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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 煌 背 后 的“ 千 变 万 化 ”
——扶沟高中六年发展纪实

扶沟县委书记卢伟（左）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学校颁发奖金 扶沟县县长张颖波（左二）到学校调研并看望新教师

2015 年高考，扶沟高中再创历史新
高：胡瑞环同学以 638 分的优异成绩夺
得河南省文科状元；一本上线 809 人，上
线比率 31.02%，较去年增加 98 人；二本
1801 人，上线比率 69.06%，较去年增加
148 人 ，成 功 突 破 五 年 发 展 瓶 颈 ，实 现

“六连增”！

六年来，扶沟高中给扶沟教育带来了
一个又一个惊喜：一本上线比率由 11%上
升至 31%；二本上线由 40%上升至 69%；
本科上线由 66%上升至 90%。

六年来，扶沟高中为扶沟父老敬献了
一份又一份厚礼：清华、北大录取，由 0 人
到 21 人；从全市统考前 100 名 0 人到先后

摘取 7 个省市状元：2011 年周口市文科状
元；2011 年河南省数学单科状元；2013 年
河南省语文单科状元；2014 年周口市理
科状元（河南省理科第二名）；2014 年河
南省语文单科状元；2014 年河南省英语
单科状元；2015 年河南省文科状元。

令人惊叹的成绩凝聚了扶沟高中教

职员工的汗水和心血，见证了扶沟高中不
断奋进前行的足迹。

扶沟的父老乡亲啧啧称赞：“扶沟高
中活啦！”“扶沟高中火啦！”扶沟高中在

“人口小、尖子少、起点低、政策偏”的背景
下，究竟有着怎样不平凡的创业历程？又
经历了怎样的嬗变过程？

●管理之变——理念一新天地宽
时光倒流至 2009 年，当时的扶沟高中

在教育教学和社会形象上陷于四面楚歌的
尴尬境遇。教师精神状态低迷，上课情绪低
落；学生课堂分心，翻墙外出上网现象经常
发生。教学质量下滑导致初中优秀毕业生
大量外流，家长、社会纷纷质疑。扶沟高中
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常言说得好，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
校。2009 年 8 月 30 日，通过公推公选，何东
林从一位初中校长被任命为扶沟高中校长，
他在信任和质疑的交织中顶压力、聚智慧，
经过调查研究，结合学校当时的实际，提出
了“稳中求变、变中出新、新中固稳”的工作

思路，以“强素质、精业务、正作风、提绩效”
作为管理目标，按照“抓规范树形象、抓质量
上台阶、抓管理保发展”的工作步骤，紧紧围
绕“规范、调动、落实”开展工作。学校用“绅
士淑女”评选等德育活动规范学生行为；用

“3+1”课堂模式规范教学过程；用“十步法”
规范“导学案”的编制；用《上下楼梯路线
图》、《校园安全九不准》、《教室安全九不
准》、《寝室安全九不准》、《楼道安全三不准》
规范学校安全秩序；用“调动”激发教师教书
育人的积极性，用“落实”保证教育教学的完
美实施。

“教育无小事，时时有教育；管理无小

节，处处见规范”。很快，校长何东林倡导
的这一理念渗透到学校的管理过程中，并
细化成整套科学的管理机制和规范的管理
制度。

“实验班”管理是个很棘手的问题，许多
学生家长都想方设法让孩子进入实验班，学
校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为了减缓压力，
该校采取实验班流动管理制：实验班额固
定，学生不固定，是流动的，开放的；学生想
进实验班，用实力说话，不讲人情，不开后
门，“能者进，庸者出”。这样做一是打消了
社会上的疑虑，杜绝人情因素；二是鼓励全
体学生为进入实验班展开学习竞赛；三是给

实验班的学生施加压力，增添动力。采取实
验班流动管理后，实验班不再是风平浪静、
没有浪花的一潭死水，而是活力四射、汹涌
澎湃的海洋，流动的不是学生，而是不竭的
精神力量。

管理理念的转变、管理措施的创新，让
扶沟高中影响力明显增强，外市兄弟学校纷
纷来该校学习经验，本市兄弟学校陆续来该
校参观交流。

六年来，扶沟高中一年一个新脚印，一
年一个新台阶，一年一小步，年年不停步，年
年有进步，实现了教育教学质量走向辉煌的
梦想。

●教风之变——演绎神奇大跨越
“师德，是师资队伍建设的重中之重。”

上任伊始，何东林就和班子成员一起研究如
何加强师德教育。一系列加强师德教育的
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每周二的政治学
习、开展师德演讲比赛、举办师德知识竞赛、
举行师德征文比赛、观看师德视频……

通过加强师德教育，教师的精神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迟到、旷课的现象不
复存在了，违背师德的事情不再发生了，教
师的社会形象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学校
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有的老师有病输液
拔掉针就走上讲台；有的老师母亲病故刚下
葬，内心忍受失去亲人的悲伤，面带笑容给

学生上课……
学校发展的命脉是质量，质量的关键

在课堂，向课堂要质量是学校发展的必由
之路。面对当时大部分教师课改意识淡
薄，课堂效率不高的现状，学校没有急、没
有乱、没有退缩，而是循序渐进。首先宣传
发动，营造氛围：学校多次召开课改会议，
大会宣传小会讲，给全体教师分析形势，讲
解课改的必要。二是“走出去、请进来”，学
习借鉴外部经验。学校定期选派教师代表
到国内教育发达地区学习培训，接受新理
念，更新知识结构。邀请全国知名教育专
家来学校讲学，先后邀请的专家学者有江

西临川一中廖晓林主任、宁夏银川一中张
永宏主任、金太阳教育专家徐昀主任、著
名教育专家王金战、百家讲坛总导演高虹
等 36 人。这些知名专家学者不仅给扶沟高
中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而且深入课堂，现
场指导。通过向专家学习，老师们的教学
观念，教学方法，专业技能得到了进一步提
升 ，为 教 师 的 专 业 化 发 展 注 入 了 新 的 活
力。“学习是最好的投资，培训是最大的福
利”已经成为全体教师的共识。三是学校
探索督促。校长何东林和副校长冯凤云周
周走进课堂，课后通过回放课堂录像，与教
师一起探讨研究。

通过氛围的营造、专家的引领、学校的
督促，教师的课改意识渐渐渗透到课堂教学
中，如今，扶沟高中已经形成独具个性特色
的“‘自主研习—合作探究—交流共享’+老
师点拨”的“3+1”课堂模式，实现了课堂教学
的华丽转身。

课改给教师们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教师
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仅 2011 年以来，该校
教师有 81 人次在省市优质课大赛、创新大
赛、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评审专家对该校
取得的成绩从质疑到惊讶，他们赞叹说:“扶
沟高中实现了农村高中短时间跨越发展的
神奇!”

●学风之变——百花齐放满园春
“对于学校来说，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让他们能够健
康成人、成长、成才。”这是校长何东林经常
讲的一句话。

为了营造良好的学风氛围，学校精心布
置了励志条幅和各具特色的标语，它以无形
的力量，催人奋进，激人奋发。

班级文化是一门隐性课程，是班级灵
魂，是班级生存和发展的发动机。每班的

“班级文化栏”各领风骚，独具特色，内容五
彩缤纷，形式各具情态。文化栏内有优秀作
业典范，有学习经验介绍，有班级公约，有学
生自律，有班级之间的学习竞赛相约，有学
生之间的学习战术研讨……班级文化栏是
展示班级魅力的舞台，更是班级追求进步的
战场。

教室不单是学生学习文化知识的场所，
更是重要的育人阵地。扶沟高中在教室文
化建设中做到了四美、两特征。四美：空间
美、整洁美、语言美、色彩美；两大特征：激励
性和凝聚性。教室文化培养了学生正确的
审美观，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激发了学生热
爱学校、热爱班级的感情，增强了班级的凝
聚力。

学校还特别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
把心理健康教育纳入到学校工作目标、工作
措施中，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渗透到学校常
规工作和学校重大活动中。

每学期初，学校制定心理健康教育计

划，在人力、物力、时间上给予充分的保证，
平时抓好细节的落实。近两年，学校在经费
紧张的情况下挤出经费让教师参加心理健
康教育培训，保证每位学生每学年接受心理
健康教育 10 元专项经费。同时，对个体心
理辅导室、团体辅导室、沙盘游戏室、宣泄室
和心理阅览室等各个心理健康教育功能室
进行装修，配备相应器材。

为了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创新能力，学校每学年都要开
展一系列特色活动和实践课程，并根据实
际需要，创造性地开设“书法课”、“新闻
课”、“欣赏课”、“阅读课”、“讨论课”、“心理
课”等。

在校园文化的熏陶下，在系列活动的锻
炼下，在特色课程的培养下，学生的道德素
质、智力素质、身体素质、审美素质、劳动技
能素质都有很大地提高。

学生们普遍感到，在扶沟高中学得安
心、学得舒心。不少在外地打工的家长常常
给任课老师打来电话，表达对学校的敬意和
感激之情。

教风和学风的转变使该校校风发生了
根本变化。如今的扶沟高中，一切井然有序
却又生机盎然，弥漫着浓浓书香，散发着青
春活力，洋溢着蓬勃朝气。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扶沟高中在豫东广袤的田野上奏响了一曲
现代教育的时代强音。

自主研习：学生依据课本、学案及老
师设计的问题，进行个人自主学习，了解
基础知识，发现问题，提出个人疑问。

合作探究：在自主研习的基础上，
学生带着个人问题参加学习小组的交
流与碰撞，组内成员间互问互答，对要
探究的问题形成小组共识。

交流共享：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

小组代表上台展示本小组对探究问题
形成的成果，同时接受其他小组的质
疑，进行成果的交流与共享。以上三点
就是模式中的“3”。

老师点拨：这是模式中的“1”。针
对学生研习、探究、展示，老师给予及时
指导、总结与评价，重在情感价值肯定，
方法引领，能力的拓展提升。

▶▶相关链接

扶沟高中“3+1”课堂模式

扶沟县委县政府表彰该校优秀学子

实施“青蓝工程”教研传帮带

教师运用“3+1”教学模式授课

师生文艺演出

校园励志长廊

校园歌咏比赛

学生军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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