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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假，成都师范银都小学安静了下

来。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银都绿系列色装饰的

教学楼更是寂静。学生们已经放暑假了，文莉

在办公室里享受着片刻的独处，办公桌上的小

绿植静静地伸展着枝叶。办公桌后的墙壁上，

贴着各式各样的明信片、小诗、简笔画，有来自

英国友好学校校长的明信片，也有老师和孩子

们简笔画里的“文妹妹”、文莉老师。

和她一起分享这安静的，还有组织新教师

面试的同事们。这样的事务似乎是难得的契

机，将他们都带回自己从教生涯的起点。时光

回溯，不知不觉，这已经是文莉在银小工作的第

20年。

“20年来，和银小的伙伴们一直探寻着个性

化教育。”在文莉的教育主张里，个性化是从未

改变过的坚守。

“跳出教育”再回来——

教育才是一生的事业

“成都师范学校的冯淑蓉老师创办了一所

学校，你要不要去？”“要！”2000 年，文莉来到成

都高新区，只是听到成都师范学校这几个字，就

答应下来。

20 年前的一幕她依然记忆犹新，没弄清楚

是哪所学校，也不清楚学校在哪里，更不知道这

所学校怎么样。“三不知”的她心里只是想着：

“跟着母校的老师做理想中的教育，一定没错。”

文莉并不是刚毕业的青涩学生。1982 年，

她考上了位于成都市文庙后街的百年中师——

成都师范学校，幸运地遇上四年制改革。1986
年，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成都市双流县的

一名小学教师。

从教伊始，文莉就和学生一起成长，在学校

的培养和前辈们的指导下，教育教学成绩出

色。1989 年，她参加成都市首届青年教师语文

赛课获得第一名，同年，她还获得成都市首届优

秀青年教师称号。不久后，文莉迎来了职业转

折。1998 年，她接受组织安排，离开教育领域，

担任双流县妇联副主席。

“走出学校后，发现当时社会中儿童的教育

环境堪忧，区域差异特别大，感受到了教育在整

个社会中的无力与紧迫。”那段时间，文莉跑乡

镇农村基层，了解妇女儿童发展，参与法院少年

审判庭工作，在基层岗位上接触到了困难儿童、

问题少年，看到了学校之外人们的困境，现实的

冲击让她意识到，“以前做的教育，更多的是在

象牙塔里教教材，远离现实生活与社会。”

这样的工作锻炼机会，让文莉“跳出教育”，

可她却时刻放不下对教育的关注。“我也说不清

楚，只觉得我应该回到学校，跟孩子们在一起。

我好像一直在寻找，寻找我遗失的梦想。”文莉

心里渐渐明白教育事业才是她一生的事业。

她主动向组织申请返回教育岗位，得到了

支持，她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学校。可要做怎样

的教育呢？在人生选择的路口，文莉想到了母

校。

求学时，成都师范学校让文莉看到了“最好

学校的模样”：教师团队优秀和谐，挚爱学生，忠

爱教育；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发现每一个学

生的优势，培养每一个学生的特长；实践个性化

的教育，以个性优势带动学生的全面发展，师生

共同成长。

“当时，成都师范学校的教育跟我们当下、

甚至是未来的教育都相符合。比如，语文课，让

学生自己选课自己讲；社团课程很丰富，每个学

生都能加入自己喜欢的社团，都能遇到优秀的

老师，培养特长；教师要求严格，但评定标准与

教学内容根据学生自身发展的不同而量身定

制。老师对学生的培养是个性化的。”文莉说。

个性化教育，就是文莉要找的答案。成都

师范学校的 4 年里，她亲身体验，受益成长。成

都师范银都小学首任校长冯淑蓉，在成都师范

学校从教数十年，正是一位注重学生个性发展

的老师。两人不期而遇，让文莉重新踏上了追

梦教育之路。

2000 年，成都师范银都小学创立。这是一

所由成都高新区与成都师范学校联合创办的小

学，国家高科技发展示范区和百年中师携手，首

任校长、四川省特级教师、教育心理学专家冯淑

蓉结合自己对教育的理解，为银都小学确立了

“尊重生命，彰显个性”的办学理念，确立了“全

面推行小班化教育”改革路径，也确立了“顺自

然、强基础、重创新、促发展”的育人思路。

“当时紫荆校区还是一片工地，我们创业的

老师们追随冯校长，一起摆摊宣传，一起努力办

一所大家都喜欢的梦中的学校。”文莉说。

在银都小学，文莉和学校一起从头开始。

已经是四川省优秀青年教师标兵的她，重新起

步，从语文教师、班主任到教导处副主任、副校

长、校长。

创始之初至今，银小全面推行小班化教育

改革，每个班级人数在30人以内，其核心理念便

是个性化教育。20 年过去，立足成都高新区国

际平台，发挥成都师范学校百年中师专业底蕴，

如今，银都小学已探索出了一条“关注每一个生

命优化成长”的路径，形成了“国际视野，世界胸

怀；小班教育，铸造精品”的格局。

梦中的学校——
小班化教学 个性化教育

2011年，文莉任职银都小学校长，接过学校

发展的“接力棒”，延续着小班化教育的步伐。

学校在“尊重生命，彰显个性”的办学理念下，小

班化教育从初期的学习模仿、外在环境打造，走

向内涵发展、创新探索，特色逐渐鲜明。

“当人们走进银小精致的校园，看见孩子们

亮晶晶的眼神，看见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都

会说‘我看见了我梦中的学校’！”如今，文莉和

伙伴们感动于大家的赞叹与信任，分享着做教

育的幸福。

这种幸福感，来自看见每个师生的快乐成

长，来自看见一所学校生长壮大，来自不断看见

被教育探索放大的价值与可能。

“小班化教育，是个性化教育的一种探索。

无论大班、小班，都需要智慧地选择周围所有的

一切有利条件，把它转换为适合个性化教育的

机会或者资源。将教育现代化、国际化融于常

态，让每个孩子、每位教师都跟随时代、面向未

来，得到个性化的发展，成为适应并创造未来的

全面和谐而个性化的人才。”文莉解释道。

如何持续系统创新个性化教育？在原有的

国际质量管理体系基础上，银小创新“项目孵化

制”管理，即发现学生发展新需求，发现教师新

潜能，智慧选择新项目，团队合作探索，不断刷

新个性化教育。2011 年，中外国际共建课程

STEM项目启动；2012年，教师个性化发展项目

启动；2014年，智慧课堂项目启动；2017年，学校

专著之五《小班化教育体育与艺术教育》项目启

动；2020年，四川省电视云课堂项目启动。

如何将每个项目转化为常态个性化教育？

银小创新“三课联动制”管理。以课题带动课

程、课堂的改革，推动课程体系与机制建设，以

促进师生全面和谐、个性化发展。

STEM创新教育项目，陈雪松老师团队以课

题引领，让SCRATCH等成为全校常态化课程，

使每个孩子感受到借助新技术进行个性化创造

的快乐；也让 AI 双师课堂得以推广，带来个性

化学习方式的变革；也让开放学习空间成为学

生自主个性化学习、师生家长共同互动评价的

全程开放平台；更让各学科课程，走向多学科融

合，走向生活与社会。

走进语文教师万庆华的办公室，就能看到

学生们创作的小说醒目地摆在书架上。《福娃使

命》《古蜀部落历险记》《蟑螂博士》……从 2007
年开始，每带一届学生，万老师就能出一本书。

“作家班”在银小已经不算新鲜事。经过十余年

的发展，“班上人人会写作，毕业之前能出书”，

这样的班集体文学创作，已成为银小小班化教

学的突出成果。

如今，由此延伸而来的“读创行”课程，银小

已经探索了 10年，6个班级原创出版儿童小说 7
本，义卖捐赠帮助农村、民族地区的孩子们成

长。从语文拓展课程逐渐发展到跨学科融合、

校内外、家校社合作的项目课程；逐步从班级课

程、学校课程，发展到高新区项目课程。

而另一方面，学校鼓励全校150余名教师大

胆发展个性、充分释放教育才能，爱护并尊重其

教学风格，形成了数学教师是健美操队总教练、

语文教师是打击乐爱好者、英语教师能够写出

一手漂亮的硬笔书法的多才多艺的教师队伍。

“银小的创新就是课题、项目的相加融合。”

老师们通过立课题，会聚学生，关注他们的个性

发展。这些项目打通了学科，连接了师生家长，

走出了课堂，联系了实际生活。每个项目在培

养学生的同时，也成就了老师，成就了学校。

在文莉看来，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每个

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的潜能

优势，每个人的未来都充满可能性。国家和民

族的未来，世界的未来，需要全面和谐发展的优

秀的复合型人才，同样也需要个性化人才、创新

拔尖人才。

推出“银小经验”——
从一所学校到更多的学校

银小能有现在的成就，除了“尊重生命，彰

显个性”的小班化教学改革一贯之外，不断推

进，持续创新外，文莉认为还有两个“基础条件”

能够走得如此长远。

“一是成都高新区创新创业精神，从一开始

就注入学校，教育国际化，放眼全球；二是百年

中师的专业精神，教师团队尊重教育和人的发

展规律，教师从学生优点和特长出发，带动其全

面发展。”

文莉常常回顾学校走过的历程，不单是因

为处于建校 20 年这个充满意义的时间节点，同

时也因为另一个身份推着她给出合适的答案。

2018 年，她入选教育部第二期中小学名校

长领航工程，成立文莉名校长工作室；同年，她

被评为四川省教育厅首批鼎兴名校长工作室领

衔人。工作室成员共 17 位，是来自成都市、雅

安市、甘孜州等10个市州的校长，学校分布于城

区、乡镇和民族地区。2019 年，工作室开启《新

时代小学特色化办学的实践研究》课题，致力于

培养卓越校长、打造区域经验、建设特色学校，

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创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

教育。”课题实施中，文莉和 16 位校长一起学习

国家教育发展规划，一起探讨如何实践，打算移

植“尊重生命，彰显个性”的“银小经验”，为工作

室 16 所学校发展提供突破口。文莉的这个判

断，基于她对教育规律的尊重——因地制宜，因

材施教。

文莉认为，如今很多学校的起步，是“先全

面规范，再个性化”，这样的发展模式，并不利于

教育区域发展质量差异性大的各学校寻找定

位。“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文化，每个地方的学

校都可以因地制宜，以特色化办学带动全面高

质量发展。”她主张“用个性化的特色带动全

面”。文莉相信，银小的经验带有教育规律的普

遍性，个性化的实质就是因材施教、因地制宜地

办教育。

“面积不足 10 亩、学生人数 3000 多。”文莉

工作室成员、广安市邻水县鼎屏镇第二小学校

长李志刚面临着现实难题：学校的小场地与大

校额反差巨大，学生学习与生活严重脱节。

加入“文莉名校长工作室”后，李志刚将学

校特色发展聚焦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课

题式”实验：现代农业课程中走进葡萄园、蔬菜

园，了解现代农业技术；动物养殖课上了解兔子

的喂养方法；识别百草课里分辨狗尾草、稗草、

马唐、牛筋草……学校从真实生活和学生发展

需要出发，在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建设培养学

生综合素质的、跨学科的实践性课程。

“学校校区小，可如今课程的综合实践基地

遍布校外，学生学到了知识，也连接了真实的生

活，更加适合学生发展。”这样创造性的教学改

革基于学校发展实际，让工作室的成员们看到

了学校不断进步的空间。

课题实施两年以来，工作室如今涌现出如

彭州市隆丰镇小学“川剧教育”，邻水县鼎屏镇

第二小学“小面积学校综合实践活动”等立足学

校实际、有地方文化支撑的特色学校，成为区域

教育发展的有益经验。

20年来，银都小学关于个性化教育的探索，

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认同，也接待了来自世

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几十个省市教育同

行的来访，学校师生也应邀赴十多个国家交流；

银小也一直与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结对学校共

同携手前行。

文莉和伙伴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一种教育

的普遍规律”，即怎么样为未来个性化人才培养

寻找途径和方法？在银小长达20年的办学探索

中，个性化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经验，可以作为这

个问题的实践答案。

文莉，成都师范银都小学校长。成都市首批正高级教师，四川省特级教师，教育部

“国培计划”专家，教育部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成员暨校长工作室领衔人，四川省中

小学名校长，四川省首批鼎兴名校长工作室领衔人，四川省优秀青年教师标兵，四川省

基础教育改革先进个人，成都市学科带头人。

文莉：
个性化教育的追梦人

■ 本报记者 陈朝和 倪秀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