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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让这里的学生更加快乐成
长

下午2：25到2：40，是洛阳市涧西
区英语学校的孩子们最期待的午读时
间。每天的这个时候，学生们都可以准
备几本自己喜欢的课外书，上第一节课
的老师和全班同学一起，默默阅读，尽
情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我是教英语
的，但是我一直认为，让学生们大量阅
读是正确的选择。从绘本故事，到儿童
读物，到文学类书籍，再到世界名著，我
自己跟着学生们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
一天不看书就感觉这天的生活少点什
么。”涧西区英语学校一年级二班的班
主任老师李晓婵说。为了让学生们多
读书，李晓婵没事就泡在图书馆、城市
书房，为学生们淘好书。她说：“一个班
级，可以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有一些

能让学生和教师成长的书，就是有温度
的班级。”

涧西区英语学校自从推广新教育
以来，多管齐下，齐头并进，尤其是在打
造书香校园方面，做出了许多创新性探
索。晨诵、午读、暮省，让学生们一直沉
浸在校园的氤氲书香中。学校里随处

可见书架，图书更是种类丰富。“书香校
园的成功打造就是新教育成功的一
半。”校长姚莲彩如是说，“晨诵时候，校
园里充满了律动，让人带着美好的心
情，享受美好的生活，这才是教育的本
质，也是教育者一直追求的情怀。”

新教育带来新的教育生命

“教师的工作，总是充满着繁杂，从
接受新教育开始到现在，短短两个多月
的时间，让我感受到了巨大的转变，从
以前的单一式教育变成了现在的享受
教育，从一个教育者变成了知识的汲取
者和传播者，从曾经两点一线的枯燥生
活变成了幸福的职业生涯。”洛阳市涧
西区英语学校六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老
师郭云霞说。郭云霞是一个爱看书写
作的教师。开学初，学校开始推行新教
育，其中有一项便是要求老师们每周书
写阅读心得、教育故事或者教育案例。
全校从上到下都要动手写，校长带头
写，还要进行交流。“一开始是在被动的
情况下接受的，觉得这就是在给老师增
加负担。”

郭云霞说。可在领导和同事们的
激励下，她还是坚持了下来。两个多月
来，她写了十余篇新教育书籍阅读心得
和教育随笔，有反思家校共育的，有反
思教学技能的，有反思教学成果的，有
提升家校沟通技巧的，越读越想写，越
写越上瘾，郭云霞在教学技能上、教学
管理水平上、沟通技巧上、对新教育的
理解上，汲取的知识越来越多。“感觉工
作有了新的目标和方向，不但让学生感
受到了新教育带来的幸福感，自己也感
受到了新教育的独特魅力。”她说。

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的校长姚
莲彩说：“让老师写教育随笔是学校上
上下下都在做的事情，为了激发老师们
阅读与写作的热情，我们还把老师们写
的随笔集册出版，现在已经出版了许多
册了。”

新教育让学生口吐莲花妙笔生花

今年3月，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
的老师们和学生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别具
特色的植树节。“让这么多学生同时到野
外植树不现实，但是为了让孩子们体会
到植树节的含义，老师们挖空心思，让孩
子们感受到种植的快乐和成长的喜悦。”
一位班主任老师说。原来，在植树节前
后，学校为每位学生发放了6种蔬菜或
者花卉的种子，提倡学生自己亲手种植，
并且悉心照料。有的学生领到的是辣椒
的种子，有的学生领到的是格桑花的种
子，有的学生领到是的是西红柿的种子，

有的学生领到的是青菜的种子。不管如
何，学生们都当起了勤奋的园丁，甚至还
把照料花草的过程写成了日记。“我们不
能带着孩子看遍全世界的风景，却能够
教会孩子如何拥有一双看世界风景的眼
睛。”这位教师由衷地说。在洛阳市涧西
区英语学校，每节课开始前的一分钟，都
是学生们轮流登台演讲的时间。这也是
学校践行新教育十大行动之“培养卓越
口才”的重要一环。此举大大提高了学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新教育就是要让学
生口吐莲花、妙笔生花，做一个有激情有
进步的学生。”洛阳市涧西区英语学校校
长姚莲彩说。

老师们对新教育也曾心存疑虑

当初洛阳市提出实施新教育后，曾
经有一部分老师产生了一些疑惑。“当
时说搞新教育，我就想着新教育不是我
们平时也在做吗？你看，包括课堂建
设、班级文化建设，还有校园文化建设
等，这些平时我们都在认真做，为什么
还要再做新教育？”一位老师曾向记者
表示。还有一些老师告诉记者：“我们
学校教学质量这么好了，还需要做新教
育吗？”

彭桂梅是涧西区教育体育局教研
室主任，涧西区新教育工作的推动者之
一，她也证实了老师们对新教育曾经的
疑惑。“其实，新教育是一种教育理念，
它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与时俱进，是
对传统教育的扬弃，是守正与创新，是
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完
整的具有创新力、发展力的教育理论。”
彭桂梅表示，新教育并不是对以往教育
的颠覆，它对我们今天教育的新发展具
有极大的引领作用。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涧西区实施新
教育后，短短两个多月时间，许多老师
开始感受到新教育的魅力。“我觉得新
教育的十大行动很清晰、很有条理，而
且目标非常明确，原有的教育教学活动
该怎样梳理归纳，归纳总结之后该如何
改进，条理性方向感都很强。”湖北路小
学一位老师告诉记者。

“走出去、请进来”双管齐下

在新教育推广方面，洛阳市涧西区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为了加快新教育的
推进步伐，涧西区教育体育局实施了“走
出去、请进来”的策略。3月15日，涧西
区教育体育局邀请新教育研究院资深专
家张硕果和宋新菊两位老师，为涧西区
全体中小学校长和骨干老师，带来了营
造书香校园和缔造完美教室的专题培
训。培训中，陶思颖局长亲手将“特邀专

家聘任证书”递交给张老师。这次培训，
使涧西区的一线老师对于新教育活动该
怎样开展有了更详细的了解。

4月14日，涧西区副区长张翀亲自
带队，带领由涧西区28名中小学校长、
骨干教师和教科研人员组成的52人的
学习队伍，开赴新教育发源地江苏海门
进行全面深入的学习。一位参加考察学
习的教师回忆：出发前，涧西区教体局就
组织大家都提出问题和思考，集思广益，
将学习活动形成教师成长课程，进行了
精心的设计与安排。在考察学习的第一
天，张副区长首先做讲话引领：海门教育

“新”在哪里？如何坚定涧西的教育目
标，学习、运用海门经验推动涧西区教育
事业的发展？怎样把涧西的教育做成拉
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这极大地增强
了大家学习新教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陶思颖局长每天早上领读团队亲自写下
的晨诵开启诗，齐卫利副局长进行每天
学习观察点、问题思考的部署，激发了每
一位学习者激情满怀地投入到全新的学
习生活中。由于当时没有合适的晨诵场
地，大家就站在马路边诵读，这个景象甚
至引起海门当地教育者及群众的围观。

考察学习期间的每天晚上，副区长、
局长、副局长都会带领大家在一起进行
总结研讨。每位校长发表自己的学习心
得，并与大家进行交流分享。结束海门
的培训后，部分校长又来到新沂参加实
验区工作会，与新教育的提出者朱永新
教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参加此次交流
学习的彭桂梅主任表示，这次交流使她
从更加宏观和人文的角度对新教育有了

“新”的理解。“追随新教育的我们见到仰
慕已久的朱永新教授，心里产生出巨大
的‘激荡’！朱教授讲话言简意赅，切中
要害，是对‘新教育’理念的再次界定，也
是对实验人的殷殷教诲。‘新教育’是回
归教育本来模样的教育，是‘真教育’。

‘新教育’实验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新教
育。新教育高度契合国家教育方针和政
策导向，是站在世界教育科学前沿的教
育。同时，朱永新教授还强调实验区要
注重创新、发展特色，处理好内容与形
式、全面与重点、传播与深耕、底线与榜
样、理论与实践等关系，这更加坚定了我
们追求真善美，共同创造新教育、携手圆
梦新教育的决心和勇气。”

先锋引领、全员参与，新教育实验
稳步推进

为了确保新教育推进工作的保质
按量有序地进行，开学之初的3月6日，
涧西区即召开了新教育工作动员启动
大会，会议上发布了《关于开展新教育
实验工作的实施方案》，会议提出了“全
员参与、全面开花、挖掘亮点、形成品
牌”的工作思路，并提出了“分类实施、
重点突破、榜样引领、稳步推进”的工作
策略。

这次会议上宣布了涧西区制定的
新教育实施工作方案，新教育十大实验
工作安排，以及每月工作台账。各个学
校也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成立了项
目负责人核心团队，有计划地按照工作
台账开展活动。此次会议，让全区的新
教育推进工作更加系统化、有序化。

彭桂梅告诉记者，“营造书香校园”
和“研发卓越课程”是涧西区每个学校
的必选项目，除此之外，学校结合自己
的学校文化和特色再增加1至2个项目
作为开展新教育实验的重要抓手。她
介绍，学校已经将每个项目的主抓领导
和相应的骨干教师都一一进行了落实，
全面、扎实开展实验。

4月12日，涧西区又召开了“营造
书香校园”和“新教育实验阶段推进”专
题会。“营造书香校园”会议专题谋划了
今年全区各中小学的“书香阅读”特别
是“读书日”相关活动，最终这项活动在
全区中小学掀起了一次全区范围全员
参与的阅读高潮。“新教育实验阶段推
进”会，教体局各科室主任、学校校级领
导、新教育实验相关负责人百余人参加
了此次会议。会议围绕“新教育实验阶
段推进研讨、实验教师成长课程开启”，
共话新教育行走路上的全息感悟，点滴
成长，进行了“高标准、有干料”的全域
分享交流。从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改
变、我们的感悟三个方面，畅谈了践行
新教育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收获。
同时，对新教育实验一个多月来所出现
的问题，特别是实际操作方面的问题，
进行了充分的研讨交流。

新教育实验，激发了老师和同学
的热情

为了保证新教育在涧西区落地生
根和扎实推进，涧西区各校建立了良好
的线上线下教研机制、沟通机制，促进
教学，分享经验。在实施新教育实验
前，东方二小已经进行了17年校园阅
读的探索。学校研发了小桔灯系列课
程和校本课程，结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现在每个年级有不同的读本。涧西区

各学校的校本课程研发工作已持续多
年，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最少一种的校本
课程。借着新教育的春风，各学校又进
一步梳理、完善，通过教研活动的深化、
细化，形成卓越课程。譬如学校的晨诵
课，相关的课程老师会利用专题教研时
间在一起研讨本周要读哪些诗，达成怎
样的教学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教学方
法，完成哪些教学任务等，然后制定具
体的教学计划。课后，老师们会对教学
情况进行反思总结，集结成册。

英语学校、东方三小、东升一小、东
升二小、景华实验小学等所有学校开展
了校长领读、教师领读、家长领读、对话
交流等分享活动。通过分享和提升，广
大师生的学习和工作发生了可喜的变
化。涧西区英语学校一位老师举了一
个例子，晨诵课程以往是老师带着同学
们读一首很美的诗或者课文，现在他们
通过一些环节的设计，用优美的诗歌，
美妙的诵读，心灵的对话，让师生都感
受到美好一天的开始，感受到生命在黎
明中飞舞，让师生在充满愉悦的心情中
投入到一天的学习和工作之中。

新教育实验成果初现

通过“营造书香校园”和“研发卓越
课程”两大新教育实验的深入开展，涧西
区各个学校变得更加润泽，更加丰盈。

“营造书香校园”，孩子们随时随地
捧起书本就可以静静地阅读，同学之间
变得更加平和、友爱。“营造书香校园”
改变的不仅仅是学校，“书香家庭”作为
实验的衍生，更是让中小学生家长的阅
读热情越发高涨。东方四小一名学生
家长告诉记者，家校在开家长会的时
候，会给家长提出指导性阅读建议，包
括怎么去引导孩子走上阅读之路这样
的经验传授，然后学校会给家长们推荐
各种阅读书籍。这位家长表示，自己回
到家里会和孩子一起阅读，并把阅读感
受分享到家长微信群中，老师也及时关
注和评价。他说，有了这些评价，他和
孩子的阅读动力更足了。

“研发卓越课程”，涧西区各个学校
站位新教育实验关于卓越课程的阐释，
结合自己学校发展进程中的阶段成果，
本着具有“国际视野、民族情怀、强区气
派、涧西风格”内涵的课程定位，进行高
度整合，“版本”升级。生命教育课程，
公民教育课程，艺术教育课程，智识教
育课程，特色课程等在涧西有了新的质
感，极具唤醒力，人人参与，强根固本，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内心深处一颗颗
的道德种子、阅读种子、运动种子、习惯
种子……在悄然萌芽。“本真、适才、普
惠”的课程研发，给涧西的师生提供了

一种有完整感、品质感、获得感的幸福
优质教育。

东升一小一位老师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用“卷入”一词来形容自己融入新
教育的感受。她说新教育实验开展后，
她感到自己变了，平凡的人，带着教育
初心，把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变得不
平凡了。一班一课程，让她意识到自己
就是一个课程，她明白了自己的重要
性，多给孩子一些多元的空间，孩子的
世界就会多开几朵幸福的花。新教育
实验唤醒了她，让她更爱自己、更爱教
育、更爱学生们，她切实感受到了新教
育的意义和价值。

近日，记者从洛阳市教育局获悉，
在不久前举行的洛阳市中小学优质课
大赛中，涧西区116名参赛老师全部获
奖，其中一等奖81人、二等奖32人、获
奖占比98.27%。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涧

西区新教育的成果初现。
行走在涧西区各中小学校园里，琅

琅的晨诵声是清晨向着明亮那方最美
妙的声音，默默午读的静谧让人听得见
花开的声音，六维三境、形式丰盈的理
想课堂迸发的更是师生编织美好生命
的激情……在这里，新教育让美好时刻
发生。

新教育，让我们看到了素质教育的美好模样，找到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理想之路。新教育，为学生创造了一个真正成长的乐园；为教师带来了激
情昂扬的生命和工作状态；为教育带来了新希望。自洛阳市涧西区教体局开始推广新教育以来，营造书香校园、构筑理想课堂、师生共写随笔、家校
合作共建、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逐步开展，亮点频出，逐渐勾勒出涧西区新教育的“新蓝图”。

让教育回归美好生活让教育回归美好生活 洛阳市涧西区新教育侧记洛阳市涧西区新教育侧记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高菊 吉小平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3月6日，涧西区教育体育局召开2019年教育工作大会暨新教育实验推进会。

3月6日的推进会上，对2018年度的“全员阅读分享年”活动先进学校进行表彰。

4月12日，涧西区教体局召开“新教育实验”阶段推进会。

3月15日，涧西区组织新教育实验通识培训会。

4月14~17日，涧西区副区长张翀带队赴江苏海门学习。

涧西区副区长张翀在海门学习第一天清晨做讲话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