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品德、品位、品牌，一所学校从人、管理、
学校建设，一步步开始了有品位、有品格、有
品质的探索之路。品德是一个人的第二身份
证，而“三品”已成为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第二
中学（以下简称杨镇二中）的第二身份证。他
们不断在“品”字上做文章，从学校建设到课
堂管理，再到校园文化，处处体现“品”，“品”
出杨镇二中的味道……

行走于美丽的校园，望着教学楼上“在
自我超越中成就美好人生”的大字，看着操
场上奔跑的学生， 听着在教学楼和办公楼
之间穿梭的教师脚步声， 抚摸着教学楼前
寓意“超越、进取、向上”的雕塑，感受着学
校处处散发的不激进、 不冒进、 有品质的
“超越教育”。

品理念———品出的学校味道

走进杨镇二中校长王玉辉的办公室，
不大的办公室里面， 仅有的装饰是墙上的
三块牌匾。分别是：领导品德、教师品德、学
生品德。

何为“三品”？
“师生有品德、管理重品位、办学创品

牌。”校长王玉辉介绍，“因为教育是求真、求
善、求美的事业。 学校就是要使师生在追求
真、善、美的过程中去体验幸福、感受快乐。
所以‘三品’办学理念的首要内容就是培养
什么人的问题，即‘师生有品德’。‘管理重品
位’阐明了‘怎样办好学校’的问题，而‘办学
创品牌’则准确而简洁地回答了‘办什么样
的学校’的问题。 ”

回想“三品”系统理念的形成过程，王玉
辉还记得，方案一放到网上征求意见，全校教
师便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 随后根据全
校教师的修改意见，相关领导再进行研讨，聘
请首都师范大学的专家研讨不下 10 次，而每
次研讨后，又是新一轮的修改、修订。

“三品”理念的一些具体内容是从一线
慢慢总结出来的。这与王玉辉注重扎根教育
教学实践、扎根一线有着密切的关系。

教师品德中的 “让家长心情因我而舒
畅”这句话，源于学校语文教师闻明在教师
培训活动中给全校教师讲的一个故事———
学生家长因我的劝说不离婚了。

“我班一位学生家长本已是二婚，但因
闹矛盾要离婚，我得知此事后，首先安抚学
生，随后马上打电话沟通，将已前往民政局
的父母拽了回来。”闻明老师长达 80 分钟的
电话沟通让杨镇二中多了一个幸福的家庭，
少了一个孤独的孩子。

“一开始没有想到能够说服家长，就是
本着从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学业的角度考虑，
要尽量劝。 ”1998 年从教的闻明老师已经担
当了多年班主任工作，在他看来，承担班主
任工作就要对学生负责，对家长负责。

这个故事让王玉辉颇为感动：“家长亲
属都做不到的事情，我们的老师做到了。”于
是“让家长心情因我而舒畅”应运而生，使其
成为教师的一种品德，告诉教师“你可以做
得更多”。

因此，为从积极主动的角度去调动教师
的工作积极性，让教师的多种角色得到充分
体现，教师品德“五让”诞生———让学校工作
因我而精彩，让教师团队因我而自豪，让师
生关系因我而和谐， 让学生素质因我而提
升，让家长心情因我而舒畅。

细品出精品，“三品” 理念不断充实、完
善。 如今，“三品”理念图解清晰明了。 “在自
我超越中成就美好人生”的引领下，学生、教
师、学校不断超越，实现可持续发展。师生有
品德分领导品德、教师品德、学生品德三方
面解读；管理重品位，包括从德育管理、教学
管理、党政管理方面提高服务品位；办学创
品牌，达到开发品牌课程、打造品牌教师、培
养品牌学生、创建品牌文化的目标，最终形
成和谐发展、全面育人的局面。

学校又将德育管理、 教学管理和党政
管理的内容系列化， 使各项管理具体化，有
依据，易落实 ，归纳总结为 ：德育管理 “四
化”，即常规管理规范化，德育内容课程化，
德育活动系列化，安全教育常态化；教学管
理 “四精”， 即常规管理———精细， 课程建
设———精品， 教师队伍———精干， 教学研
究———精深；党政管理“四制”，即分工负责
制，定期考评制，多元培训制，交流汇报制。

“学校办学就是要创造这样一种环境，
创造适合于每个人发展的条件，促进他们实
现自我超越，感受到人生的美好和幸福。”王
玉辉和全校师生共同践行着“三品”，促使学
校形成一种“永不停止”的姿态，让师生都能
感受到“不断提升”的氛围。

王玉辉深知：“办学理念绝不是空中楼
阁，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扎根于本土，指导
行动的指南。”于是，一场教育教学改革在杨
镇二中开展，全校共同超越，走向更有“品”
的杨镇二中。

品德育———品出的学生精彩

又是周一早上 8 点整，照例是杨镇二中

的升国旗时间。 唱完国歌、校歌，升完国旗、
校旗、环保旗，全校学生迎来了一周最庄严
的时刻———国旗下宣誓。

“言行一致守诚诺，做一个诚实守信的
人；知法守法讲公德，做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敢说敢做勇担当， 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尊
师敬长孝父母，做一个知恩图报的人；勤学
善思有目标，做一个追求理想的人；健体审
美有情趣，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全体学生
右手大臂与肩膀平行， 手朝上握拳集体宣
誓。

随后的国旗下讲话，有学生讲、老师讲、
领导讲。初二（10）班赵一彤的班级自主教育
从班级小组建设的情况，告诉全校学生如何
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思想品德课张娟
老师用《感恩的心》的手语表演告诉学生每
天都是感恩节；初三班主任王柏珍老师一句
“努力的你最美丽” 让自卑的学生开始相信
“没人能够取代我”……

为让“学生有品德”的口号成为现实，学
校将德育活动做成一个系列。 100 次国旗下
讲话、100 次的班会、每学期以“六做人”中
的一个内容为主题， 六个学期六大主题活
动，逐步推进。

通过一次次活动，“六做人” 更加深入
人心。

“两个馒头，一袋榨菜，一瓶水。 ”30 公
里远足实践活动后学生说：“这是最好吃的
一顿午餐”。一路上“在自我超越中成就美好
人生”不仅仅是远足口号，更成为孩子心中
超越自我的无限动力……

520 名学生亲手制作感恩卡，主席台上
大大的“恩”字将念亲情感师恩、览前贤思己
任的心愿在泪花中铭记……

初三 14 个班级的誓师条幅飘荡会场，
让“拼搏百日、超越自我、成就梦想”的口号
镌刻学子心中……

在 2011 年感恩节时， 王玉辉现场演唱
的改编歌曲 《掌声响起来》“二中拼搏三载，
胸中理想不更改”， 成了学生无比坚强的精
神支撑。

随着全校师生的努力，来自各界的“掌
声”也“响”了起来。

2012 年 4 月，杨镇二中的学生从“地中
海心脏”的马耳他第十二届世界中学生越野
锦标赛上归来。她们和杨镇一中的学生以包
揽女子组个人前 ４ 名，并夺得团体冠军的好
成绩归来； 她们以我国中学生 2004 年参加
此项比赛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的荣誉归来；
她们更在祖国之外践行着“在自我超越中实
现美好人生的”的校训。

被评为 “北京市十佳少先队员”、 荣登
2011 年“中国好人榜”的“90 后”小女生雒梦
妍，用她稚嫩的肩膀背起患有肌无力的小伙
伴上学，一背就是十年。在她的感召下，杨镇
二中成立了爱心社团，扶残助残、传递爱心，
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温暖。

还有张瑶同学在 “留住一桶水 一起去
世博”全国社区水资源优化使用活动中获得
最佳中学生奖，并作为北京市唯一的中学生
代表到上海世博会领奖。

还有很多学生在杨镇二中有德行地站
起来……

品课堂———品出的“ICD课堂”

初二（3）班，思想品德第六课《消费者权
益》，正在进行小品表演———《质量好牌牛肉
干》， 学生依陈饰演的黑心店主一步步坑害
学生李岩饰演的无辜买主。“你尝尝”依陈拿
着一包牛肉干给了李岩，李岩觉得不错就说
要买。 “一买就得四包”依陈开始搭售，李岩
不买。 “你尝了就必须买” 依陈开始强买强
卖，李岩拗不过买回家吃了，但随后肚子疼，
前往医院看后得知此牛肉干是劣质产品，于
是回去找依陈。 “你不是在我这个地方买
的。 ”依陈不承认，不予赔偿。

小品结束，站在讲台下的张娟老师开始
与学生一起探究小品中店主侵犯了消费者
哪些权益。 “自主选择权”、“求偿权”、“公平
交易权”……每个小组的组员开始热烈地讨
论。 回想起这些孩子在初一的时候，磕磕巴
巴、羞涩地上讲台的样子，站在一旁的张娟
老师笑了，“现在孩子胆子真的大了，课堂气
氛活跃了，知识都掌握了。 ”

“除了上课、下课，现在讲台上都没有我
的地方”张娟老师笑谈，“我以前就觉得教师
应该站在讲台上稀里哗啦讲一节课，现在我
觉得课上除了一些重点、难点、孩子理解不
了的或者需要我梳理的知识之外，其他的都
应让学生自己去完成。 ”刚刚毕业一年半的
张娟老师已经习惯这种“不讲”的教学方式。
“尤其是习题课，我是一道题都不会讲的。因
为孩子比我讲的好，他们更了解如何表达能
让同伴易于接受。 ”

张娟，2010 年 6 月大学毕业来到杨镇
二中，此时学校开始实行 ICD 教学改革，她
成了一起吃螃蟹的人。 开始和学生互动，组
建小组，参与评价，渐渐地知道“亲其师，信
其道”的真正含义，她跟孩子们打成一片，思
想品德课也越来越好上了。

ICD 教学模式， 即让学生成为教育教
学活动的主体（Independence），让主体在合
作（Co-operation）中共同进步，在合作中得
到可持续发展（Development），这三个方面
成为改革的核心理念，简称为“ICD 教学模
式”。

校长王玉辉介绍，主体（Independence）
是对过去老师讲学生被动听———“满堂灌”、
“填鸭式”教学模式的否定。改革重要的是改
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学校开展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 促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
有个性地学习，通过活动激发起学习的主观
能动性，使学生担负起学习的责任，真正成
为学习的主人。

合作（Co-operation）是一种自主学习
形式，是让学生在异质的小组活动中，根椐
一定的学习目标， 通过共同学习讨论研究，
促进每一个学生的发展，使每个学生都达到
一定的学习目标。合作学习是学生在小组或
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任务，有明确的责任分
工的互助性的学习活动。

发展（Development）改变学生读死书、
死读书、分数第一的状况，学习不仅是认知
的过程，而且是把学习的过程变成培养习惯
的过程、形成人格的过程，更是让每个学生
的个性得到张扬的过程、主观能动性彰显的
过程。 素质教育“两全”的思想，就是使全体
学生都得到发展，使每一个学生得到全面的
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

课改是艰辛的，“编写初稿不简单，细心
审稿更加难，二次备课不能少，磨炼；课堂上
完不满意，总结经验细分析，多次碰头想主
意，努力；教学实践有分歧，互相争论经常
起，兄弟姐妹不介意，给力；六次大改心中
记， 战友情谊难忘记， 青年教师最积极，争
气！”数学组编写的调侃三句半，也表现了学
校教师课改的决心。

校长王玉辉经常跟教师分享：课改是一
次教学革命，是现代教学方式与传统教学方
式的博弈，是学习方式的彻底变革。 它不是
“拍脑门”似的一时头脑发热，不是跟风求新
鲜，而是顺应时代发展、符合学校阶段发展
规律的重要举措，是我们共同成长的需要。

于是学校形成了课改潮流，语文组编写
的 《木兰诗新编》 可见一斑———“各处学模
式，全国请名师，教授出新招，校内共研讨。
初一语文组，缘此再聚首。日研教法勤，暮编
学案紧，不言课改多繁忙，但求学生个个学
业棒。课上精点拨，课下勤培训，不言身心多
憔悴，但求小组处处展现美。老中传帮带，青
春给力来，早出星相随，夜归月作伴。冬去师
砺炼，春来生改变。”一年来，教师的努力，终
于迎来了各方肯定：“全区学经验，到校来参
观，看我导学案，观我模式展，赞我新课堂，
带着决心返。七人巧协作，成功经验多。专家
留意见，信心百倍添。 ”

“四段六步”教学法包括如下几个环节：
预习展示———合作交流———（小组交流、全
班交流 ）———点拨引导———总结反馈———
（自我总结、反馈检测）。

走在学校教学楼里， 勤惜 11 班、 七彩
13 班、启航 7 班、梦圆 10 班……每个班级
的口号“生命因超越而精彩，理想在勤奋中
放飞”、“想要壮志凌云、干要脚踏实地”等争
相跳入眼帘。 班级门口驻足，看着各式各样
的小组名称———5 与伦比、“杰” 足先登、飞
ing、The last laugh，看出了孩子们对小组的
喜爱和期望。

从窗外望进去，各小组聚首讨论，你一
言、我一语。 “热闹”的课堂印证了张娟老师
的那句话：“我听过的任何一堂课，没有任何
一个学生是睡觉或者走神的。有了小组他们
肯定会参与、会表现。 ”

杨镇二中的课堂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
化：教师关注学生的生活世界，打破学生书
本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界限；教师关注学
生的生命价值，给学生以主动探索、自主支
配的时间和空间； 教师关注学生的内心世
界， 创设对学生有挑战性的问题或问题情
景。 教师开始改变以往的“告诉”知识，转变
为探索方法。

两年来，杨镇二中在“ICD 教学模式”
下不断创新，学校推出中考学科采用“一案
三单”方案，“一案”指学习指导案，“三单”分
别是问题导读评价单、 问题解决评价单、问
题拓展评价单；非中考学科为“一案一单”，
“一案”是学习指导案，“一单”是综合解决评
价单。

在张娟老师的思想品德课上，综合解决
评价单上分为四大步骤———自主预习、合作
学习、综合训练、三元评价。合作学习里面又
可分为若干分支：交流学习、活动探究、拓展
提升。 “学生表演的小品就是活动探究中的
内容”，张娟说。

在三元评价中，有自我评价、同伴评价、
学科长评价。 “这是课前一分钟完成的内
容，”通过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得到肯定，再
通过学科长评价找到不足，获得激励。

“从 2010 年至此 ，经过 ‘ICD 教学模
式’的推广，教师的观念得到了转变，我们要
开始探索适合每个学科的模式。 ”王玉辉一
直鼓励各学科形成各自独特的教学模式。

4 月 6 日，在数学老师潘丽娟给学生上
的平方差公式这节原理课上，运用了五环节

教学法———创设情境、探索新知、内化运用、
反馈延伸、总结提升。 这是数学课上探索的
原理性知识课型的一般教学模式，他们还将
探索概念性知识和习题性知识的课堂教学
模式。

今年 3 月份，语文学科也引进了随笔化
写作，这是不同于传统作文课的一种新型作
文课，让孩子在作文中抒发真情实感，获得
写作文的幸福感觉。

如今， 各个学科在 ICD 教学理念的引
领下，探索适合本学科的各种教学方式方法
来让学生获得真正的成长。

品培训———品出成长力

4 月 6 日是学校校本培训的日子，内容
是《论语》讲解，教龄不满两年的青年语文教
师李胜男是授课教师， 全校教师接受培训。
“学半部《论语》能治天下，同时李老师硕士
主修古汉语，有一定的古文素养。”校长王玉
辉对李胜男的肯定， 让他在学校有了不少
“粉丝”。在王玉辉心中能够为青年教师搭建
平台，促其发展，是件幸福的事情。

“今天讲授的是先师孔子的学习观和教
学观，虽然《论语》离我们生活很远，但是其
教育思想对我们的启发特别大。 今天讲的
‘因材施教’又一次告诫我，对于不同班级不
同学生都要应用不同的教育方法，语言运用
上有时要幽默一点，有时要庄重一些。”张娟
老师说。

翻看学校教师发展性培训科目，从激发
热情、挖掘潜能、凝聚团队、教育教学等方面
系统设计了六大培训。 目前已经完成了“重
新发现自我、 拥抱发展机遇”，“挖掘自身潜
能、开展尊重教育”，“改变教学方式、探索教
学模式”，“感受教育生活、讲述身边故事”等
四大培训主题，如今正在进行“研究真实问
题，突破课改困惑”的主题培训活动。 从校
长、副校长、教研组长到骨干教师、班主任都
安排了讲座，从课改的理念、小组合作、预习
等都开设了专门课程。 2011 年 9 月，教科研
主任杨红雁在兰州召开的全国第五届两岸
四地学校改进与伙伴协作交流研讨会上，以
“给力的校本培训”为题介绍了学校的经验。

在加强教师培训的基础上，学校将培训
引向了领导层，从德、能、勤、绩、廉、综合六
大方面开展了干部发展性培训。

在学生培训中，学校实行“三制管理”。
对优秀生实行“导师制”，重点培养；对边缘
生实行“承包制”，落实到人；对希望生实行
“捆绑制”，不抛不弃。

不论是学生培训、教师培训还是干部培
训，学校都与师生品德相结合，使“三品”理
念落到实处。而这样的成长不仅仅是学校范
围内的教师成长、学生成长，学校还在为家
长的成长行动着。

“做杨镇二中学生的家长真幸福”，杨镇
二中的教师闻明不仅仅觉得自己幸福，学
生家长也同样感觉幸福。近年来，杨镇二中
每年给家长订《家庭教育报》，并给家长免
费开设了家长学校课程。

从学生进入杨镇二中，家长就要和学生
一起“上课”，目前学校为学生家长设计了六
大培训，每学期一个主题。 包括小升初孩子
都该适应什么、 如何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学
会与同学交往、孩子的青春期教育、和孩子
一起设计人生、引导孩子释放压力等。 这些
课程有些会聘请专家主讲，有些是学校教师
结合学生在校表现进行讲授。 在 2011 年有
效亲子沟通班开班之前，学校派陈明老师专
门去北京听屈开教授的家庭教育讲座。 随
后，陈明老师利用节假日的休息时间，历经
四个多月的学习，学完了全部课程。 有效亲
子沟通课程如期开课，根据屈开教授编写的
教材内容由陈明老师主讲，主要为家长们集
中面授、详细讲解了“认知偏差、爱的误区、
沟通绊脚石、沟通障碍、沟通要点、情绪处
理、快乐沟通”等内容。 有些家长从很远地方
赶来，听后深受启发。

在教师成长 、学生成长 、家长成长 、
干部成长中 ，我们看到了 “三品 ”理念正
在开花 ，一所有品质 、有品位的学校正在
成长……

“品”出一所好学校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第二中学落实“三品”目标故事

□ 李宏昊 房 萍

杨镇二中校长王玉辉

感恩系列活动———品出的学生精彩 教师培训———品出成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