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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说文解字》中对珊瑚是这样解释的 ：‘珊
瑚，赤色，出于海。 ’《山海经·海中经》记载：‘珊瑚出海
中，岁高二三尺，有枝无叶，形如小树。 ’，珊瑚小学在
新建时就是按照‘海中珊瑚’的形象来设计的，我们不
仅仅追求这种建筑风格， 更推崇的是一种珊瑚精神，
着力打造的是珊瑚特色。 ”这是初次走进珊瑚实验小
学时，校长谭劲对学校引经据典的介绍。

珊瑚实验小学———这座长江之滨、 山城重庆的
南山脚下的以珊瑚为名的小学，如今，已因家长的美
誉、专家的首肯、教育部领导的评价，还有那一串串
闪光的荣誉，引来了中央电视台、凤凰卫视台、《中国
教育报》、《人民教育》、《重庆日报》 等国内权威媒体
的竞相报道。 这一切，都源于珊瑚实验小学走出了一
条为每一个孩子燃起希望， 让每一个孩子收获快乐
的素质教育发展之路。

首先，办学理念先进，教育策略精当 。 “珊瑚最
红，孩子最亲”，这是珊瑚实验小学对孩子爱的真情
表白，也是珊瑚小学的办学理念。 以亲近孩子成长需
要为出发点，通过亲亲校园、亲亲课程、亲亲课堂、亲
亲德育、亲亲团队的构建，实施“亲亲教育”，珊瑚实
验小学形成了“科学教育启智，艺术教育益心，体育
教育健体”的素质教育平台。 校长谭劲反复强调：“学
校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独特的生命， 承认和尊重生
命的独特性，为生命独特性的实现创造条件 ,促进其
成长、发展和完善，应该是我们今天教育对待生命的
最基本的态度。 ”为了促使每个学生的生命潜能自由
而充分地发展，珊瑚实验小学不断改进教育实践，形
成了三大教育策略：一、设置多元课程，为学生个性
化发展创造条件；二、以“三创”（教师创造性地教、学
生创造性地学和创造性地评价） 为目标改革课堂教

学，让课堂成为适宜学生自主发展的最好场所 ；三 、
用丰富的实践活动，激发学生发挥潜能。

其次，课程体系多元，课堂文化鲜活。 在课程构建
上，珊瑚实验小学以学生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把
课程开发和实施的目标建立在理解学生、 尊重学生个
性和智能差异的基础上， 把课程设计的思路集中于两
点:一是“为多元智力而教”，二是“通过多元智力来教”。
学校建立了“基础性课程（国家课程）+拓展性课程（校
本课程）”的学校课程体系，为学生的生命发展搭建平
台，凸显了“基础实，有拓展，扬个性”的课程与学生“亲
和”相融的特点。 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珊瑚最红，孩
子最亲”如何才能落实到课堂上呢？ 珊瑚小学建构和培
植了“亲亲课程”。 校长谭劲用“关系亲和，爱如春潮；过
程亲证，学如历险；生命亲在，创如朝阳”这 24 个字来
概括“亲亲课程”文化的核心理念。 让爱充溢课堂，让学
生在探索中感受学习的乐趣， 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生命
的成长，体验成长的幸福，这样，课程就成了学生在学
校获得的生命礼物， 课堂就是学生生命历程中感受成
功和幸福的天堂！

再其次，发展动力强劲，师资力量一流。
回溯建校之初，珊瑚实验小学是一所社会满意度

极低的乡中心小学，仅有 17 亩地、一栋兼教学与生活
配套用房为一体的小楼，办学条件十分简陋，设备奇
缺；以返城知青为主的教师队伍素质差、学历严重不
达标。 这， 就是珊瑚小学的起点！ 如今，26 年的潜心
“琢磨”，学校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所仅有 20 多年
建校历史的小学校，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市领先、国
内一流的特色名校。

纵观学校发展历程，谭劲校长认为学校始终葆有
的发展动力的源泉有两个：

一为锐意改革，科研兴校。 教育科研是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学校从建校之初就坚持抓改革
促发展，结合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
求，不断开展教育科学研究。 靠“科研兴校”，珊瑚人留
下了一串串坚实的脚印。

二为主动成长，师资强校。 学校首先为教师提供
多样化的培训模式，以丰富的培训内容、灵活的培训
途径等，为教师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实现个性化的
发展搭建平台；其次学校构建了与绩效挂钩的激励机
制，激发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再其次是教师人人制
定个人三年发展规划， 实现个人与学校的共同发展、
主动发展。

重视科研，重视师资培养，激励了珊瑚实验小学的
干部和教师，主动发展，自主成长已经成了学校的一种
文化氛围。 一大批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逐渐在全市乃
至全国崭露头角，珊瑚实验小学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都说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其实，一所好学
校往往也都会有一个优秀的校长。 珊瑚实验小学的老
师们也都说，学校的发展是因为有一个善于思考、创意
无穷的好校长。 珊瑚实验小学的校长谭劲，潜心从教三
十余年，耕耘不辍，研究不止，发表文章多篇，出版著述
数本，如今算得是荣誉等身，可她还始终念着珊瑚小学
的发展，始终在为珊瑚实验小学的特色而谋划，她一直
反复地讲，珊瑚实验小学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孕
育国际诺贝尔奖的摇篮，中国科技院士的沃土”。

我一直都在想用一句怎样的话来描述她最为恰
当，虽有题目，但反复斟酌，对于一心献给教育家型校
长的谭劲，还是引用她自己的话吧———

“有梦想的人生才会飞翔，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
为孩子们提供做梦的天空。 ”

“天地之间，时间绽放。 ”这是 2012 年重庆教育
的一次盛会。我们相聚在西南大学，开启了重庆市未
来教育家的寻梦之旅。

庙堂之上响起最强音， 温家宝总理呼吁要大力
倡导教育家办学， 充分发挥教育家的办学才能和特
长。 “倡导教育家办学，是新时期提高教育质量，推动
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重庆市教委周旭主
任提出期望。 于是，32 名未来教育家培训对象，6 名
提名培养对象齐聚一堂， 与导师签下了最神圣的师
徒合约，我们约定坚守教育，潜心研究，有所成就。

我们转战南北，不分东西，吮吸着教育的丰富营
养，享受着各种教育思想的璀璨光芒。 一句“什么是
教育”的叩问，让我们陷入了沉沉的思考，催促我们
对教育重新审视和考量。 教育是唤醒，教育是一个灵
魂撼动另一个心灵的苏醒，教育如种庄稼等等描述，
道出了教育的本质，指向了教与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教育应循着学生的需要而实施。 这时，我们明白了，
教育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心思去发现、 研究那些最贴
近学生需要的路径、方法与内容，避免我们走教育的
弯路、错路、绝路。

实证研究、质性研究等研究方法的再度学习，尽
管枯燥头疼，但挺一挺，咬咬牙，也就海阔天空，也就
有了进一步的体悟：它不仅是一种方法，也为我们观
察教育现象， 研究学生成长规律提供了有效的研究
工具，使研究的手段更多元化，更接近学生的现实生
活。

同学间的教育思想， 如刚出炉的美食， 鲜香俱
全，美味可口，为我们提供了最直接、最生动、最真实
的教育案例，对我们形成教育思想起到了示范作用。

导师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引导，如中国书法虚
实相间，意境高远。 记得在观摩并参与我的导师、原
西南师范大学校长宋乃庆主持的国家级课题的研讨
会上， 宋乃庆广泛听取来自一线校长们对学校办学
的建议，校长们自由交谈，教育智慧从中流出。 此时，
宋校长不失时机地要求学员们将自己的思想、 做法
形成文章，做理性的思考。 事后，宋校长通过电话，留
下邮箱，督促我们交出文章。 这种不经意的引领让我
们受益匪浅。

今天，我们有如此优越的学习环境，有如此强大
的外在需要和内在追求，我们得感谢这个时代，感谢
给予我们政策支持和学术支持的所有人。

今天， 我们是未来教育家培训对象， 我们在学
习，在沉淀，在升华，在用行动回应庙堂之上的最强
之音。

明天，我们将为中国的教育，重庆的教育奉献教
育的智慧和思想。

2003 年以来，温家宝总理多次倡导“让教育家
办学”。随着教育发展方式向内涵式转型，“培养和造
就一批教育家”，让教育家办学越来越成为教育界和
全社会的一种共识与呼唤。

重庆教育经历十几年的快速发展， 在实现 “两
基”目标、化解“普九”债务等教育基础性问题之后，
如何实现教育内涵式转型，提高教育质量，建设一支
高水平的教师队伍成为关键所在。

2011 年 7 月，重庆市陆续出台了《重庆市教师队
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 年）》《重庆市中小学
教师教育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在教师队伍整体提升
中，重庆市教委清醒地意识到，在重庆“一圈两翼”的
不均衡格局之下， 要整体提升教师队伍水平存在很
大困难。 师资建设要上一个台阶与高度，还需要从内
部去激活发展的能量， 通过培育高端教育人才引领
全市教师发展。

作为国家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重庆
要实现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和西部教育高地的奋
斗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一流的教育家”。

市教委周旭主任认为倡导教育家办学， 是新时
期提高教育质量，推动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手段。 在
全市范围内实施“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目的就是
“立足重庆、面向全国、走向未来”，他们计划用 3～5
年时间整合全市乃至全国的资源， 发掘培养一批能
够引领全市教育发展与改革， 并能在全国产生一定
影响的专家型校长和教师， 推动全市高端教师队伍
建设，引领、带动和促进全市中小学师资队伍水平的
整体提升， 为建设长江上游地区教育中心和西部教
育高地，统筹城乡教育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提到教育家，人们往往会想到孔子、蔡元培、陶
行知、杜威、苏霍姆林斯基等古今中外的伟大人物。
重庆市教委师范处处长李源田认为：“每个时代每个
领域都有很多杰出人才，科学界有科学家，艺术界有
艺术家，为什么我们教育界就不能有教育家？ 就是因
为人们把教育家看得太过神秘，要求太高。 社会应该
用宽容的心态对待教育家，摆正教育家的位置。 ”

重庆市“未来教育家 ”培养工程专家组组长宋
乃庆认为：“未来教育家”申请者必须是在职的中小
学教师和校长。 只有来自于教育一线，扎根于实践
工作中，才能更加准确深刻地把握住“教育家”的脉
搏，“能成为教育家，一定是终身热爱、从事教育事
业，并大多站在教育的第一线。 ”为此要求申请者师
德高尚，热爱教书育人事业，有突出的综合素质、专
业理论与实践能力。 其中教师应具有独到的教育思
想、独特的教学实践，初步形成独有的教学模式；校
长应具备先进的办学理念、独特的管理实践 ，所在
学校特色鲜明。 只有在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自己
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并指导实践，才能带动更多教师
的成长。

重庆市教委构建了一套严格、 公平的学员遴选
机制，经过个人自荐与组织推荐、资格审查、综合考
核三个环节，对申请人的教育教学能力、专业理论水
平、未来发展潜力等素质进行全面考察，从 140 名申
请者中最后确定了全市 32 名首批 “未来教育家”培
养对象和 6 名培养对象提名人选。

自 2012 年“未来教育家”培养工程实施以来，在
重庆市教委的领导下，重庆市教育评估院牵头，依托
重庆市教师教育研究中心和西南大学，整合资源、分
工合作，立足培养对象的发展定位和教育理想，针对
教育家成长的个性化特征， 构建了个性化立体式的
培养系统，科学设计培养内容，突出培养方式实效，
主要采用高校访学、导师引领、名校挂职、外地考察、
在线研修、行动研究、小组合作、研讨交流等方式和
途径，从而加快培养对象的成长。

这一系列的活动，正促使“未来教育家”不断行
走在成长的道路上。

亲近学生，成就梦想
———记重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校长谭劲

谭劲，重庆市南岸区珊
瑚实验小学校长、 书记，特
级教师，享受国务院专家津
贴，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获
得者，重庆市首批“未来教
育家”成员。

从教 30 余年来，她一
直致力于课程改革、 课堂
教学研究， 思考并探索以
“亲亲教育”为核心的学校
文化整体发展。 她主持的
课题成果曾获得重庆市政
府、重庆市教委一等奖，她
还主编了《三创教学》、《创
新性实践活动研究》、《亲
亲课堂概论》等。

□ 梁恕俭 罗晓玲 王 娜
教育部原部长周济评价珊瑚实验小学是“真正按

素质教育的要求来办学的”；家长们将其美誉为“梦开
始的地方”； 而业内专家则习惯将珊瑚小学的频频出
彩、不断亮相称之为一种现象———可以为重庆基础教
育树立标杆的“珊瑚现象”。

珊瑚实验小学走出了一条为每一个孩子燃起希
望、让每一个孩子收获快乐的素质教育发展之路。 中
央电视台、 凤凰卫视台、《中国教育报》、《人民教育》、
《重庆日报》等国内权威媒体，对学校鲜明的办学特色
及所产生的办学效应进行了全面翔实的报道，引起了
强烈的社会反响。

是什么力量让一所建校仅有 20 多年历史的小
学，成为了全市一流、国内领先的特色名校呢？ 老师们
都会说：因为，我们有一个善于思考、创意无穷的好校
长———谭劲。

不断追问两个“假如”

课间时分，谭劲总是喜欢放下手头的工作，在欢
乐的校园中穿梭、驻足，细心观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看他们游戏，跟他们聊天。 每每听到孩子们的呐喊声、
欢呼声、加油声，对她来说，都像欣赏到一曲最美妙的
交响乐，带给她快乐。 “一所学校的生命和活力源于学
生”，这是谭劲最爱说的一句话。

2001 年， 在珊瑚实验小学从教多年的谭劲被任命
为校长。 从教师到校长，谭劲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做教
师，谭劲很拿手，凭着对孩子的热爱和对专业的执着，38
岁的谭劲成为特级教师。 但是，做校长，面对的是几千
名孩子和 200 多名教职工，怎么引领教师的专业发展，
怎么让孩子健康成长，谭劲心里没底。 初当校长的一年
里，有两个问题日夜萦绕在她的脑海：珊瑚实验小学要
培养什么样的孩子？ 怎样才能办好珊瑚实验小学？

学校是为谁而建的？ 学校是为学生的成长需要而
建的！ 既然如此，教师在面对学生时，就应该时刻追问
自己两个问题：假如我是孩子？假如是我的孩子？前者
换位思考，彰显学生的主体地位；后者渗透情感，强化
教师的人文关怀。

“珊瑚实验小学应该成为‘最愿关爱孩子、最会亲
近孩子、最能发展孩子’的快乐家园，在办学过程中，
我们要把孩子放在核心的位置， 所有的教育活动、教
育场景都要因孩子而生。 ”谭劲的这段话成为珊瑚实
验小学教育者的共识。

一台随时而且永远对学生开放的三角钢琴是学
生的最爱。 每个课间，总有会弹钢琴的、不会弹钢琴的
孩子聚集在钢琴台前，或弹或听，或坐或站，或摸摸琴
盖，或拨弄琴键，但几年下来钢琴上居然没有一处划
痕。3963 个学生，一天在此走过上百次，没有值周老师
监督，没有值日学生检查，有的是同学们悄悄地擦拭
钢琴，弹钢琴时轻拿轻放，自觉排队为钢琴值日等，真
正实现了“无言之教”。

“小水滴电视台”（获全国中小学“十佳”校园电视
台荣誉称号），这是珊瑚孩子用自己的视角，自己的表
达方式宣传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宣传窗口，也是学校
少先队工作的有力阵地。 从中，全校孩子感受着昂扬
向上的精神气质，滋养着“以爱育爱”的情感。

珊瑚最红，孩子最亲

“假如我是孩子？ 假如是我的孩子？ ”谭劲带领珊
瑚教育人不断追问，“如何促进孩子的成长？ 如何形成
系统的、长久的促进学校发展的办学体系？ ”谭劲知
道，学校的办学理念要深入人心，只有被学校的管理
团队所认同，才能够被广大教师所认同，通过特色鲜
明、脉络清晰的“愿景树”，即学校一套完整的办学理
念体系凝聚教师，产生强烈的归属感，能把自己的前
途和学校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愿意为学校的发展
尽心尽力。

出生于 60 年代的谭劲，想到了“太阳最红，毛主
席最亲” 的歌词。 这句歌词启发了她和她的领导团
队———“珊瑚最红，孩子最亲”，珊瑚教育的爱就该这
样表达。

就这样，谭劲创造性地以“珊瑚最红、孩子最亲”

为办学理念，以亲近孩子成长需要为出发点，通过亲
亲校园、亲亲课程、亲亲课堂、亲亲德育、亲亲团队的
构建，实施“亲亲教育”，形成了“科学教育启智，艺术
教育益心，体育教育健体”的素质教育平台。

“珊瑚最红”，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最愿关
爱孩子、最会亲近孩子、最能发展孩子”的教育者；要
发展学校软硬件，建设最适宜师生共同发展的教育场
景；要最大限度地扩大学校与家长、社会的链接，增进
学校纵深发展的广阔空间。 “孩子最亲”，从教改科研
入手，围绕与学生成长休戚相关的课堂、课程、教师等
元素研究，开展教育教学、课程建设、校园文化的探
索，促进学生健康快乐成长。

“亲”既是学校教育的出发点和切入点，也是学校
教育的理想追求和特色所在。 学校教育要体现“孩子
最亲”的理念，必须以课程为载体，建立和完善亲亲课
程体系。 亲亲课程是以“亲亲”为灵魂的学校课程。 所
谓“亲亲”，有三层含义，一是亲和，亲近和谐；二是亲
证，亲自证实或者证伪；三是亲在，生命真实存在。 由
此可见，亲亲课程就是亲和、亲证、亲在的课程。 换句
话说，亲亲课程就是可以和孩子亲近、可以供孩子亲
证，可以激活孩子生命能量的课程。

亲亲课程是亲和的课程，必须“亲近孩子”；是亲
证的课程，必须“适合孩子”；是亲在的课程，必须“发
展孩子”。 其中，“亲近孩子”是前提，“适合孩子”是关
键，“发展孩子”是根本。

亲亲课程建立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基础上， 以真
诚、悦纳、理解为核心，强调孩子作为“人”的本性，主
张在教育过程中予以深刻的人文关怀，相信孩子的潜
能，注重孩子的需要，促进孩子共同成长。

爱因斯坦说：“如果把学生的热情激发起来，那么
学校所规定的功课就会被当作一种礼物来接受。 ”为
此，珊瑚小学努力开发学生感兴趣的校本课程———

“小小实验家、艺术家”课程：学校凭借得天独厚
的植物园资源，让孩子们认识、了解植物。 通过上网查
询、翻阅书籍、向园艺工人请教等，为学校近百种植物
制作了包括名称、科目、产地、习性、用途等在内的“身
份证”。 孩子们在参与的过程中，自然地感悟到认识事
物必须严谨、科学，这就是“求真”的旨归。 同样，合唱
课中不仅让学生学习唱歌的发声方法和技巧，更学习
合作、分享、责任、竞争的艺术；形体课上不仅训练姿
势、姿态，更锤炼学生的艺术气质，使他们举手投足间
平添几分雅气；管乐课则让学生从西方文化中汲取精
神营养。 书法、国画、剪纸课让学生在参与民族文化的
传承和交流中，领略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 科幻绘画
课、电脑创意课、服饰搭配课、汽车文化课，让学生亲
近时尚元素，在多元文化中激发对生活的热爱。

“科学、艺术之旅”体验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和特长，自主选择体验项目，每年的 “一会两
节”（春季运动会、儿童节、体艺节）的主题活动，还有
“珊瑚社团”，如“萤火虫”童声合唱团、“小蚂蚁”舞蹈
队、“爱乐”管乐团、“阳光”艺体队、“红珊瑚”少儿宣讲
团、“珊之韵”文学社、“红珊瑚”快乐书法室、“小水滴”
剧团等十几个社团的活动频频上演。 从中学生体现出

顽强拼搏的精神美、阳光自信的个性美、勇于奉献的
品格美，学生身心得到全面、充实的发展。

“学生导师”工作室：这是珊瑚实验小学的育人创
新模式。 由学生当“导师”组建自己的工作室。 学生工
作室充分尊重学生，由学生自主选择、发现特长、发掘
潜能，充分体现“自愿、自主、自治”的特色，在参与活
动中则强调“自理、自律、自护”的要求，在过程中学会
与人相处和共事，热爱生活，学会自主学习，学会尊重
与欣赏，汇成“崇真尚善”、“崇雅尚美”的潮流。

科技为梦想插上翅膀

科学是什么？ 珊瑚实验小学的孩子会告诉你：校
园里的太阳能路灯是科学，灯杆上方是一排整齐的吸
光板，下方有个感应按钮，用手遮住或者天黑后，路灯
就会自动亮起来；后山的风车广场上，互动风光发电
风车是科学，风儿吹动风车，储蓄电能，可以让上面的
灯泡发光；植物园里，无土栽培是科学，不用土壤，只
需营养液，幼苗就能茁壮成长；校园墙壁上的视觉欺
骗图形是科学，看起来似乎是弯曲的线条，实际上是
笔直而平行的；还有水族馆、校园气象站……珊瑚实
验小学的角角落落里，都弥漫着科学的因子。 孩子们
天生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 校园也应该变成他们探
索、发现、创造的乐园。

在谭劲的教育字典里，孩子是唯一的“索引”。 她
坚持以激活学生生命， 引领学生实现梦想为己任，殚
精竭虑地为学生提供成长的平台。 珊瑚实验小学除了
拥有体现低碳环保理念的太阳能、 风能发电广场，最
让孩子们引以为豪的是，他们拥有重庆市小学校园内
最大的现代科技馆，里面有给人无穷启迪的模拟爱因
斯坦的类人型（仿真）机器人、双足步行机器人、电影
动画、无皮鼓、奇妙的机械组合、三维滚环、方轮车等
数十个科技项目，让孩子们沉浸其中，流连忘返。

珊瑚实验小学刻意把科学教育附着于校园文化
中，海洋生物馆、时间园、循环喷泉、气象台、“小水滴”
电视台等标志性设施，犹如珍珠贝壳般星罗棋布地撒
落在“珊瑚岛”上。 教学楼的流动科技知识长廊、科技
展览室，每一块绿地，每一盆花，每一幅字画，让学生
浸润在触手可及的科技氛围中。

“科技节”、“科学活动周”，各类科技活动小组参
与的超级创意大赛、人工智能拼拼拼、小小实验家、科
技小制作小发明、航模空模等，形成了人人爱科学、学
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在珊瑚实验小学里， 拥有一大批多梦的少年，怀
着科学家梦的学生中，有 5 名学生获得了重庆市青少
年科技创新市长奖， 有 90 余名师生获得了国家发明
专利证书，有 2 人获得了中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奖，有 2
人成为了中国青少年科学院院士，还有学生在世界杯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中获得冠、亚、季军。 由于卓有成效
的教育研究，珊瑚实验小学获得首届“全国科技教育
创新十佳学校”的称号，成为西部地区唯一的一所获
奖小学。 由教育部、科技部等七部委组成的评审委员
会，对珊瑚实验小学科技教育工作作出高度评价：“重
庆市南岸区珊瑚实验小学是一所拥有自己校园文化、
独特科学教育发展路径的小学。 校长极具个人感染
力、拥有对科学教育的极大热忱。 学校调动了多方资
源，提高资金利用率和有效性，开发出了多样的校本
科技课程资源和完备的校本课程记录体系。 学生对科
学和技术类活动充满兴趣和情感，科学与技术素养得
到了很大的发展。 ”

在最近连续 4 年举行的“全国‘小实验家’体验活
动”中，学校获得了 15 金、25 银、48 铜的优异成绩，荣
获“全国优秀组织奖”称号。 在“全国‘科技之星’科普
知识竞赛”中，近 20 名同学获一、二、三等奖。 在第 5
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比赛中，学
校获得了“恩欧希教育信息化发明创新奖”一等奖，这
是我国设立的第一个面向中小学生的“发明创新”奖，
被誉为中国学生的“诺贝尔奖”。

珊瑚实验小学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成为“孕育国
际诺贝尔奖的摇篮，中国科技院士的沃土”。 谭劲说：
“有梦想的人生才会飞翔，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为孩
子们提供做梦的天空。 ”

【专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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