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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2021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

高质量应当成为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

和衡量标准。要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

系，关键是教师要具备高质量的教书

育人能力；培养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就

是要促进教师向着专业化方向自主成

长。由此可见，提高教育质量是每一

位教师的“主阵地”，专业成长是每一

位教师的“责任田”。专业阅读、专业

写作、专业实践、专业交往，是促进教

师专业成长的必由路径。

一、专业阅读，专业成长的奠基
石。专业阅读，就是与大师对话。读

读陶行知、张伯苓、叶圣陶、苏霍姆林

斯基，学会发掘、阐释、融汇，感悟其治

学态度和阅读趣味，感受其穿越时空

的非凡远见和透彻洞见，吸纳其深邃

教育思想和独到教学智慧。专业阅读

不是休闲阅读，更不是娱乐阅读，它强

调理性与知性，强调广博与立体。文

学、历史、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学科

教学，都应当是我们案头的必读之

书。只有如此，方能把握学科核心，积

淀人文底蕴，丰富精神世界。这样的

教师，其课堂才能剑指“关键能力”，培

养“必备品质”。

一个不读书的语文教师，他的课

堂可能就只有“题海”而缺少“书山”。

我在成都市教师读书沙龙上提出“教

育研究需要群书阅读”的观点，并指出

“中国重‘道’与‘悟’，西方重实证与技

术，读书应当融通中西，为我所用”，以

《可见的学习》《非暴力沟通》《掌控习

惯》为例，形成阅读的逻辑体系“透析

学习秘密、掌握沟通技巧、培养良好习

惯”。

二、专业写作，专业成长的提炼
台。专业写作，就是与自己对话。教

而不研则低，研而不教则虚。专业写

作，既是一种研究性反思，又是一种深

度对话，让你去发现课堂背后的教育

意蕴和研究价值，还可以让你的教学

创造力得以更好的发挥。曹文轩认为

写作就是“造屋”，就是审美和创造，就

是愉悦与满足。一千遍的拼凑和搬

运，不如一次真正的思考与表达。专

业写作，就是进行语言锻炼和思维体

操，使见解免于平庸，立意超越低窄，

思路脱离混乱，表达避免啰嗦。

在阅读中积累、在实践中积累、在

研究中积累，这是专业写作最丰富、最

鲜活、最有效的积累路径。沈从文说

过：“永远不灰心，永远充满热情去生

活、读书、写作，三五年后一成习惯，你

就会从这个习惯看出自己生命的力

量。”但愿教师在写作中找到自己，并

在这其中丰富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当

然，写作不仅要思考，更需要实践，可

能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如整本书阅

读、群文阅读、大单元教学、跨学科教

学等，都需要我们躬身入局、探索实

践。

三、专业实践，专业成长的试验
田。教师专业实践，就是与学生对

话。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

院士袁隆平说：“电脑很重要，书本知

识也很重要，都是基础，但电脑里面、

书本里面是种不出水稻来的。”我们强

调“课堂革命”，就是强调教师应当以

课堂为生命，在课堂上践行自己的教

育观，实现自己的教育梦。

教师的专业实践，即以专业的精

神，用专业的方案在课堂上开展专业

的教学。专业阅读所积淀的修养，专

业写作所提炼的思想，只有在课堂上

才有真正意义。教育家陶行知由“知

行”更名为“行知”，“行是知之始，知是

行之成”是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

的传承与发展，更是在教育上的创新

与实践，其内涵与价值不可低估。在

这里，教师的专业实践，包括备课、听

课、上课、批改作业、个别辅导，也包括

命题、阅卷、评讲，还包括学期规划、学

年总结等，教师专业化程度越高，就越

能实现“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的宏

伟蓝图。

四、专业交往，专业成长的助推

器。专业交往，就是与同伴对话。孔

子认为“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

闻，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道不同

者，则无法伴你开展教育教学的研

究。专业交往，要形成促进自己专业

发展的学习共同体。当下，工作室的

本质就是一种基于专业交往的学习共

同体，我们工作室强调“求真务实、博

学笃行、善于反思”，“求真务实”即研

修态度，“博学笃行”即学术追求，“善

于反思”即思维品质，从而形成思想激

荡、智慧生成、共生共享的发展集群。

亲近大师+笔耕不辍+扎根课堂+
广交益友=专业成长，以此“四专”促进

自己的专业成长。专业成长的最终目

的在于明晰当下的教育本质和清晰自

己的教育思想，从而发挥自我效能感，

促进专业发展，成为最好的自己。

成都石室中学是中国第一所地

方官办学堂，迄今已有 2162 年的历

史。2000多年来，石室中学的办学地

址从未搬迁，办学历史从未中断，创

造了中国教育乃至世界教育的奇迹，

被誉为中国教育的“活化石”。学校

在实践探索“立足千年石室 厚植家国

情怀”文化育人策略的过程中，一方

面注意发掘石室历史文化中与家国

情怀教育相关的素材，另一方面则将

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为当代教育教学

活动所用。依托石室历史文化，以

“有机融合”“环境浸润”“榜样示范”

“考察探究”“践行服务”五策略为主

要路径，将家国情怀教育融入日常教

育教学活动，五育并举，立德树人。

一、有机融合——充分发挥资源
和学科载体优势

所谓“有机融合”，是指在将石室

的历史文化资源有效转化为教育教

学资源的基础上，使厚植家国情怀与

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相互融合，融为一

体。石室坚持通过学科融合和资源

整合两大路径推动“有机融合”策略

的落地。

资源整合，即整合校内外与家国

情怀教育相关的各种资源。校内资

源如石室厚重而灿烂的历史、当代杰

出的石室英才，校外资源如与四川省

博物院、成都博物馆、杜甫草堂、中央

电视台国家宝藏节目、故宫博物院合

作。如石室师生参与央视《国家宝

藏》节目录制，介绍后蜀残石经和文

翁石室的前世今生，守护国宝，守护

千年薪火。让学子为石室厚重的历

史感到骄傲，为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

遗产感到自豪，激发学生内心的家国

情怀。

学科融合，即挖掘每门学科中的

家国情怀元素，并在日常的学科教学

中有机融入家国情怀教育。以历史

学科为例，在学习必修一《近代中国

维护国家主权的斗争，伟大的抗日战

争》的内容时，除了让学生掌握抗日

战争基本史实，历史老师还结合石室

教师刘骏达烈士因开展反内战、反迫

害、反饥饿斗争而被捕，最后在成都

十二桥英勇就义的事迹，融入家国情

怀教育，引导学生勿忘国耻。促使学

生爱党爱国，以革命先辈和石室校友

为榜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二、环境浸润——充分发挥文化
的显性和隐性表达

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起着非常

重要的作用，校园环境则是学校育人

的重要组成部分。石室之环境，乃有

形之景与无形之景的融合。

石室校园环境体现出悠久的历

史传承与厚重的文化积淀。刻于石

碑之上的清代顺治年间学校条规至

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其中的“利国爱

民”即为校训中“爱国利民”的源头，

一代代石室人在其影响下不忘初心

使命，厚植家国情怀。“受之图书馆”

承载着校友余受之先生的爱校爱国

之情，余受之先生 1986 年从美国回

国，将一生积蓄 18.5 万元捐赠给母

校，用于修建图书馆。如今，“受之

图书馆”已成为知识学习、爱校荣校

和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基地。沫若

园 建 筑 上 ，悬 挂 着 校 友 郭 沫 若 于

1957 年题赠母校的楹联“爱祖国，爱

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学习；求真

理，求技艺，愿增进文翁石室之光

荣”，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这幅楹

联已成为石室师生每周一升旗仪式

最后呼号的誓言……三年沉浸于独

特的“最美校园”中，耳濡目染，潜移

默化，强烈的爱校情感、高度的文化

认同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在石室学子

心中升腾。

三、榜样示范——充分发挥石室
人物的深远影响

身边的榜样，是最好的引导。学

校选取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拥有报

国之志的石室人典型代表，引导学生

见贤思齐、崇德向善。

2018-2020 年，学校连续举办三

季“院士学生面对面”活动，邀请院士

校友走进学校为学生作专题报告，与

学生面对面交流互动。将一生献给

防空导弹事业的耄耋老人、中国工程

院钟山院士，在“院士学生面对面”活

动中，分享自己带领团队在荒漠中攻

克一道又一道难关、一干就是 8 年的

艰辛历程，鼓励青年学生投身国家的

科技事业。钟山院士还将自己 20 万

元的积蓄捐赠给母校，设立学生科创

基金。

坚持无偿捐资助学的唐立新，毅然

回国任教的蒋兴宇，天宫二号最年轻的

总调度戴堃，中国第一批战斗机女飞行

员陶佳莉……以榜样开展家国情怀教

育，让学生有可亲、可敬、可爱之感。

四、考察探究——充分发挥研学
旅行的育人作用

学校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创设

多样化情境，把课堂带到红色教育基

地、祖国山河中去，使其在考察探究

中深度体验，动手实践，激发学生的

国家认同感、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

感。

携手成都博物馆开设“天府文脉

展”，选拔 76 名石室学生向全国游客

进行义务讲解，传承石室精髓，弘扬

天府文化。带领学生参观郭沫若纪

念馆，体味其创作“大河前横流水今

日，生气远出明月雪时”时的一腔正

义和不屈傲骨。参观李一氓故居，感

受石室学子、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的光辉事迹。参观“新心学”创建者、

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的校

友贺麟的故居，感受哲学的魅力，提

升人生的品位。带领学生参观成都

人民公园保路运动纪念馆，寻访保路

运动领袖校友蒲殿俊、罗纶的身影，

深刻体会保路运动为辛亥革命的成

功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走进梓潼两

弹城、小平故居、陈毅故居等爱国教

育基地……带着问题去考察，带着思

考去探究，提高了综合素养，增强了

文化自信，为厚植爱党爱国情怀夯实

了基础。

五、践行服务——充分发挥学生
自主性和积极性

践行服务是通过运用生活化场

景、日常化活动、具体化载体，促使学

生将所学所感、所思所悟转化为具体

行动和实践，引导学生树立奉献服务

意识，坚定爱国报国之志。

学校通过爱心之旅、农村之旅、

城乡学生手拉手助力教育扶贫、参与

录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曲、志愿

服务等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参与其

中，关心他人、家乡和社会。以“城乡

手拉手活动”为例，对彭州石室白马

中学和金堂县赵家镇初级中学的帮

扶，是石室中学坚持了二十年多的活

动。近百名学生干部通过结对子交

朋友的方式，共同体验农村生活和都

市生活。不仅如此，城乡学生还共同

商量拟订符合当前城乡实际情况的

研究性课题，共同进行调查研究与报

告撰写，共同完成报告分享等。再

如，石室志愿者坚持每年前往龙泉祥

福托老中心探望、慰问老人，为他们

带去关爱和温暖，得到了主办方、受

助者和社会的广泛好评，于 2018 年、

2019 年被对口服务街道评为优秀志

愿者服务队。正是在这些活动的亲

身参与、亲身体验、亲自实践中，家国

情怀逐渐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铭刻

于骨、融化于血。

成都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实
验幼儿园开研省级课题

构建民办幼儿园
安全管理制度体系

本报讯（记者 夏应霞）7 月 4
日，四川省心理学会“十四五”规划

2021 年度重点项目“民办幼儿园安

全管理制度体系建设与实践研究”

开题论证会在成都师范学院附属第

一幼儿园举行。

近年来，中国的幼儿教育取得

了快速发展，据统计，2017 年，全国

有 223，700 所幼儿园，园区儿童人

数达到 4264.8 万。但是，儿童安全

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严重影响幼儿

园质量的突出问题。课题负责人、

成都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副园

长汪嘉伟说：“儿童早期安全问题可

能性高于其他生命阶段。”建立合理

的、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能有效地

预防幼儿园安全事故的发生。课题

将采用行动研究法，经过 2-3 年的

实践，通过实践-反思-调整-实

践-反思的螺旋上升路线，以成都

师范学院附属第一幼儿园为研究对

象，构建民办幼儿园一系列安全管

理制度，并形成具有园本特色的管

理体系。

四川省心理学会秘书长、成都

师范学院教育心理学院副院长胡韬

教授宣读了课题立项通知，四川中

小学安全教育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

任、副教授，温江区教育局教培中心

主任王毓舜，正高级教师、成都市王

友强名师工作室负责人王友强，学

前教育专家、四川师大副教授彭燕

与会专家对课题进行点评并提出意

见。专家认为，“安全大于天”，把研

究作为推手和切口，不但可以让幼

儿园实现特色化发展，也可以推动

这项重要社会问题的解决。他们建

议进一步厘清问题和思路，细化管

理流程和细节，用理念和文化为指

引，充分利用家长和社会的资源，为

幼儿终身发展奠好基。

城市小学如何做
好劳动教育？

“中心城市主城区小学劳
动教育实践研究”阶段成果推
广活动举行

本报讯（肖竹 郭娟娟 记者
夏应霞）城市小学如何做好劳动教

育，如何在学科教学中有机、有效渗

入劳动教育？日前，“深入推进五育

并举，学科教学有机渗透劳动教育

路径探索研讨会暨四川省教育科研

课题《中心城市主城区小学劳动教

育实践研究》阶段成果推广活动”在

成都市天涯石小学举行。

据介绍，天涯石小学以省级课

题《中心城市主城区小学劳动教育

实践研究》为引领，结合学校历史文

化、地域特点，先行先试，扎实推进

劳动教育落地开花。活动中，四年

级道德与法治课“生活离不开他们”

和一年级音乐课“理发师”，展示了

劳动教育如何进行学科融入。结合

课例，锦江区劳动工作室主持人郭

娟娟做了“聚焦社会劳动者培养的

小学劳动教育实践”的主题汇报，特

别在学科有机渗透劳动教育的含

义、原则、关键点、劳动周的实践等

方面介绍了天涯石小学在劳动教育

方面进行的探索与成果。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吴定初，四

川省特级教师、德育专家李仁厚，四

川省特级教师、音乐专家曹安玉，省

教育科学研究院劳动教育教研员朱

雪林等专家参加现场活动。专家们

从思政教育、音乐教育、劳动教育及

各个层面对课题的实施进行点评和

建议，肯定了该校围绕学科融合与

五育并举，从整体层面上呈现了天

涯石小学这样一所中心城市主城区

学校在劳动教育方面的全方位设

计，系统的统筹实施。

会议采用现场活动+线上直播

的 方 式 开 展 ，全 国 各 地 共 计 约

17800 名教师通过线上直播观看了

此次研讨会。

——“立足千年石室 厚植家国情怀”文化育人策略
■ 石室中学 田间 赵清芳 李保诚

“四专”：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刘勇

教研动态“家国情怀”为炬 点亮学生未来

交流 程新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