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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有利于师生身心健康， 有利

于师生未来发展， 有利于师生一生幸福”，

这是鹤翔小学对教育评价的新标尺， 在这

一框架下， 学校铺开了一揽子计划。

据教务主任龚艳介绍： “鹤翔小学将

绿色数字化校园建设确定为学校发展的又

一着力点。 ‘班班通’ 的建成标志着鹤翔

数字化校园建设工程迈开了第一步。 ‘班

班通’ 一建成， 年龄大的教师便主动向年

轻老师请教电脑知识； 课余时间， 教师们

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怎么把‘班班通’ 用

得高效、 合理， 怎么把课件制作得精美、

实用。” 刘书生笑着补充道： “下一步，

我们还要运用‘班班通’ 校园信息化平

台， 实现数字化学习、 教学和管理， 打造

数字化校园， 加快教育现代化的步伐。”

“如今的鹤翔小学既注重教学过程，

又注重教学细节。” 刘书生坦言， 他们将

围绕教学过程， 建立一整套更利于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和潜能的课堂教学专业化流

程， 将学校的各种教育成果和经验固化为

一种具有特色的专业范本， 在校内推广。

坚定“没有差生” 的观念， 不仅要让教师

意识到每一个学生都可以成为栋梁， 更要

让每一个学生都认识到自己与众不同。

除此之外， 他们还要注重教学细节，

在关注学生成绩的同时， 关注学生成长过

程中的点点滴滴， 比如学生的文明礼貌的

养成、 生活自理能力的培养、 感恩情感的

培育 、 阳光心态的塑造 、 动手能力的锻

炼、 沟通交流能力的提升……

荣誉是为见证， 见证只为激励， 激励

是为实现新的跨越。 鹤翔小学将继续本着

“唯真、 求实” 的精神， 以“不动摇、 不

懈怠、 不折腾” 的信念， 挥科学发展之长

毫， 蘸锐意进取之浓墨， 续写跨越式发展

的豪迈诗篇， 让教育之美润泽生命！

有一种引领叫实干

———写在鹤翔小学成立《淇河晨报》小记者培训基地之际

□

晨报记者 邓少华 实习生 田白雪

鹤翔小学开展交通安全进课堂活动。

鹤翔小学校长刘书生。

鹤翔小学举办“小小法官”我来当活动。

鹤翔小学领导班子。

这是一所走过 10 余年风雨历程的学校，它在成长中备受关爱；这是一所正在远航的学校，它在前

进中充满艰辛；这是一所锐意进取的学校，它在奋进中创造奇迹；这是一所魅力无穷的学校，它用爱为

孩子编织快乐成长的摇篮……这所学校就是鹤翔小学。 日前，该校 200 余名《淇河晨报》小记者自豪地

接过《淇河晨报》小记者培训基地牌匾，对于孩子们而言，这里将成为他们记者梦想的摇篮。

鹤翔小学自建校以来十分注重学生

的全面发展。 2008 年 4 月，《淇河晨报》小

记者采访团组建之际，该校就建立了我市

第一批《淇河晨报》小记者站。

由于鹤翔小学是新区建校较早的学

校，随着教育均衡发展的加速，学校原有

的优势逐渐弱化。

近一年来， 以鹤翔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刘书生为首的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

后， 全校师生用饱蘸激情和汗水的巨笔，

挥写出富有学校内涵的新篇章。 他们用令

人瞠目的成绩，为自己的奉献和付出作最

有价值的注脚：学校先后获得了河南省文

明学校、河南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先进单

位、河南省小学语文教学实验研究基地学

校、河南省数学教材教法示范学校 、鹤壁

市教育科研先进单位等荣誉。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这一切成绩的取

得来源于引领，而这种引领叫做实干。

倾心抓建设 校园焕新颜

去年这个时候，刘书生刚刚上任。 面

对学校硬件设施老化， 教师年龄偏大，学

科设置结构不尽合理等情况，他感到自己

肩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如何让处于历史与

现实、传统与创新对撞中的鹤翔小学平稳

发展，如何把众心凝聚在一起 ，共同描绘

学校的发展蓝图，使学校重现辉煌 ，是他

必须解决的难题。

一切困难都是挑战，一切动力源于挑

战。 记者从学校电子屏上显示的“校长寄

语”中看到刘书生当时开创鹤翔小学新纪

元的决定和信心———“想 ，壮志凌云 ；做 ，

脚踏实地。 ”这句将理想和现实完美结合

的话语，成为催人奋进的力量！

随着“隆隆”的挖掘机声，新增教学楼

破土动工，与此同时，校园硬件设施改扩

建工程拉开了序幕，校园绿化 、美化工程

也在逐步实施……

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鹤翔小学的校

容、校貌焕然一新：新建的教学楼里传来

朗朗的读书声，新建的塑胶运动场和篮球

场上欢声阵阵，“班班通”及新建的微机室

让学生们感受到高效、优质的教学资源带

来的变化。 校园文化建设深深吸引并教育

着全体师生，教室内外墙粉刷一新，校园

内外绿树成荫，处处显露出勃勃的生机。

营造“家”理念 文化聚人心

在鹤翔小学这个环境优美的校园

里，校领导关注着每名教师的成长，教

育者关注着每名学生的成长， 并引导

每个人在成长中找寻快乐， 这就是该

校的“家”文化。

新的校领导班子诞生初期， 如何

让班子成员在磨合中团结奋进， 成为

当务之急。

“为此，我们专门召开‘聚心会’，

最初是 1 天 1 次，长不过半个小时，短

则几分钟。 短短 1 个月内，新班子成员

之间便做到了思想上合心、 工作上合

力、行动上合拍。 ”刘书生回忆道，“领

导们身先士卒， 学校的教学风气明显

改善。 ”

真抓实干让以刘书生为首的校领

导班子得到了全体教职工的认可。

副校长李峰说 ：“新领导上任以

后，学校每月举办趣味运动会、集体诗

朗诵等丰富多彩的教职工文体活动，

增进了教师间的交流， 增强了团队意

识与合作精神。 教师节当天，校领导班

子成员提前到校， 为教职工送上第一

声问候；天冷时为教师购置坐垫，为有

困难和患病的教师送去关怀， 让大家

切实感受到了温暖……领导班子倡导

‘家’的理念，把学校建成大家愿意为

之奉献的大家庭。 ”

扎实新课改

教育“生命化”

学校要发展，理念要先

行。泰戈尔曾经说过：“教育

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递

生命的气息。 ”学校确立了

在现代教育背景下， 追求

“生命化教育”的思想，提炼

出学校“生命化教育”的核

心理念：为生命的可持续发

展奠基。

鹤翔小学以语文、数学

为学科龙头， 充分发挥 19

名各级名师、 学术带头人、

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的引

领作用， 建立名师共同体、

名师工作室 ， 通过青蓝工

程、学名师工程、集体备课、

课堂研讨 、 专题讲座等形

式 ，展示课改新理念，提供

示范，带动全体教师深刻领

悟生命课堂的内涵。

副校长白志江说 ：“语

文课堂，我们尝试‘读 、背 、

写科学结合’实验，提出了

‘和内容分析式的语文教学

说再见’的口号，构建了‘三

段九步’ 语文课堂基本模

式， 让学生在课堂上多读、

多背、多写；数学课堂，我们

实践‘尝试教学’，‘三段七

步，先学后教，先练后讲’的

教学模式将学生推向前台，

让学生自主学习 、 合作学

习、探究学习；特色课堂，开

设彰显学生个性的校本课

程， 以多元理论为指导，每

位教师积极结合学科特点、

自身特长等制定教学规划，

如数学课开设科学思维，音

乐课开设形体与舞蹈，体育

课开设篮球，美术课开设国

画等。 ”

鹤翔小学非常注重学

生的全面发展。 首先，依托

德育课堂、德育活动来实现

德育教育的价值。 以养成教

育为统领的“鹤翔德育活

动”是其招牌活动，“学校无

小事 ，事事皆育人 ”是其德

育模式。其次，在鹤翔，小学

学生没有“优差”只有“不

同”；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

不以考试成绩作为唯一评

价标准 ；开展学期“进步之

星 ”、“学风之星 ”、“音乐之

星 ”、“体育之星 ”、“美术之

星”、“英语小天才”等评选，

让学生在自主 、 自信和健

康、快乐的氛围中不断提高

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 。 第

三，学校定期对学生的身体

素质进行抽查，确保学生身

体健康。 同时，充分利用校

内场地，变换活动内容和方

式，制定“阳光体育”的运动

方案，确保学生每天有 1 小

时的体育活动时间。 此外，

该校的舞蹈队、 合唱队、美

术组、鼓号队等艺术团体一

直活跃在校园生活中。

亮出新“标尺”，教评有保证

本版策划：袁红 组稿：郭军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