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类发展历史的长河中，300 年只
是一瞬间，但作为生活在 300 年某一时段
的人，以及进行的相关活动，都会发生着
改变。

作为珲春一小的校长， 罗晖正好赶上
了 300年中的一程。2008 年，她从第二实验
小学调入珲春一小当副校长，到 2013 年任
校长， 教数学出身的罗晖一直没有脱离教
学。 “纵观珲春一小的发展历史，呈波浪形
状的兴衰交替，除了时代背景的影响，校长
的影响也很重要。 ”罗晖深有感触地说道，

“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
于明川是罗晖的上一任校长，他们两

个是珲春一小的“黄金搭档”，一个总管全
局，一个主抓教学。“我从于校长身上学习
了许多， 珲春一小之所以有今天的成绩，
他在任期内做了许多规范性工作，现在取
得一点成绩是因为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摘星星。 ”罗晖话语里满是感恩。

2009 年， 学校开始探索课堂教学改
革，虽然不成体系，但他们深切了解到课
堂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所以，当延边州教

育局整体推进课堂改革时，他们紧紧把握
这个机会翻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

在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过程中，除了
州里定期提出的指导和帮扶的规定动作
外，学校中层领导和骨干教师组成的“智
囊团”结合学校实际设计了自选动作：在
日常的课堂上，领导和中层包干的班级必
须自行巡课， 以课堂的各个环节为突破
口，有问题集中反馈，并形成问题单，不能
自己解决的问题就选派教师到课改学校
学习， 学习回来的教师再进行二级培训。

循环地抓问题，揪细节，让课堂教学改革
没有死角。

不仅如此，学校为教师营造了浓厚的
学习氛围。 在平时的巡课中，只要发现教
师有值得学习的地方，学校就组织教师作
微报告，于是我们看到，许楠课堂评价做
得好、 臧翠的课堂常规有特点……这里，
每个教师的优点都被“放大”。

“让教师在一个集体里找到成就感和
归属感，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热情也会迸
发出来。 ”罗晖说。

让教师和校长一起制订学校管理的
规章制度，形成学校发展公约；让学生、家
长参与教师的综合评价，摆脱学校“一言
堂”的多元化评价；课堂巡视常态化……
多措并举，珲春一小倾尽全力地服务着学
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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珲春一小：让学生充满“阳光”
□本报记者 孙和保

寻找最具价值课改成果37

从 1715年—2015年，由清朝初建时的“官学房”到民国时期的“珲春城区两等小学校”，再到 1988年正式更名为“珲
春市第一小学”，时间的钟摆即将敲响 300年的混响。300年的时间节点上，吉林省延边州珲春一小教育人在传承、发扬百
年历史的基础上，发出自己的最强音———

本期关注：吉林省延边州珲春市第一小学

虽然时隔两年， 但回忆起自己初任校
长的情景，罗晖仍觉得历历在目：一所百年
老校如何传承过去， 面对未来该作出怎样
的选择， 自己又将为这所百年老校留下怎
样的一笔？ 压力、困惑、雄心，种种情感交
织在一起……

两年后 ， 罗晖在珲春一小的发展历
程中找到答案 ： 从清朝闭关锁国时期的
学文不学武 ，到新文化运动中努力学习 、
传播新思想 ；从 1986 年校长郑永兴主张
的 “和谐教育 ”到 1997 年校长吴淑云开
展的 “韵语实验 ”……紧贴时代步伐 ，进
行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 ， 是珲春一小教
育人的使命。 为此，罗晖也将目光锁定改
革，这既是对百年珲春一小的传承 ，也是
新时期学校发展的必然。

“学校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生
命，他们相同的只是身份，不同的经历、体
验、成长才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罗晖将改
革、创新、传承融合为一句话：让教育的阳
光洒满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这是罗晖新的
起点和希望。

阳光课程：
让每一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学校教育就是要发现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 ，并提供一切可能的条件 ，助其
成长 、成才 。 如果我们只是传授知识，教
育就过于简单和粗暴了 ， 学校需要提供
多样的课程和社团 ， 为学生的发展提供
更多的可能性。 ”罗晖是这样说的 ，也是
这样做的。

或宽或窄的彩色纸条， 在学生的手中
不停地转动，圆形、椭圆形变戏法似地成为
动物的眼睛或者成为半个球， 经过学生的
粘贴、拼装，个个栩栩如生。“嘻嘻，‘魅力衍
纸屋’成了我们的‘魔法屋’。 ”学生吴晓蒙
在日记里写道。

“在 3—5 年级 ，每周有一节衍纸课 ，
看着学生认真地构图 、上色 、设计线条 、
拼装 ， 我心里总是为学生的专注而感
动。 ”说起衍纸，教师郭香菊的话匣子就
打开了。 这位从计算机领域 “跨界 ”成为
校本课程开发者和实施者的教师 ， 在衍
纸的世界里忙得不亦乐乎。

在珲春一小 ， 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
双管齐下 。 必修课以校本课程和德育课
程为主， 校本课程有 1—2 年级的文明 、
礼仪课程 ；3—5 年级的快乐衍纸课程 ；6
年级的我爱家乡课程 。 德育课程有经典
诵读、书法、腰鼓、陶笛、足球等。 必修课
程纳入课表 ，课时长短不一 ，形式多样 ，
全员参与。 选修课程以社团活动为主，每
周二、周四下午半天为活动时间 ，内容涉
及舞蹈、剪纸、俄语、器乐、韩语、钻石秀，
等等。 “我们就是要让课程的‘阳光’照亮
每一个学生，凡是毕业的学生要掌握 ‘四
个一 ’，即能写一笔好字 、会演奏一种乐
器、拥有一个好口才、掌握一项技能。 ”副
校长付友说。

咚、咚咚、咚……伴随着音乐声和教练
的哨子声， 学生们欢快地舞动着手中的彩
带和鼓槌，不停地变换着队形，或蹲或站，
一个个小脸上绽放着幸福的笑容。 这就是
珲春一小名声在外的腰鼓， 这个传承了几
十年的传统如今更是发扬光大， 学校把腰
鼓设为必修课，社会上提起珲春一小，人们
就能和腰鼓画上了等号。

“作为百年老校，传承是我们的使命，
但创新更是学校发展的动力所在。在学校
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切合时代的律动 ，开
发新的课程，为学生的成长创设条件 。 ”
罗晖说的正是珲春一小蒸蒸日上的足球
课程。

延边州是最大的朝鲜族聚居区 ，与
生俱来的运动天赋让朝鲜族学校在体
育艺术教育中技压群芳 。 “课程不应该
是学校教育的锦上添花 ，而是为学生提
供更多的可能 ，足球课程的开展让小学
生的好动找到出口 ，也无形地响应了国
家的号召 。 ”罗晖说起足球课程流露出
些许自豪 。

采访时，记者看到二（7）班的学生金建
熙穿梭在几个练习障碍之间，身体灵活，脚

上有力……这个组建只有三年的校园足球
队，在刚刚结束的延边州第 26 届“州长杯”
足球赛中获得小学组甲组冠军， 当大家还
沉浸在足球队创造了珲春历史的兴奋中
时，罗晖又有了新动作，她联系企业赞助全
校 2700 个学生每人一个足球， 每天大课
间，学生们做上了足球操。

“结合珲春的区域特色 、历史传承和
学校实际 ， 学校先后开发出 86 门课程 ，
范围广、形式多，为了让学生发展自己的
特长， 让课程的 ‘阳光 ’ 洒向每一个孩
子。 ”罗晖说。

阳光课堂：
让师生找到成功的密码

学生孟祥煦有条不紊地组织着课堂，
声音高亢，口齿清晰，其他学生在研读文本
后品读并背诵，PK 背诵、小组背诵、男女生
对抗背诵……每到动情处， 学生们激动得
小脸通红，时而配合文本做着可爱的动作。
课堂像一个巨大的磁场， 深深吸引着每一
个观课教师。

课后， 许多教师围绕在班主任郑丽身
旁取经， 并称赞孟祥煦，“这孩子还真像个
老师”。

但曾经的孟祥煦，让郑丽急得不行。
在五（5）班，孟祥煦从一年级到四年级

的成绩都名列前茅，但综合能力较弱：说话
没有断句，总是大喘气，把脸憋得通红；在
公众场合一紧张，眼睛就会不停地眨，双手
双脚也会不自觉地抽动……郑丽看在眼
里，急在心里。

郑丽尝试着让孟祥煦在全班面前展
示，只要有一点进步 ，就给予他鼓励 。 孟

祥煦的母亲悄悄地告诉郑丽 ，“你可以放
弃，我家孩子可能不是那块料 ，也许长大
了就会好一点。 ”“孩子是不自信的表现，
咱们慢慢来。 ”郑丽耐心地解释。

一年过去了 ， 孟祥煦可以在几百人
面前组织课堂 ， 眼睛也不会不受控制的
眨动。

不仅仅是孟祥煦，5 年前，郑丽刚接手
这个班时，那些有些“资历”的学生都择班
了，剩下的学生聚拢在一（5）班，百味杂陈
的她与同事决定开始走一条别样的路。

语文、 数学包班教学让郑丽全身心投
入，她坚持让学生们诵读，在找到自己兴趣
的同时找到学习的兴趣……

随着不断地努力， 班级成绩从倒数第
一到名列前茅，成效突飞猛进。

同样的碳元素，不同的结构，不同的环
境，可以软到随意拉伸，也可以硬到削铁如
泥。 对这群学生与日俱增的感情， 让郑丽
更坚定探寻的脚步， 当这一腔热情与新课
堂教学改革相遇， 发出的化学反应让学生
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郑丽在成全五（5）班的同时，也让她找
到了自己。

课堂教学改革一直是珲春一小的主旋
律，他们知道只有挣脱传统课堂唯知识、分
数至上的羁绊，教师内心才能充满阳光，学
生的生命状态才能阳光起来。 2009 年，学
校进行教案改革；2010 年，学校提出“以学
为主，当堂达标”的要求；2014 年，学校学
习了高效课堂模式后， 将其与自身特色和
学校实际结合，形成了现在的“阳光课堂”。
而郑丽正是最近一年多凭借对课堂的研究
成长起来的佼佼者。

在“阳光课堂”的建设过程中，珲春一
小也形成了自己的经验。

“校长不应只是学校制度的制订者，更
应是制度的实践者和拥护者， 凡是校长要
求教师做到的，校长必须起带头作用。 ”罗
晖在新任校长初期就搭上了延边州课堂教
学改革的顺风车，是机遇，也充满了挑战。
学校成立课改领导小组，教学、德育、师德、
科研的各部门领导全力参与，齐抓共管，层
层落实，领导包班到组，确保课改工作顺利
进行；成立课改攻坚小组，以教学领导和部
分教学骨干教师组成 20 人的课改“攻坚小
组”，商讨、解决课改工作中出现的关键性
问题和难题；建立课改例会制度，每月召开
两次课改例会；要求包班领导做到“一日三
查”“每日两听”“每日一思”。课堂在日复一
日不断研磨中发生了质的变化。

“从害羞到落落大方 ，从无所适从到
如鱼得水，课堂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评论
家，每个人都是质疑者 ，每个人都是书法
家……”六（4）班学生崔菁华说。

就在采访当天 ，英语教师任佳 、科学
教师张晓燕在图们一小参加延边州小学
A 组课堂教学比赛中分别获得一 、 二等
奖。 “珲春一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 ，成为
延边州课堂改革的 ‘黑马 ’，与他们务实
的工作作风、静心研究的氛围密不可分 ，
更让人欣慰的是 ， 学校以课堂改革为抓
手， 找到了师生幸福 、 学校快速发展的
‘黑匣子’。 ”延边州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
于明涛感触颇多。

阳光教师：
托起教育的底色

“一个优秀的教师团队对学校的发展
至关重要， 但我们不能把教师的成长放在

嘴上、落到纸上，只有把涉及教师成长的因
素做实、做透，让教师看到希望，我们的教
育才有希望。”罗晖说，“‘阳光教师’的培养
在课堂上、在活动中、在生活里……”

暖色调的装饰 ， 四周布满了高低不
等的书架 ， 多边形的桌子上放着精美的
插花 ；咖啡壶 、电视机 、冰箱 、微波炉 ，宽
大的沙发……这是珲春一小让人流连忘
返的教师发展中心 。 每天上午学校为教
师们准备好水果 、豆浆 、咖啡 ；定期举办
教师读书沙龙 、 课堂教学主题沙龙……
教师生活中心的外墙上悬挂着装裱好的
字画、衍纸、剪纸以及沙龙、活动、研讨的
照片。 “教师在工作的过程中可以享受到
生活的快乐，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 ，对工
作本身也是一种促进。 ”分管德育的副校
长孙世忠说。

除了丰富教师的校内生活 ， 教师专
业成长是不可或缺的 。 课堂是教师育人
的主阵地，研究是教师反思 、总结并形成
自己教育教学思想的利器 。 珲春一小每
学期定期开展 “三课四研究 ” 活动 ：“三
课 ”即孵化园晒课 ，徒弟汇报课 ，骨干教
师示范课。 “四研究”指课题研究，研究的
问题来源于教师的教学之中 ， 以面对真
问题、展开真行动、获得真发展为目标进
行专题研究；团队研究 ，学校根据教师的
特长，组成高效课堂研究团队 ，目前已经
有课堂流程、评价、展示、常规、导学案编
制等五个团队；精品课研究 ，研讨的是教
师设计 、教学实录 、教学反思 、精品课案
例 ， 让教师始终以研究的眼光审视 、反
思、 分析和解决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问
题，改进教学行为；沙龙研究是由志趣相
同的教师确定主题、不定形式 、不定人数
的专题讨论会。

“教师只要找到自己成长的‘爆发点’，
成长便水到渠成，在工作、生活上，学校要
尽可能多地创设条件，引燃‘爆发点’。 ”付
友胸有成竹地说。

教师郭香菊从 2003 年开始接触衍
纸， 当时在珲春乃至国内基本买不到教
材和教具，她就在网上购买 ，一个造型简
单的工具就要花费十几美元 ， 教材要自
己下载英文材料自学。 每有一个新作品、
新构思 、新方法 ，她就通过论坛 、贴吧与
网友交流。如今，郭香菊编制了一套 1—6
年级的衍纸教材 ， 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让
每个学生毕业时都能设计出属于自己的
作品。

郑丽不善言谈， 在传统课堂上与其他
同事相比，没有一点优势：班级管理混乱，
教学方法陈旧，每天默默无闻。 但现在，她
的班级成绩和每个学生的表现在全校都很
出色。 改变课堂， 成为郑丽成长的 “爆发
点”。

“成长是自己的事，但与学校有关。”罗
晖笑着说， 正是这个正在蓬勃成长的教师
团队，让她看到了学校的活力。一所百年老
校，因为文化和传承充满魅力，也因为改革
和创新充满希望。

读懂罗晖
记者手记

学生在衍纸课程上自由发挥想象力，制作精美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