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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实践叶圣陶教育思想 ，
建设高品位特色高中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高级中学教育巡礼
■本报通讯员

李波

朱海明

古城苏州东南、
古城苏州东南
、吴淞江畔
吴淞江畔，
，历史文化名镇甪直镇巍然屹立
历史文化名镇甪直镇巍然屹立。
。 这里
这里，
，是叶圣陶教
育思想的发源地 ，以“ 实践叶圣陶教育思想
育思想的发源地，
实践叶圣陶教育思想，
，建设高品位特色高中
建设高品位特色高中”
”为己任的甪直高
级中学就坐落在水乡古镇上。
级中学就坐落在水乡古镇上
。
几多风雨，
几多风雨
，几多变迁
几多变迁。
。 从 1942 年 9 月创办“ 私立甪直初级中学
私立甪直初级中学”
”到 1945 年更名
为“ 私立鲁望中学
私立鲁望中学”
”，从 1956 年 8 月更名为“ 吴县甪直初级中学
吴县甪直初级中学”
”到 1958 年 9 月增设
高中部更名为“ 吴县甪直中学
吴县甪直中学”
”，从 1998 年重新规划
年重新规划、
、扩建到 2004 年成为“ 江苏省三
星级普通高中”
星级普通高中
”，从 2012 年启动高中部易地新建工程到 2014 年初高中分设
年初高中分设、
、高中命
名为“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高级中学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高级中学”
”，近 80 年来
年来，
，一代又一代甪中人奋发接力
一代又一代甪中人奋发接力，
，呕心
办学。
办学
。
如今，
如今
，占地面积 8.3 万平方米的甪中拥有 34 个教学班
个教学班，
，1550 名学生
名学生，
，专任教师
130 人 ，研究生学历占比 32
32%
% ，高级职称教师 54 人 ，占比 42
42%
% ，具有中
具有中、
、高级技术职务
的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80
80%
% 。 甪中有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 1 人 ，特级教师后备人
才 3 人 ，苏州市名教师 2 人 ，苏州市学科带头人 8 人 ，吴中区学科带头人
吴中区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
77 人 。
甪中以叶圣陶教育核心思想“ 教为人生
教为人生”
”为办学理念
为办学理念，
，在甪中精神（培养全面发
展的人）
展的人
）和校训（养成良好习惯
养成良好习惯）
）的引领下
的引领下，
，形成了“ 习养未厌
习养未厌”
”的校风
的校风、
、
“ 善教善导
善教善导”
”
的教风、
的教风
、
“ 严勤钻恒
严勤钻恒”
”的学风
的学风，
，逐步走出了一条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优质特色发展之
路 。 近 5 年来
年来，
，甪中先后获得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集体
甪中先后获得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集体、
、江苏省普通高中
新课程实施样本学校、
新课程实施样本学校
、江苏省科技教育先进学校等几十项荣誉称号
江苏省科技教育先进学校等几十项荣誉称号。
。

管理立范，
凝练甪中精气神
2016 年，有着丰富治学治校经验的苏州市优
秀教育工作者、苏州市名教师高月新挑起了甪直
高级中学的大梁，担任该校校长。在他看来，当好
一所学校的“掌舵人”，首先要在管理上立范，创新
领导班子管理文化是个关键，管理工作千头万绪，
应重在求真务实、率先立范。于是，
“以德示范、行
动示范、组织示范、质量示范”成为该校领导班子
的共同行为准则。随后，甪中推行“部门＋年级管
理组”的管理机制，推动三级值班检查制度，制定
精细管理制度，通过示范引领、条块结合、规范分
工协作，逐步形成了“求真务实”的管理文化。
“把叶圣陶教育思想作为文化奠基的甪直高
级中学，向往的是山一样沉稳、水一样柔和的刚柔
相济的教育境界。”高月新如是说。在甪中，每一
位行政者都有“关注教学一线”
“亲学生”
“亲教师”
的意识，管理者“走进课堂”率先示范，在这一管理
理念的助推下，甪中上下齐心，连年在教育系统综
合考核中名列前茅，连续 3 年被评为吴中区常规
管理先进单位。
2019 年 ，甪 直 中 学 的 历 史 翻 开 了 崭 新 的 一
页，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成功创建江苏省四星级普
通高中，实现了几代甪中人的梦想。仅创建后一
年，甪中便先后获得全国中学日语教学实验校、江
苏省中等日语教育研究中心教改实验校、江苏省
智慧校园、苏州市语言文字示范学校、苏州市艺术
教育特色学校、苏州市中小学生社团建设先进学
校、吴中区文明校园等 10 多项集体荣誉。

致能立范，
提升师能求突破
甪直高级中学始终把打造一支敬业奋进、师
德高尚、致能为范的教师队伍作为提升办学实力
的首要举措。甪中创新了“师徒结对导师制”，深
入开展青年教师“研讨课、推门课、督导课、汇报
课”四课活动，基本功竞赛、评课选优比赛、解题比

赛、圣陶讲堂、教师论坛活动此起彼伏，教师参与
热情高涨。
甪中坚持定期邀请一线知名学科专家开设专
题讲座，近 3 年该校先后邀请了 18 位专家来校讲
学，面对面与教师交流，有效提升了该校教师专业
发展内涵，使教师不断转变观念，建立新的教学理
念。近 3 年来，甪中共承办区级以上覆盖所有文
级教师，苏州市名教师、苏州市学科带头人、苏州
化科目的教学活动 41 次，其中国家级 2 次、市级 3
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吴中区名教师、东吴青年拔尖
次、区级 36 次，为教师们构建了观摩学习和交流
人才、吴中区学科带头人、吴中区骨干教师、各级
发展的平台。
优秀班主任、优秀德育工作者等为骨干的优秀教
为让教师始终走在教学改革前沿，甪中把培
师团队。
训作为提升教师学科素养的重要手段，同题异构、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精神抖擞，总有一种力
课堂反思、优质录像课观摩与评课研讨等相结合， 量让我们追求教育的意义”。这是甪中教师真实
同时外派学培。3 年来，该校参加区级培训的教
的心灵写照，
“ 像叶圣陶那样做老师”在甪中蔚然
师达年均 200 人次，参加市级培训的达年均 103 人
成风。
次，参加省级培训的达年均 144 人次，教师在苏州
市内兄弟学校和吴中区名师教学展示的次数达年
课堂立范，
转变方式谋跨越
均 150 人次，甪中还与国内外 30 多所优秀学校实
现了交流互访，拓展了教师视野。
近年来，甪中在总结传统的“双单导学”教学
甪中人秉持“教研必须指导实际，课题必须来
模式的基础上，以《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中学高中生
源于课堂”的朴素理念，始终把教学科研作为助推 “三自三激”发展策略研究》
《探究性课堂“五步法”
教师专业成长的主要路径。该校依托两个侧重
教学策略的研究》
《现代信息技术环境下叶圣陶双
点：一是教研组活动重点放在对高考总体方向的
自教育思想实践研究》等省市级课题为抓手，依托
把握上，对学生学科能力培养的探索上，以及对教
叶圣陶先生“自能”教育思想，紧扣农村普通高中
师业务能力的培养提高上；二是备课组活动重点
的校情、学情，以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为目标，以课
放在对教学中具体重点的把握、难点突破以及学
堂改革为抓手，改进教师教学方式，努力践行叶圣
生学习突出问题的解决上。如该校的“十二五”苏
陶“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探索“自能课堂”
州市重点课题《当代农村中学生四自能力培养研
模式。该模式以发挥学生自主作用、强化学习体
究》，就把研究方向对准学生的“自学、自理、自治、 验、提高学习能力和素养为价值追求，以“自学—
自悟”，该课题研究历时 4 年，全校有 102 名教师参
探究—导学—拓展”四位为一体。课堂以学生自
与研究，目前已顺利结题，取得较好的效果。
主学习活动为主，以完成自学任务为课堂动力，以
近 3 年来，甪中专任教师 107 人中有 105 人围
激发学生智慧为导向，充分运用多媒体交互系统
绕着省、市级课题，开展了实实在在的研究。一个
等智慧教室系统和丰富的网络资源，摒弃传统授
个优秀的课题培养了一个个优秀的团队，一个个
课模式，打造生本智慧课堂。
优秀的团队书写了甪中创新发展的优秀篇章。近
“自能课堂”为教师的“启发教”与学生“自主
逐渐形成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局面。
几年来，不断涌现的数学、语文、历史、物理、地理
学”开辟了一种“为不教而教的自由环境”，深化了
该校还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式的德育制度，搭
优秀学科组，为甪中教育教学水平的突飞猛进和
甪中传统的“双单导学”课堂模式，使之更符合学
建
4
个德育课程模块，
组建 40 个学生社团，编写
优异高考成绩的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个性，为实现个性化教学、分层教学奠定了良好
49
本德育校本教材。
“
一月一专题”
“ 一周一主题”
甪中对苏州及周边的辐射面、品牌影响力也
的基础。高月新、刘庆九、刘晔、陈雪琴等名师多
的各项活动，如春风化雨般滋润了每一个甪中学
日渐增大。近 3 年，甪中教师开设区级以上公开
次就甪中教育和学科教学经验在市区级研讨会上
子。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课程特色化，该校的
课达 101 节，区级以上讲座 50 次，赢得了省内外
作介绍。近 3 年，在苏州市及以上级别的优质课
“自育”德育课程，
“自能”拓展课程，
“自探”水乡文
各校教师的广泛认可。广大教师积极参加各级
评比中，甪中教师运用此模式上课有 25 人次获
化课程，成为了区域内课程开发的典范。
各类比赛，捷报频传，其中，获市级奖项的达 71
奖。该校也因此被苏州市教育局评为苏州市有效
科 技 教 育 是 甪 直 高 级 中 学 的 一 大 特 色 ，自
人次，获省级奖项的达 32 人次，教师撰写的教育
教育实践研究项目实验学校。
2016 年高月新担任学校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组长、
教学研究性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的就达 110
随着“自能课堂”课改走向深入，该校也取得
设立“未厌”科学工作室以来，师生累计获得国家
篇。优秀教师群体不断涌现，新教师得到了快速
了丰硕成果。近 3 年共有 36 位教师在区级及以上
级奖项 6 次、省级奖项 47 次、市级奖项 81 次、区级
成长。
优质课评比、信息技术应用技能大赛、基本功竞赛
奖项 84 次。
目前，甪中已形成了以江苏省特级教师、正高
和专业素养竞赛中获奖 70 余次。83 位教师获得
作为全国中学日语课程教学实验校，在 2020
区绩效考核优秀，22 位教师辅导学生在全国中学
年日语高考中，甪直高级中学取得了优异成绩，外
生英语能力竞赛和语文报杯作文大赛中获奖，6
语特色班、鲁望科技强基班，犹如甪直高级中学两
位青年教师荣获各学科教改带头人称号。甪中也
朵鲜艳的盛开之花。
在 2017 年和 2018 年连续两年获吴中区教学质量
近 3 年来，该校学生在区级以上演讲、书画、
综合考核二等奖，2019 年获吴中区教学质量综合
体育、歌咏等各类竞赛活动中获奖达 611 人次，其
考核一等奖，2020 年荣获吴中区高考绩效教学质
中国家级比赛获奖达 150 人次，省级竞赛获奖达
量考核优胜奖一等奖。
137 人次。学科竞赛更是佳绩连连，在全国英语
能力大赛中，2 人获一等奖，9 人获二等奖，13 人获
文化立范，
特色亮校更有品
三等奖。2020 年，2 人在江苏省金钥匙科技竞赛
中获个人特等奖，1 人获个人一等奖，2 位教师获
作为“叶圣陶教育思想课程基地”实验学校， 评江苏省优秀青少年科技教育辅导员。甪中先后
甪直高级中学在苏州市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
被评为“苏州市叶圣陶教育思想课程基地”
“ 全国
实验项目——“核心素养背景下的 HPS 教育研究
文学课堂实验基地”
“ 江苏省科学教育特色学校”
教改”的引领下，形成了以课程育人、以文化育人、 “江苏省金钥匙科技竞赛先进学校”
“ 全国中小学
以活动育人、以实践育人、以管理育人的协同育人
棋类教学课题研究实验基地”
“江苏省传统体育项
模式。如高一年级以“日常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学
目学校”。
业规划”为重点，高二年级以“诚信做人、肩负使
水乡古镇绘长卷，甪直高中添锦绣。在新的
命、全面发展”的理想教育为重点，高三年级以“励
历史起点上，在叶圣陶教育思想引领下，甪直高级
志理想、心理减压、放飞梦想”的生涯教育为重点， 中学一定会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