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赴一场理想之约

2019 年 12 月，天府一小校长谢东

云荣获成都市“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

9 月 ，被 评 为“ 四 川 省 中 小 学 名 校

长”。……

在天府一小这个新岗位上频频获

得殊荣，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天府新区正逐步打造新时代公园城

市典范和国家级新区高质量发展样板。

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答案显而易见——

留住人才，让人才赋能产业发展，而教育

就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引擎”角色。

2016年底，曾任成都市实验小学副

校长的谢东云带着百年实小的精神与

文化，挑起筹建天府一小的重担。

那些日子，谢东云身心疲惫，却充

满了幸福，一切正按照她计划的样子有

条不紊地进行。学校工程进入尾期，预

算却被迫压缩。瞬间，谢东云懵了。

两种方案摆在她的面前：要么保形

象，校园雕像、楼顶造型等照原计划采

购、实施，让学校看起来漂漂亮亮；要么

保内涵，图书馆、室内运动场等必须高标

准建设，学生的活动空间一个都不能少！

“要里子，不要面子，钱要用在刀刃

上！”谢东云的话掷地有声。雕像舍弃

了，造型不做了，但一切与学生成长有

关的功能室全部保下了。

“学校办学质量不是着眼于外在，

而是着眼于师生的生命成长和学校的

内涵发展。”在谢东云眼里，内涵就是为

学生提供适宜的教育，让每一个因天府

一小而结缘的师生和家长幸福共长。

内涵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潜藏在教

育教学的实践当中，需要从小切口入

手，用学术的眼光看向学校的治理与教

育教学。

在天府新区的沃土上，谢东云践行

着“两自一包”的办学新体制，秉持着

“教学科研是学校可持续发展不竭动

力”的理念，以“教育创新，科研兴校”为

路径，朝着“活而有术”不断迈进。

在这样的氛围下，老师们习惯于从

更高、更专业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教育

教学，以实践研究的深度来定位学校工

作，通过全员、全科、全方位覆盖的学术

研究，不断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以促

进师生成长与学校发展。

《融合人力资源管理思维 构建现代

学校教师队伍》《学校助力家庭教育实践

研究》《课外阅读校内实现研究课题报

告》《以“订单式延时服务”托起学生个性

成长》……一项项研究纷纷结出果实，成

为师生内涵发展的一块块基石。

2019年 9月，钟键作为人才引进来

到天府一小，担任副校长和课程中心召

集人。在钟键身上，早有许多荣誉标

签：四川省最具风采班主任、四川省语

文教学名师、成都市特级教师……

钟键看起来温柔娇小，但性格干练

爽快，追求效率和完美，敏锐智慧而又

心细如针，像极了《穿普拉达的女王》里

的“时尚女魔头”米兰达。

作为课程中心的召集人，钟键以深

厚的专业底蕴，不断提升着课程中心的

学术性、凝聚力和战斗力，带动教师团

队迈向一个新的高度。

2019年 12月，在这位温柔智慧“女

魔头”的引领下，“天府新区小学语文钟

键名师工作室”正式成立。

钟键带着工作室像个小马达一样

运转着，短短一年时间举行了近 20 次

线上、线下教研活动。或是阅读一本好

书，或是进行教学实战，钟键总是能从

不同的维度引发大家对语文教学的思

考，让老师迸发出思维交锋的火花。

在高压、高效的打磨下，工作室的

老师们快速成长，为天府新区的小学语

文打造出一张张新名片。

著名教育家马克斯·范梅南说：“教

育学是迷恋他人成长的学问。”

钟键就是这样，把深厚的情感融入

到教育实践中，毫无保留地分享关于教

育的一切思考，用一个人的光芒照亮一

群人，迷恋着每一位年轻教师的快速成

长。

钟键说：“教师就是和成长中的生

命打交道，有幸和人共享生命成长的快

乐，这是教师职业独有的幸福之源。当

看到散落在不同学校的成员教师带动

身边教师的成长，我会觉得每天的忙碌

很有价值。”

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选择天府一小，就意味着选择了

不一样的教育人生。”从一开始，天府一

小寻找的就是志同道合的教育人，他们

拥有共同的信念，并愿为之奋斗。

谢东云说：“我们最大限度地激发

老师，推动他们参与到学校课程的创设

中，超越狭隘的教育内容，从一名好老

师向着复合型的管理人才发展，让教师

在成就学生的同时成就自身。”

来天府一小前，谭晓琴在私立学校

干了 15年。原本以为来了一个公办学

校，自己能轻松一点。没想到，被天府

一小全新的办学体制点燃了藏在心底

的教育热情和梦想，开启了二次成长。

教学经验丰富的谭晓琴，在教学工

作中不断探索英语整合教育新理念。

作为低段学部的召集人，她还尝试着将

最前沿的管理理念与技能融入到学校

管理，一线的教育经验和管理思维在碰

撞中产生出了新的动能。

2019年，在全国学科整合教学研讨

会上，谭晓琴以《开展学科双语融合课

程初探》为题，分享了天府一小的英语

教学新理念，获得了在场专家的好评。

此外，在天府一小提供的广阔平台

上，谭晓琴发挥着“低段教母”的优势，把

“8 点半课堂”做得风生水起，与家长一

起共同学习孩子成长规律，探究亲子沟

通技巧，为家长提供学习成长的空间。

当教师发现了教育的神奇之处，沉

浸在教育带来的享受中，他便找到了做

教师的幸福，从而继续攀登一座座高峰。

和谭晓琴一起进校的郭强，从事信

息技术教育 11 年，先后担任成都市实

验小学信息技术教研组长、教师发展学

校站点主持。

“在实小，我不断成长，不断收获，

虽然舒适，但我更加渴求在一个新的地

方突破自己。”面试那天，谢东云问郭

强：“来到天府一小，你最想做什么？”

“做一间服务于未来教育的创客教

室。”没有任何犹豫，郭强给出了在心里

酝酿已久的答案。

郭强的想法和谢东云不谋而合。

天府一小坐落于科学城，周围全是高精

尖企业，科技与创新就是这所学校与这

方土地最紧密的链接。

在布置创客空间时，郭强想选好一

点的笔记本电脑，到谢东云那里“软磨硬

泡”；插线板，也要选最好最安全的，又到

谢东云那里“游说”……以至于两人一

见面，谢东云就会调侃郭强：“又来要钱

了，你是学校最‘烧钱’的老师。”

准确地说，这些钱不是花在郭强身

上，而是花在了天府新区未来的主人身

上。他们是时代骄子，在“魔术师”郭强

打造的梦幻空间里创新、创造。

2019 年，郭强指导的《变脸》获“第

四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创意编程

小学组第一名，在成都市第 35 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上，郭强指导的学生团

队再次获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团体一

等奖……奖项接踵而来。

如今，郭强走出舒适区，担任中段

学部召集人。郭强说：“现在虽然很累，

但累而不疲惫，是一种吸引和召唤。”

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说：“一个人真

正的幸福并不是待在光明之中，而是从

远处眺望光明，朝它奔去，就在那拼命忘

我的时间里，才有人生真正的充实。”

怀着对教育的热忱和成长的渴望，

一群教师在天府一小这个舞台上迈向

更加“全智”的自己：既是好老师，又是

管理者。他们在细碎的时光中挥洒着

青春。往后看，是所有人的汗水；往前

看，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创造性的工作最具幸福感

2017 年，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怀

揣着在全新行业寻找更多可能性的期

许，凌静来到了天府一小。

作为校务中心召集人，凌静的行业

跨度不但没有阻碍她前进的脚步，反而

让她有全新的视角看向教育，将专业优

势整合融入教育工作。

在凌静的带领下，校务中心牵头，

天府一小率先试点课后延时服务创新

模式——家委会自治，学校提供平台并

协助安全管理，引入第三方机构提供平

价服务的个性化订单式课后服务。

此外，凌静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帮

助学校将党建工作与业务一线紧密融

合，以“创意性”“生活化”“互动性”为特

色，由教师、学生、家长三方共同设计并

营造了“六点一线”的“红色浪漫·雅正

校园”党建示范阵地。2020 年，天府一

小被评为“成都市党建标准化建设示范

学校”。

“一切资源都是学习的载体，一切

生活都是学习的介质；人人都是教育

者，事事都是育人契机。”在谢东云的鼓

励下，凌静越发清晰自己的定位：是来

做教育的而不是做后勤的。

“心理课程”“食育课程”“安全课

程”“健康课程”“基金课程”“种植课

程”……凌静用曾经的职业经历和专业

视角，寻找各种契机与教育的最佳结合

点，助力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慢慢地，凌静学会了把实践中累积

的经验固化成解决问题的路径和策略，

从一名教育的观察者变成了教育的研究

者。2020 年，她主研的《德智体三育相

融一体化课程的设计与实践研究》获批

成为“2020年度省级教育综合改革首批

专项课题”，《“五育并举，融合育人”体育

课程体系的建设与实践创新》还获得天

府新区2020年课程建设论文一等奖。

在天府一小，只要你愿意去做事，

学校就会给你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去

做。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后勤老师”，

还是刚入职的新老师。

曾雪莹是一名年轻教师，但她因善

学肯干，获得一人多岗的机会：担任语

文学科召集人、校党支部宣传委员、语

文教师和班主任。

曾雪莹珍惜学校给予的信任，每天

都忙得不亦乐乎。每次语文组有老师

上公开课，曾雪莹一遍又一遍地陪着磨

课，一次又一次的陪着接受专家指导。

曾雪莹在管理岗位和教学岗位上

接受双重锻炼，快速成长为一名“斜杠

青年”，实现了看得见的专业成长：四川

省小学教师年会——基于语文学科关

键能力课例特等奖、成都市小学德育优

秀成果评审活动一等奖、成都市教坛新

秀、天府新区十佳班主任……

天府一小秉持“因事设岗、薪随岗

变、优劳多劳、优劳优得”原则，为愿

干事、能干事的老师提供了空间和通

道，从本源处激活教师积极性与创造

性。

像曾雪莹这样的青年教师不仅收

获了专业成长，实现了教育梦想，也收

获了更高的薪资回报。以曾雪莹为例，

她的工资和教龄 10 多年的老教师、学

校中层干部不相上下。

一份美好的集体回忆

回溯三年多的办学历程，天府一小

的发展就像是一次特别的文化之旅。

在这趟旅行中，谢东云就像一位先行

者，结缘于“坚信教育有更美好的样子，

幸福有更高级的体验”，路上越来越多

的教育人加入了这一趟旅行，便催生出

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音乐教师兼大队辅导员李丹婕，分

享了一个关于“相伴”的故事。

接到参加成都市少先队辅导员风

采大赛的通知时，李丹婕心里没有把

握。但天府一小历来的传统是团队作

战，谢东云第一时间给她配备了专家团

队和磨课小组。经过两周的打磨，李丹

婕迸发出了惊人的力量，在许多经验丰

富的老师中突围。

最终，她拿到了一等奖。回忆起备

课的那些日日夜夜，李丹婕说：“冬夜虽

黑，可我们不觉得冷，因为我们是一个

相互支撑、并肩前行的团队，丹丹从不

是单单一个人在战斗。”

体育教师兼班主任程成讲了一个

关于“信任”的故事。

程成是一名体育老师，一直以来，

他觉得体育学科离学生和家长都很

远。来到天府一小，学校要求所有学科

教师走进班级。他说：“从教这些年，这

是我第一次正式走入家长会，向家长详

细介绍体育。”

2019年，天府一小给每位老师发了

一张志愿清单：除了目前的岗位，你还

能胜任什么？

没有任何犹豫，程成填上了“班主

任”三个字。经过审核，程成终于如愿

以偿。得知结果那天晚上，程成兴奋得

睡不着觉，对班级管理的遐想在他脑子

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程成说：“很感谢学校的信任，体育

老师当班主任，这不是每所学校都能做

到的。现在很多朋友都羡慕我，觉得我

有机会、有条件做自己热爱的事情。”

2020年，就一所中学因体育老师当

班主任遭到家长的投诉，教育部体卫司

司长王登峰回应说：“希望体育老师当

班主任不再是问题，能成为一个时髦。”

在天府一小，程成就是这样一个

“时髦”的人，正是这种对各学科老师无

差别的信任，天府一小以一所新学校的

身份获评“成都市阳光体育示范学校”。

如今，每天放学时，退着小碎步把

孩子们领到校门口的程成是天府一小

一道美丽的风景。家长们还发现，在这

个阳光大男孩的带领下，三（1）的孩子

们越来越外向，热爱运动，学习也不错。

语文教师余杰西分享了一个关于

“成长”的故事。

余杰西作为一名新教师，来到学校

最大的感受便是天府一小似乎没有太

大的学科界限，每位教师都不局限于自

己的学科，而是对学校的课程体系有全

面的把握。

“身处一个优秀的团队中，能让优

秀的人变得更优秀，不优秀的人也得想

方设法变得优秀。”余杰西从教育教学

中的每件小事做起，在教师沙龙中，在

每一次团队的交流中吸取着“养料”。

这股对教育特别的热爱被谢东云

看在眼里，入职三个月，便选她去参加

区上的比赛。临近比赛，副校长钟键对

她进行一对一地指导，一句话一句话地

打磨，细致到每句话的语气语调和神态

动作。

经过一轮轮笔试和现场赛课，余杰

西获得了全区一等奖。她满怀感激地

说：“在忙碌的日子里总觉得是充实的，

因为每天都在和学生一起成长。”

…………

在天府一小的汪洋大海里，每一朵

浪花都在幸福地奔跑。

一个个老师分享着自己的故事，生动

地诠释着“天府一小，因你更好”的理念。

谢东云曾问过老师们一个问题：“天

府一小，因你更好，‘你’指的是什么？”

“学生、家长、教师，以及每一个为

学校付出的人。”“每一位因一小缘聚的

人。”“一小共同体。”“每一位为一小倾

注用心的人。”……

每位教师给出了心中的答案，谢东

云也分享了自己的答案：“你”不仅是指

缘聚一小的每个“你”，更是让我们能缘

聚于此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这便是“雅正”文化，它是所有人做

所有事的哲学。正因有“雅正”文化的

浸润，每个人便能在学校这个共长的中

心体中寻到发展与前行的脉络，便能在

新区这片教育沃土中聆听时代的呼唤，

便能在“雅正”文化蓬勃生发的同时，让

自己随着文化一同幸福生长！

（彭木羊）

天天天天府一小府一小府一小府一小，，，，因你更好
——探寻一所学校教师幸福生长的秘密

2020 年的最后一天，成都天府新区第

一小学举行了主题为“乘梦·飞翔”的迎新
盛典。茂林修竹间点缀着红灯笼，校园里
洋溢着暖暖的年味，孩子们用“文·乐兼
容”“文·武兼备”的展演迎接新年、放飞梦
想。

和一般的迎新盛典不同的是，展演的
节目不需要专门组织学生排练，而是全部
来自学校的日常课程，并且覆盖全校孩

子，一系列的活动贯穿于整个12月。
很多人在参观完学校的迎新盛典后，

会发出这样的感慨：这里的孩子真幸福！
时时处处都蕴含着丰富的育人内涵，并且
把每一个育人细节做到极致，但同时也会

说：老师会很辛苦！
入职仅半年的语文教师余杰西说：

“是的，的确很辛苦，但这种辛苦伴随着幸

福的成长，不仅是学生的成长，还有自身
的成长，不是外在的制度推着你成长，而
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吸引着你不自觉地
前行。”

一所“两自一包”的学校，办学仅三年

多，是什么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教育人来
到这里？是什么让一批又一批的教育人

扎根这里？又是什么让他们充满激情、乐

此不疲？答案其实很简单，也很不简单。

教育展台
分享典型经验 展示教育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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