化环境。

三类课程促发展

立体丰富——— 读好书

“知美教育”不仅要引领学
生多读书，而且要读好书。所以
在执行国家标准课程的基础
上，学校优化、统整三级课程，
构建了纵向贯通、横向联系、可
以不断生长的强大课程体系，
引导学生成为懂知识、明事理、
敢担当的知美少年。

“好书”之纵向贯通，优化
三级课程。学校的课程结构纵
向看为三大类，即国家、地方、
学校课程，共计48门。实践中，
在凸显三级课程的基础上，结
合知美教育特色创建进行适度
的拓展、延伸，使得三级课程更
具文化内涵。

基础课程有特色。前期，学
校在各个学科中创建了特色项
目：《博学语文课程》《生活数学
课程》《基于听说写的绘本课
程》等。近阶段，又在国家课程
中开设“主题辩论课”“学科微
型辩论课”，引导学生在多读

“输入”的基础上，开始高质量
的“输出”——— 会思辨、能表达。
学校课程有实效。学校校本课
程重实施，目前有《相约经典》

《墨韵》《做最美的自己》三套校
本教材。

社团校本课程增厚度。知
书达理、美行成习，是所有社团
课程的轴心。以新增的立体书
课程——— 折纸类、衍纸类、插纸

类等为例，此类课程不仅仅是
一件手工作品，还融入学生文
学素养的积淀与表达，融入学
生思维力、创新力的发展。

“好书”之横向整合，建构
大课程群。学校按照课程的性
质与育人目标将国家、地方、校
本三级课程横向进行整合，建
立六大课程群。如，品德类课程
整合思品、安全教育、相约经
典、做最美的自己、民俗文化节
等，使得传统的说教类课程具
体生动起来，引领学生在丰富
多彩的活动体验、读写诵绘等
学习中净化心灵、美化言行。

聚焦深度提素养

立足课堂——— 会读书

要实现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的提升，其主阵地必然是在课
堂。学校的课堂教学研究目前
梳理为“任务驱动型学本课
堂”。其核心是“一模一线”；其
要素为“一案两力”；其操作策
略为“三个转化”，最终达到“知
书达理，美行成习”。

教师关注学习的历程。系
列为主，整体推进。学校在前期
研读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
逐步形成了“课程纲要理念
课—课程纲要分享课—单元整
体教学设计—任务驱动学历案
撰写”系列研究，并在全校整体
推进。就在前几天专家入区培
训，学校的研究得到张斌教授、
区教研员的高度赞誉。“概念为
本”，单元聚焦。2018年下半年，
学校开始实施“概念为本”的主
题单元整体教学，即从每一单
元提炼出指向学生学科素养达

成的相关核心概念，以不同的
课型循序渐进地引领孩子高阶
思考、质疑探究，彰显学生自主
学习之美。

教师智慧导学力。在整个
教学的过程中，教师需做到

“三个一”：即要有开发任务驱
动教学的能力；要有转化整合
新问题的能力；要有转化激活
新问题的能力。进而驱动学生
实现深度学习之美：倾听美、
质疑美、表达美、辩论美等。

学生智慧学习力。自主、合
作、对话、探究、反思是学生智
慧学习力的综合表现，是学生
学会学习的核心，也是教学的
本质追求。

多元评价益终生

美行成习——— 让生命成为

最美的书卷

“四美”引领发展。 四美
指“最美教师”“最美党员”“最
美教研组”“最美年级组”的感
动实小评选表彰活动。结合

“四美”的评选，学校于2019年
推出“读最美的你”系列活动，
树立每位师生都是一本最美
的书卷。读最美的你，美丽不
会止步于当下，她会沿袭，会
传承！而“读人”“读社会”则引
领师生走向更高质量、更宽视
野的阅读！

“四美”关注成长。学生的
“四美”即知美班级评价台、知
美shopping屋、知美少年成长
手册、知美少年评比，激励学生
每一天、每一周、每一月、每一
年美一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从2005年起，经区实验小学便开始了书香校园特色创建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学校已经是“书香满园”。2013年，在书香特色的基础上，学校引

入“知美”核心理念，使学校特色建设在传承的基础上飞速前进。
如何让特色发展引领学校内涵发展？如何让特色创建成为内核，真正助力师生素养的提升？2014年至今，学校主要从书香文化、书香课程、学本课

堂、多元评价四个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打造属于经小的特色品牌。

佳作欣赏：《老边其人》
老边是我前任。
想多了吧，是我前任语文老师。其

实我这话说的不对，她是我永远的语
文老师。

据小道消息，老边年轻的时候，是
个美人儿。

我曾经偷偷端详过她的五官。想
来如果时光倒流，老边重新变成小边，
她应该是属于皮肤白皙、五官清秀型
的女生。

第一次见她时，是在升高一开学
军训期间的晚自习。其实那时候我很
困，手支着脑袋不知道闭了几次眼，满
心想着什么时候打九点半的放学铃。

眼前因犯困而模模糊糊，依稀记
得那天她穿了件粉衣裳，眼镜片反射
的光有一瞬间折射进我的眼睛。我一
激灵，心想，她穿粉色竟然不俗气。

因为偏爱语文，初到校在班级里
自我介绍的时候我就申请担任了语文
课代表。这就是我和老边结缘的开始。
我算是个比较慢热的人，上手工作也
是如此。跌跌撞撞，迷迷糊糊，刚开始
连语文办公室的方位都差点儿搞不
清，好在我没有脸盲的毛病，看脸找
人，抱着“我一定要兢兢业业”的心思，
连续几天忘记送作业。老边总是温和
地叮嘱我几句，我点点头，照旧。

值得欣慰的是，老边的记性也不
咋地。不是忘带了课本，就是忘带了U
盘。却能一本正经地调侃我：“小戚呀
小戚，你看我这么大了记性才变这么
差，你小小年纪，怎么跟我一样！等你
到了我这个岁数可怎么办呐？”我嘿嘿
憨笑，心想，彼此彼此，徒弟像师父，天

经地义嘛。
不过，我也并不是冥顽不化，曾经

在改善记性方面付出过努力。可惜的
是，高一时光匆匆，语文课代表任职期
间没能收获成效，却在选科分班后造
福了地理老师，也算挺好。

老边其人，语速偏快，抑扬顿挫。
对我们班期望颇高，因此有时心理落
差略大，容易生气。一生气，语速加快，
突突突如一波子弹连发，敲在空气里
震得每个人都心生惶恐，教室里一片
寂静，只能听见老边的发言。老边自带
段子手属性，常常扬言“再不听话，我
要揍XX的屁股！”这种略带幼稚的威
胁常常有出其不意的搞笑效果，但诸
位共聆教诲的同窗必须把笑声憋住，
否则会加剧老边的怒火。不过不必太
过担心，老边和我有一共性，比较乐观
幽默，见她动气，却很少能见她怒火中
烧。一般是“眼见他火着了，眼见他自
个儿人工降雨”了！

老边对我的期望也挺高。
想想高一一年，我的语文成绩起伏

不定，真正让她满意的遭数不多。同样
的，我的总成绩更是如股市般大涨大
跌。记得有次月考成绩实在让我难堪，
课间时一步一挪蹭进办公室，老边抬
头，眼神透过厚镜片还是犀利的很，“活
该！前些天自己什么状态自己心里不清
楚？浮躁懒散，光看语文课上你的表现
我就知道你肯定要退步！”一番话下来
我却有种四肢通泰，浑身轻松之感，相
比安慰，我好像更喜欢这种一针见血的
评价，亲切极了，很有我妈的风范。

在老边的召唤下，我成了语文办

公室的常客。老边不是抓我去打杂，而
是抓我去看书。因此，那段日子，我的
大课间奉献给了书籍。老边在桌边的
书架上翻翻找找，有时递给我一本《雷
雨》，有时递给我一本作文素材。阳光
正好，气氛正好，老边递来的苹果也正
好。咬上一口，甜甜的心情随着甜甜的
果汁滑进胃里，真是惬意，真是满足。
老边闲了，也来趴着跟我聊天儿，谈我
的作文。她说我的作文还有很大进步
空间，文风像我本人一样属于小清新
风格，但是细腻不足，大气不足，深度
更不足，劝我多看看名人传记。她有句
名言：要把书读深厚！

这些话，我都好好记着呢，并且正
在努力施行中。

在老边的鼓励下，我没少写文参
赛，也拿了几个不轻不重的奖项，偶尔
也有想要飘飘然的冲动，但是想想老
边的话，想想这些文章里也包含着老
边的心血——— 她仔仔细细的阅读和批
改，我也就飘不起来了。飘什么呢，我
才走了多远呀。而这不太远的道路，老
边作为引路人，实在敬业得让人感动。

我和老边，亦师亦友，感情越来越
深厚。老师和课代表，一唱一和。她竭
力教我要在同学面前凶一点，不要太
温柔，我则努力在老边与同学之间寻
找平衡以求自保。一日一日打打闹闹，
有喜有怒，其实趣味十足。

但，选科分班的消息很快不胫而
走。我有点儿心慌，这个消息像是一方
灿烂天地中忽然笼罩的阴影，让我在
接下来的日子里有点儿心神不宁。我
在担忧。最怕的一件事是与老边分开。

这么投缘的老师，我上哪儿再找去？
再怎么担心，再怎么祈祷，似乎都

无济于事。
那天上午，我在走廊里迎面遇上

老边，她悄悄告诉我，分班结果出来
了，可惜的是她不能再带我了。我难以
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大概是有点伤
心又有点“释然”吧？她笑着讲，班上的
两个调皮学生这次落到了别的老师手
里，又叹口气，捏捏我的脸，“我的宝贝
也到别人手里啦。”说得我鼻头一酸，
几乎要落泪。

唉，我的宝贝也要到别人手里啦。
最后一堂课，老边圆了大家的心

愿，和和美美地上演了一出屈原课本
剧，也许是我给屈原投江精心挑选的
音乐太过感人，我的泪水，总是忍不住
要往外涌。老边也哭了，不过是在总结
陈词的时候，我的泪，也终于能肆意流
出。

记得读过一句话：太美好的东西
总是让人心痛。和老边在一起的时光，
回忆起来让我满心作痛。

我舍不得老边。
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我想，如果将来我真能凭借自己

的奋斗达成目标，我还要回到这熟悉
的母校，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就坐在老
边的身旁。“多年师生成同事”，那该多
么有趣。

收笔之时，转首瞥见窗外天空高
远明净，九月到了。祝老边，以及天下
千千万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威海市实验高中 高二(17)班
戚圣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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