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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学生提供成才的平台

毫无疑问，提高教育
质量是当前教育改革发
展的核心任务，也是社会
各界的共同诉求。 那么，
高质量的教育应该是什
么模样？ 这个问题却似乎
并没有标准答案。 不同的
人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
时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都不一样。

法国有教育家认为，
教育就是要“让学生懂得
生活”； 英国有教育家强
调 ，“不要让学习成为学
生的负担”； 美国则有教
育家说 ，“不要试图让学
生记住你传授的全部知
识”。 中国的教育专家们
也众说纷纭，例如教育专
家程红兵就提出，要用学
生是否快乐来衡量教育
质量 ，“孩子的欢乐就是
学校的欢乐，孩子的成长
记 忆 就 是 对 教 育 的 评
价 ”。 老百姓则很明确 ，
“你得让我的孩子考上大
学，考上名牌大学”。

我也常在实践中思
索，什么样的学校才是高
质量的学校？ 教育应该怎
样改革才能切实提高质
量？ 我想，至少可以从以
下三个方面来评判。

教学质量是检验办学成效的重要标尺。不
必回避，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成效、人民群众
评价教育的主要标尺就是教学质量。教学质量
的高低，又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衡量：

一是学生对学科知识的掌握程度。这是我
们最关注也是监测最多的。关键就是我们应该
教学生学什么东西，学生能掌握多少，有哪些
具体的长进。

二是学生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本是可以测量的，可惜的是，一些中学对这
一块关注得比较少， 测试的形式也比较简单。
相对而言，高校自主招生考试在这方面重视得
多，方式方法也多。

三是在掌握与应用知识的基础上，学生对
所学科目的喜爱程度。 一个好教师，不仅能教
给学生知识，而且懂得用合适的方法让学生喜
欢和乐于接受，能通过一定的方法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和求知欲望。 更重要的是，好教师能
让学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学会许多做人
的道理。

全面发展是实现高质量教育的必然要求。
教育质量体现在学生的行为上， 即德与能，也
就是说品德如何、做人如何、会不会自己学习
等；体现在学生的发展上，即有没有比原先进
步、有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等。

高质量的教育， 就是要让学生实现自主、
全面、健康的发展。 因此，除了文化成绩，高质
量的教育至少要涵盖这些内容：有助于提高身
体素质，至少不能损害身体健康；有助于提高
心理素质，至少不能造成心理疾病；有助于提
高道德水准，至少不能教学生弄虚作假、唯利
是图；有助于提高思维能力，至少不能让学生
盲从、盲信而没有主见。

我们必须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可持续发展奠基，把素质教育作为
提高教育质量的有效手段。

培养对象的质量是教育质量高低的最终
体现。 学生上学、教师教书、国家办教育，多年
来我们习以为常， 好像早已成了天经地义的
事。 学生为什么要上学？ 父母为什么要送孩子
上学？ 国家为什么要办教育？ 这些最基本的问
题，不少人可能并没有认真思考过。

学生上学，是为了学习知识、掌握本领、培
养良好品德。 父母送孩子上学，不仅是为自己
增光添彩，让自己老来能有所依靠，更主要的
是为了让孩子将来有出息， 能一辈子幸福、快
乐。国家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公
民和各行业的精英，支撑和引领社会健康而快
速地发展。

我个人认为，衡量教育质量，其实很简单，
主要看通过教育教学，学生有多少长进。 这种
长进，包括品行、知识、本领、思想等方面，能让
学生将来更好地生活，获得一辈子的幸福。

简而言之，我们的教育，就是要竭尽所能
地为学生的终身幸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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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丹中校长朱禾勤告诉记者，学
校现在的校址原为丹阳市夫子庙所
在地，至今仍留存有许多珍贵的历史
文化古迹。当年的千年文庙大成殿虽
然只留下遗迹，但大殿匾额上的“大
成”二字古训早已铭刻在一代又一代
丹中教育人心底。学校的“大成教育”
理念也因此得名。当年学校的校门外
还立有两座石坊，石坊匾额上有“正
谊明道”“成德达材”的题词，希望学
子“端正义理，讲究道德，不妄图眼前
利益，不盘算非分功业，成为道德修
养高尚的有用之才”。 如今， 学校把
“正谊明道”“成德达材”作为“大成教
育”的培养目标，要求学生品行端正
有担当，人格健全有智慧，勇于创新
有能力，全面发展有特长。

朱禾勤说：“我们希望每个学生
都能成为具有远大的理想、健全的人
格、扎实的基础、探究的精神、领袖的

气质和创造性思维的大成人才。 ”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学校早在

2000 年就开始了“创新教育模式”研
究， 并于 2011 年被省教育厅评为
“江苏省普通高中创新人才培养试
点学校”。 学校通过创新体制机制、
改进培养措施、优化育人环境、强化
保障措施，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
教育平台， 努力促进学生创造性思
维和创造性人格的发展， 为学生将
来成为各个领域的创新型人才打下
坚实的基础。

省丹中的教师们都意识到，学校
要培养的是创新拔尖人才，而不是高
分低能的考试机器，要切实提高学生
的创新意识与水平，靠应试教育下流
行的填鸭式教学方法和题海战术是
行不通的，必须另辟蹊径。 他们勇于
探索，大胆尝试，变接受式学习为探
究式学习，鼓励学生大力开展专题研

究，着力培养创新实践能力。 朱禾勤
说：“我们要求学生在高中三年内至
少完成 1—2 个科学研究专题， 学生
可以自选课题， 开展调查和研究，撰
写研究报告，对诸多现实问题和科学
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课题研究成果会
在全校进行展示，促使学生在科学研
究中培育创新意识， 获得创新体验，
提高创新能力。 ”

省丹中的教师们还意识到，创新
素养的培育，不能忽视科学态度与专
业精神的培养。 学校与高校紧密合
作，请高校教师或走上讲台为学生讲
授前沿科学进展，或成为学生的科技
导师，并将高校实验室、图书馆等设
施设备向学生开放，为学生进行科学
探索提供便利条件。 在这些活动中，
学生可以借助高校的科研力量，进入
大学实验室进行专题实验，甚至可以
先修大学课程并获得相关学分认定，

为以后进入大学学习和研究打下坚
实的基础。

高三（15）班吴浩同学至今仍清
晰地记得去年暑假去南京大学参加
实验培训的经历。他说：“我一领到实
验书，立刻就被其中巧妙的实验方法
与思想所吸引。 光杠杆测杨氏模量、
测液体表面张力系数、 牛顿环的观
测等一系列实验，让书本中的知识一
下子活了起来，让我深入理解了不少
物理概念，同时也被前人的奇思妙想
所折服。很多实验稍有不慎误差就会
很大， 有时一失误就得重新来过，只
能不厌其烦，一遍又一遍操作、记录。
我深切感受到，科学研究来不得半点
马虎。 ”

在省丹中，每个学生都能像吴浩
那样， 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得
到锻炼成长的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
聪明才智。

让学生的兴趣爱好“生根发芽”

成功背后的“秘密”

科学巨匠钱学森不仅曾发出著名的
“钱学森之问”，还提出了博大精深的“大
成智慧教育”思想。江苏省丹阳高级中学
（以下简称省丹中）近年来努力践行钱老
的这一教育思想， 并根据学校的历史和
文化传承，提出了“大成教育”的理念，激
励莘莘学子“集大成，养大气，育大智，创
大业”，着力开展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教
育，取得了显著成效。 如今，该校已成为
江苏省首批高品质示范高中之一。 校园
里的草坪上， 一块古朴厚重的花岗岩巨
石尤为引人注目，石上镌刻着火红的“大
成”二字，在煦暖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科科技技夏夏令令营营创创新新人人才才培培养养实实验验班班开开班班仪仪式式 高高雅雅艺艺术术进进校校园园

作为省首批创新人才培养试
点学校，省丹中把发展学生社团作
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载体。 朱禾
勤说：“我们鼓励学生在兴趣爱好
相同的基础上成立知识性的、研究
性的、拓展性的、才艺性的、技术性
的社团，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多
元发展。 ”在省丹中，每个学生的兴
趣爱好都能得到“生根发芽”、蓬勃
生长的机会。

省丹中通过挖掘学校的人文底
蕴和办学优势，不断增加社团种类和
数量，如今已组建了文学类、学科拓
展类、科技创新类、公益实践类、体育
休闲类、 艺术类等 6 个大类近 60 个
学生社团。

学校的文学类社团在原有砚

池文学社“一社、一报、一刊”的基
础上，增设了笔架书法社、杜若诗
社、FOCUS 摄影社、方寸篆刻社、大
成剧社等社团； 以数学、 物理、化
学、生物、信息的全国奥赛要求为
主体框架，增设了学科拓展学习社
团；科技创新类社团在原来科技发
明社、环境保护者协会的基础上增
设了考古社、天文爱好者协会等社
团；体育休闲类社团除了传统的羽
毛球、乒乓球、排球、篮球、足球爱
好者协会外， 增设了跆拳道社团；
艺术类社团在原有鹿鸣朗诵社、叠
翠器乐社等社团的基础上又创建
了飞翔合唱团。 朱禾勤说：“我们要
求每个社团有自己的章程和管理
细则，激励各个学生社团创建成特

色社团、品牌社团。 ”
学校各类社团的名气越来越

大。 文学社团主办的《砚池》杂志在
江苏省首届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校
园报刊评比活动中荣获优秀奖；飞
翔合唱团在丹阳市中小学校校歌演
唱比赛中荣获中学组一等奖； 科技
社团的学生在全国和省市的各类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屡获佳绩……
省丹中也被镇江市教育局评为社团
建设先进学校。

学校的社团活动为学生们营造
了创新学习的环境，提供了丰富的实
践锻炼机会，既使他们在科学、人文、
艺术、 体育等方面都得到锻炼和发
展，又使他们找到归属感，体验了成
功，增强了自信。

文学社成员郑天怡说：“在文学
社团活动中， 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写
作能力的显著提升。 每一次出海报、
每一次与社员合作都让我得到了锻
炼。 文学社活动充实了我的高中生
活，丰富了校园时光。 ”动漫社成员
徐薇也觉得自己获益匪浅：“参与社
团活动激发了我们勇于创新、甘于奉
献的热情，也增强了团队意识和集体
荣誉感。 ”

社团活动对帮助学生们发挥学
科特长和挖掘创新潜质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据了解，省丹中去年被
北大、清华、复旦、浙大、上海交大、南
大等著名高校通过自主招生方式录
取的几十名学生，基本上都是学校里
各个社团的中坚分子。

如今省丹中在培养创新人才的
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许多人都想探寻成功背后的“秘
密”。朱禾勤告诉记者，其实“秘密”很
简单，那就是省丹中拥有一支业务精
湛、师德高尚的培养创新人才的教师
队伍。

作为培养创新拔尖人才的试点
学校，省丹中尝试开设了创新人才培
养实验班。但创新班的师资应该如何
配备， 在当初却是一个棘手的难题。
因为一方面， 创新班的学生素质好，
各方面的期待高；另一方面，创新班
工作复杂，竞赛辅导、自主招生考试
辅导等工作专业化要求高、 竞争激
烈，这就要求创新班的教师不仅要具
有过硬的教学本领，还要有较好的身
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要特别能吃苦、
特别能抗压。

朱禾勤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
决定优化内部用人机制，积极动员学

校的名优教师、中青年骨干教师挑起
创新班的‘大梁’。 ”学校还积极鼓励
创新班的教师在成为本学科教学骨
干的同时，在创新人才培养、竞赛辅
导、自主招生考试辅导、社团活动、研
究性学习、校本课程开发、教育国际
化等方面开展研究与探索，逐步形成
专业化的创新人才培养教师团队。

教师们没有辜负学校的厚望，他
们用辛勤的汗水、无私的奉献浇灌出
了一簇又一簇明艳的花朵，帮助一名
又一名学生跨入清华、北大等名校的
殿堂。

镇江市学科带头人、 创新班数
学教师聂海峰说， 自从担任创新班
教师后，几乎没有参加过娱乐活动，
记不清放弃了多少休息的时间，记
不得多少次一个人在办公室默默地
做题目，记不清多少次和学生谈心，
也记不得有多少次带学生南下北上
参加学习实践。 但他并不觉得辛苦，

他说：“学生的成绩和成功是我最大
的幸福。 ”

英语高级教师、创新班英语备课
组组长戎玉华平日里习惯早早来到
学校备课，而且无论是早读、上课，还
是晚自习坐班，她都会提前几分钟来
到教室。 甚至在不用坐班的晚自习，
她也会待在办公室里，以便学生在遇
到问题时随时可以获得解答。 她说：
“我喜欢和学生们待在一起， 让他们
感受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奋斗，感受
到我的支持与鼓励。 ”

作文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环
节。 在创新班，作文的面批与二次批
改是常态， 很多学生甚至需要四批、
五批，这一过程需要教师投入大量的
时间和耐心。 丹阳市教学骨干、创新
班语文教师阮晓燕说：“我常常要带
着学生们的作文本回家挑灯夜战，争
取当天改完。 然后，我还要利用自己
的休息时间逐个与学生面谈，第一时

间向学生反馈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我
有时确实感到非常疲乏， 也想偷懒，
但面对求知若渴的学生，我不敢有丝
毫懈怠。 ”学生们有时会在作业的结
尾附上一张便利贴， 写上：“老师，您
辛苦了！ ”有的还会画上可爱的表情
符号，或是笑脸，或是吐着小舌头。 这
些点点滴滴的话语和表情，让阮晓燕
觉得由衷的暖心。

对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师，朱禾勤
充满了感激之情，他深知，正是老师
们默默无闻、呕心沥血的奉献，才成
就了一个又一个学生，为诸多知名高
校输送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让省
丹中的声名日益彰显。

朱禾勤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工
作， 就是在高中阶段， 让每一名学
生将来都有可能成为杰出人才。 我
们的任务是把学校这块地种好，善
待每一个学生， 为他们未来成为创
新人才奠基。 ”

校校园园风风景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