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月 21 日，广西岑溪市中等职业技术学
校举办了第七届文体技能竞赛周活动， 图为
机电专业的学生正在进行照明电路安装工艺
比赛。 李自进/摄

茛图片新闻

特别报道 编辑：翟晋玉 电话：010-82296669 投稿信箱：zgjsbgn@21cn.com 美编：梁颖宁 投稿信箱：zgjsbys@163.com 2013．1．23 2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宁波效实中学：课程属于学生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英雄校长杨建一
学生的安全，杨建一更是时刻放在心

头。 袁奶奶在校门口开了个小卖部，杨建
一时不时地要过来“检查”一下，提醒一定
要进品质可靠的货物， 确保食品安全，因
为孩子们自己不会识别。

学校的围墙约 2 米来高，四周完好无
损，墙壁顶端还有防护的玻璃碴。 邹伯亮
指着校园左手边一堵围墙说，“你看，以前
是没有这堵墙的，就用这排房子与外界隔
开，但房子被鉴定为 D 级危房，杨校长一
直不放心， 怕学生在这附近玩耍不安全，
跟我商量了多次，2010 年筹资新建了这
面围墙，把这排危房隔离出去！ ”

2012 年上半年，教学常规管理评估，
北渡小学被评为全镇第一。 一个 59 岁要
退休的人了，杨建一却比其他人显得更有
激情，工作上始终保持着一种活力。

“没想到，到今年暑假就可以完成使
命的他就这样离开了， 让人很难接受，无
比悲愤。 他是一个真正的英雄，为了保卫
学生不惜生命，冲锋在前。 ”邹伯亮说。

确实， 正如杨建一生前不断对教师
们说的，爱护学校，关心学生和教师 ，这
是一个校长的职责所在。 田海平告诉我
们，他是 1985 年和杨建一结识的。 “那次
晚上 8 点多了，我发病，胃出血。 杨建一
与几位老师把我送到县人民医院。 ”田海
平说，他这一生都感谢杨建一，把他当作
自己的兄长来看待。

“他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我认为，他
呕心沥血，倾注了一生最宝贵的时光给学
校，一心一意。 ”田海平说。

“教育是我事业的全部， 学生
是我生命的全部。 ”

1 月 17 日上午，在新化县殡仪馆，各
界人士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来吊唁，参加杨
建一的追悼大会。北渡中心小学的师生和
家长吊唁队伍里，5 岁的学前班小朋友也
央求妈妈带自己过来送别校长。前来吊唁
的市民曾满平告诉我们：“面对邪恶，如果
每个人都能像杨校长一样，不懦弱、不退

缩，敢于挺身而出，社会风气才会越来越
好。 杨校长这种精神，值得各行各业的人
好好学习。 ”

在追悼会现场，学生家长邹女士告诉
我们， 她的两个孩子都在这所学校读书，
儿子读三年级，女儿读六年级。“杨校长真
的是把学生当自己孩子一样，他来家访时
常嘱咐我，好好培养两个孩子。 我儿子坐
的凳子，有些钉子松了，他会去换新的；教
室的玻璃破了，他赶紧自己去修理，这些
小事他都会照顾到。 ”

2011 年上半年， 五年级学生何先凡
上课时突然发病，肚子疼痛难忍，杨建一
知道后，当即租了一辆车送他到县人民医
院。 医生初步诊断为急性阑尾炎。 何先凡
家境贫困，父母在外打工，当时，只有孩子
的爷爷闻讯赶到了医院，老人家身上只有
100 多块钱 。 医院需要交费才给治疗 ，
1000 多块的手术费让老人家一筹莫展 。
杨建一二话没说就打电话给妻子，让她赶
紧筹钱送到了医院，事后，还买了水果补
品去看望这名学生， 对那 1000 元医药费
绝口不提。老人家感激万分，有一次，还特
地拎了 10 来个土鸡蛋答谢杨建一。

而这并非第一次。“我们读书的时候，
他还不是校长，却经常资助学生，为很多
学生做担保，让孩子们先上课再交学费。”
已经毕业多年的 27 岁青年曾海辉特地请
假来殡仪馆，为自己的恩师送行。

在杨建一办公室有两本小册子，一本
记载学困生情况，一本记录留守儿童家庭
状况。 学校几位学生家庭十分困难，杨建
一了解情况后，不仅主动给学生们申请了
困难补助，而且平时还经常接济他们。 这
些年，杨建一为学生代交的学费到底有多
少，谁也不知道。 正是因为如此，在北渡，
除了正常转学的以外，近几年几乎没有因
贫失学的学生。

可他自己，却十分节俭，翻开杨建一
的衣柜，都是一些旧衣服，唯一一件上百
元的裤子还是弟媳刘科球送的。 “像牛肉
二三十块钱一斤，太贵了，他家很少买来
吃。”刘科球说。学生杨家琴还记得 6 年前

的一幕。 那是一天中午，她去办公室找杨
建一，看到他正端着一碗一块钱一包的方
便面在吃，于是就问：“杨老师你为什么不
吃饭啊？”杨建一笑着对她说：“方便面，方
便嘛，方便。 ”

对学生如此，对教师也一样。
田海平说，上世纪 90 年代以前，民办

教师多，杨建一是公办教师，夏收、秋收时
间，他帮老师收稻谷、挖红薯。 周六周日
时， 主动到劳动力不足的教师家帮忙干
活。那些年，他做了很多好人好事。都是主
动帮忙，和教师相处得非常融洽。

32 岁的总务主任康牧荣告诉我们 ：
“我以前在其他行业， 后来想有个好一点
的工作环境，2008 年才考到这个学校当
老师。我家在温塘镇，离得远，来报到的时
候，杨校长亲自帮我安排宿舍，看着他亲
手帮我清理房间杂物，腾出房间，打扫卫
生，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触。 这甚至让我改
变了对社会的看法。 ”

杨建一很关心青年教师的成长。在北
渡中心小学，新来的青年教师都要在校内
上一堂公开课，促进交流成长。 康牧荣初
来乍到，既不是师范类毕业生，又没有讲
课经验，心里非常着急。 “怎么办？ 我真是
一点自信都没有。 ”杨建一把一切看在眼
里， 他从外面搜集了一些优秀的教学视
频，拿来陪着康牧荣一起看，一堂接着一
堂，杨建一边看边点评，指导康牧荣怎样
根据自己的特点设计教案、 选择教学方
法，告诉她怎样讲课。 康牧荣心里有了一
点底儿，终于树立了教学的自信。

近几年来，学校新分配进几个来自外
地的青年教师， 节假日吃饭不够方便，杨
建一就把他们请到家里吃饭，让教师们享
受家庭般的温暖。“在我们学校，他就像大
家庭的一家之主。 ”姜老师说。

在杨建一的工作日记中，“教育是我
事业的全部，学生是我生命的全部。 为了
教育事业，我无怨无悔；为了孩子的成长，
我在所不惜。 ”这样一段话赫然在目。 1 月
15 日这天， 杨建一用鲜血和生命为这段
话做出了最后的诠释。

创立于 1912 年的浙江省宁波效实中
学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 100 年来，效实中
学培养了 3 万多名优秀毕业生， 从效实中
学走出了以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为代表的
15 位两院院士。 “桃李满天下， 成果布四
海”，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曾如此
评价效实中学。

在不久前举行的效实中学百年校庆
上，该校师生自导自演了丰富多彩的节目，
其中学校话剧社的学生演出了自己创编的
《壮志骄阳》，虽然还不免有模仿的痕迹，但
学生们的表演惟妙惟肖，落落大方，更反映
了学生对教育和人生问题的深刻思考，给
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效实中学的校训是“求适务实”。 效实
中学校长周千红对此作了阐释：“现在的教
育太少‘适性’，太多‘迫性’；求适就是探求
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 ‘务实’就是‘责效于
实’，就是排斥虚妄，拒绝空想，就是鄙视华
而不实，崇尚实干精神，实事求是。 ”

为学生全面发展
提供最适合的课程

课程是学校教育教学的核心载体。 近
年来， 效实中学致力于提供适合于学生当
下学情、着力于高中 3 年、着眼于未来人生
30 年的课程体系。 学校力图实现课程学习
最大的有效性， 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最适
合的课程。

学校依据学生的现实基础， 着力于培
养时代精英的目标， 对目前实施的学科教
材进行大胆的分析、取裁、优化，基本形成
了各学科三年教学的课程实施规划。其次，
依据各学科 3 年教学的课程实施规划，形
成旨在实现高质量的有效教学的基本模
式；最后，编写符合学情的作业，经过 3 年
左右的时间， 学生都使用本校教师编写的
作业和讲义。目前，效实中学高一年级已经
全面实施作业、讲义自编自创，实现了集体
议课、辩课。

效实中学遵循教育教学规律， 严格控
制学生在校活动总量，在效率、效益、效果
上下功夫，长期以来，学校没有在双休日、
节假日补过课，践行“七天抓五天，五天抓
白天，白天抓 45 分钟”的草根教学法则，以
致当地常有效实中学管得太松的传言。 事
实上，效实中学抓的是 45 分钟课堂的高效
率，每一堂课教师都精心设计策划，精选例
题，突出重点，同时尽量留出更多的时间供
学生去安排自己的学习， 而不是单纯依赖
增加上课时间来提高教学效果。

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角色发生了转变。
“效实的老师很注意教学相长，不摆师长的
架子，愿意成为学生的朋友。对于效实的学
生来说，老师既是良师，更是可以促膝长谈
的知心朋友。 ”周千红说，教师角色的转变
为学校民主氛围的营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而一个平等、民主 、尊重 、信任 、友好的氛
围，能使学生处于自由、宽松、安全、积极的
状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和成长。

学校还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
势 ， 创建了功能强大的网上作业答疑系
统，“点一点就灵”， 保持师生互动和对话
的畅通无阻 ， 及时解决作业过程中的问
题，受到广大学生的欢迎。 尤其是在寒暑
假等节假日 ，不出家门 ，就能在网上解决
学习疑难。 学生们说，“这真是一条通往知
识的绿色通道”。

给学生自主发展的时空

课程需要通过课堂来实现。 早在民国
初期，效实中学就抛开了死记硬背“四书”、
“五经”、“一心只读圣贤书” 的传统教学方
法，引导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提
倡勤动脑，多动手，多做实验，注重联系实
际，积极开拓创新。

效实中学不以呆板的教学模式去教
育培养学生 ，不赞成学生死读书 ，而是提
倡创新精神 ，注重发展学生的个性 ，提倡
独立钻研，独立思考，自由争论。 鼓励学生
对书本内容提出疑义，挑战权威。 教师积
极鼓励学生在课上、课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来一起探讨。

“在效实中学学习期间，我印象最深刻
的就是学生能够把学习的主动权牢牢握在
手中。”一位毕业于效实中学的学生说，“效
实的老师不会逼着、压着学生去学，不会布
置大量的作业来抢占学生的课外时间。 相
反， 教师给学生提供自主发展的时间和空
间，鼓励学生制定一套自己的学习计划，鼓
励学生勤于思考、善于思考，不断摸索总结
适合自身的学习方法，而不只是一味做题。
在这种机制下， 效实中学的学生从来不会
被老师的教学安排牵着鼻子走， 而是能找
到课上课下的最佳结合点， 达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

在实施新课改的过程中，效实中学摒
弃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方法，重视对学
生学习方法的指导和自学能力的培养。 有
不少章节的课程教师不在课堂上讲，而要
学生去自学。 教师常常会在课堂上组织学
生进行讨论， 有时与教学内容直接相关，
有时则是扩展性的，要求学生课下查找资
料、整理信息、写发言稿。 这就是一个自学
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获取的信息量远
远超过教师在 45 分钟内所能传授的数量，
不但拓展了知识面， 而且便于学生接受和
理解，让学生从“学会”转到“会学”上来，从
“学答”转到“学问”上来，从“要我学”转到
“我要学”上来。

开放动态的选修课

近年来，效实中学在校本选修、走班学
习等方面的创新上处于全省领先位置。

在“求适”办学理念的引领下，效实中
学为学生提供符合学生实际、 注重学生个
性发展和兴趣的丰富多彩的选修课程 。
2009 年，学校开设了“千古传世红楼梦 ”、
“数学思维与方法 ”、“文化视角论科学 ”、
“中学生人际关系学”、“街舞”、“跆拳道”等
30 门校本选修课程；2010 年， 学校开设了
“科学殿堂的伟人 ”、“认识广袤的星空 ”、
“合唱的艺术”、“动画的制作”等 34 门校本
选修课程；2011 年， 学校开设了 “社交英
语”、“走进生活中的化学实验”、“花卉植物
的克隆”、“遇见未知的自己（心理学课程）”
等 43 门校本选修课程。

每到星期五下午， 效实中学会出现这
样的场景：学生们离开自己原来的行政班，
背着书包兴高采烈地进入自己心仪的选修
课堂，这种打破年级、班级的学习格局在效
实中学已蔚然成风。

这些选修课程体现了“三近”原则：离
生活近，离学生近，离理想近。 “有现实的土
壤，又有理想的天空。 ”周千红说。

“在这样开放动态的选修课程里，能听
到内心成长的声音。 ”一位学生说。

选修课程最容易成为“眼前的风景、过
眼的云烟”， 要使课程真正产生力量和效
果，离不开评价的跟进。 为此，效实中学制
定了“课程的评价与标准”。评价既是标杆，
又是规范， 它的实施避免了将选修课程当
作衬托课、表演课、过场课的危机，实践了
效实中学“务实”的办学理念。

“认识的高度决定了实践的高度，我们
是为了让教育成为它自己。 ”周千红说，在
效实中学， 校本选修课程不是一种简单的
场景，更是一种走向未来教育的愿景。 “让
教育成为自己，教育就是唤醒，教育就是相
遇。 效实中学的校本选修创造着学生与课
程的相遇， 用灵动的课程形态和内容唤醒
着学生的自我认知， 让他们在知识之路上
充分享受着学习者的付出和收获。 ”

给学生课程选择的主动权

课程通常都是国家、 学校和教师说了
算， 效实中学却有近 30 门学生当家的课
程，这就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话剧社的
高雅、文学社的诗意、天文社的理性、历史
社的严谨……这些从学生内心生长出的课
程，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学生的热忱和智慧。

在效实中学， 社团不是装饰门面的活
动的代名词，社团就是学生自主的课程，是
从心出发，走回自我，发展自我的课程。

在周千红看来， 有了国家课程和校本
课程仍然不够， 效实中学力求在课程改革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进一步把课程选择的
主动权交给学生， 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发展
动力和成长空间。

作为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效实中学
有很多资优学生。 “这些学生如果只在国
家课程、 校本选修课程框架之内学习，往
往会因学习资源的有限，而逼仄了他们成
才的空间。 ”周千红说，效实中学力求点燃
学生成长的内驱力，让他们在适合于自己
的轨道上成为最佳的自我，从而走向成功
的未来。

2010 年，学校为在理科学习方面学有
所长、学有所优的学生推出课程免修制度，
将课程选择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让学生在
图书馆、实验室自主学习，只在必要时提供
支持和指导。

在学校的鼓励和帮助下， 这些学生中
有的接连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有的在学科
竞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取得保送国内一流
大学的资格； 有的撰写了有创意的学术性
小论文，或获奖或发表；有的和教师合作编
著书籍，正式出版发行……

与此同时， 学校积极扩大学生的课程
视野，增加实践性、研究型课程。 学校在创
新人才培养实验班的课程设置上走出了校
门， 让学生在宁波甬江职业高级中学接受
实践性课程的学习和培训。 男生学习西点
制作，女生主修人生礼仪，有意识地培养学
生的审美能力。 一位学生在一年的跨界学
习结束之后深情地写道：“在实践课中，我
充分感知了有意义的生活， 它使我保持对
生活的敏感和热爱， 做一个有独特追求的
效实人。 ”

不仅如此， 效实中学还带学生深入大
学实验室和课堂， 让他们在别样的学习风
景中感受到学习的美丽和魅力。

课程属于学生， 是效实中学 “求适务
实”教育理念的最好诠释。

在起点上重新开始

效实中学的校名取自严复 《天演论》
“物竞天择，效实储能”的名句，寓“责效于

实，期在可行”之意。学校向以文理并重，数
理外文兼长著称。创立之初，学校就注重实
学（自然科学），逐渐形成传统。

今天， 效实中学也很注重对学生科研
能力和科学精神的培养， 但与此同时也不
放松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上世纪 80 年
代以来，全校各年级就开设了劳技、音乐、
美术、课、时政等课，引导学生关注世界和
社会的进步， 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
合，使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

近年来，科学与人文课程的实施，使得
效实中学不仅在数理化领域人才辈出，在
人文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学校的文学

社团、艺术团、书画社、小记者团、学科爱好
者协会等学生社团非常活跃， 并常常在各
级各类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

效实中学始终不渝地把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才作为教育教学的最高目标。 在效实
中学，学习成绩固然重要，但决不是唯一的
衡量尺度。 学校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多方面
的兴趣， 在效实中学学习的学生时时都有
展现自己的机会。 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在各
个组织中担任职务， 在各项活动中一展身
手，同时给予那些工作努力、表现出色的学
生以奖励和表彰，以此激励后来者。

渐渐地， 一个良好的氛围在效实中学

悄然形成。在这种氛围下，每个学生都能充
分发挥自己的强项， 培养个人不同的兴趣
爱好。这大大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促进了
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

效实中学并没有止步于此。 “教育事业
的特征是，它总是在起点上重新开始。 ”周
千红说，“课程就是跑道，学生在起点起跑，
我们看着他们不停前进， 而对于前进的后
一步而言，前一步只能是起点。 ”面对新时
代下不断成长的学生， 他带领效实中学开
始了新的起跑， 致力于实现学校的办学目
标：“成为培养领袖学生的摇篮、 倡导全面
发展的模范和师生共同成长的精神家园”。

新课改不只是课堂的
改变，而是整个课程体系的
变革。 近年来，宁波效实中
学在课程改革方面做出了
许多有益的探索，不仅改变
了课堂，更改变了整个课程
体系， 为实施素质教育，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上接 1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