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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6年从首都师范大学毕业至今，从事教
育工作已经35年，从台前执教到幕后教学统筹，
校园生活是我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素质教育在我看来，一定要符合学生的认知
规律，例如语文教育，绝不能搞题海战术，而是要
求学生大量的阅读并理解背诵古诗词，当学生阅
读的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从量变到质变，最终
并不影响应试成绩。反过来说，素质教育越好的
学生，其应试能力越强，因为他有厚重的积累和
丰富的精神世界。

我们提出的办学宗旨是“为成功人生起
航”。这里说的成功人生并不是以后都要当大学
教授、当企业家才是成功人生，我们希望的是：每
一个孩子在文昌学校就能获得成功。所谓的成
功是这样的：他的学习可能不成功，但是体育成
功；他的体育不成功，文艺可以成功；他的文艺不
成功，但是某个学科可以成功；哪怕当一个渔民
或农民，他也能够和人非常好地沟通，有开阔的
视野，成为一个优秀的普通劳动者，这就是我们
提出“为成功人生起航”的意义所在。

在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我希望孩子们讲文明
懂礼仪，做一个拥有良好行为规范、道德素养，能
与他人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人。

在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我希望他们学会热爱
家乡的一草一木，句句乡音，是生命的根系，不管
走到哪里，都知道自己是文昌人。

在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我要孩子们更深刻地
理解自己是中国人，你们的血液中，有五千年基
因的遗传，祖先创造了辉煌的文明，这一代中国
人，要让自己的国家超拔于世界，自信而谦逊，强
大而包容。

在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我们知道清华紫是中
国红和地中海蓝的融合，“东西文化，荟萃一方”，
中国胸怀、国际视野是作为清华附中人应该具有
的境界。

在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我要大家记住、理解
清华大学、清华附中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拥有“自强不息”之精神，在人生道路上，虽
遇千辛万苦，绝不轻言放弃，即使“山重水复疑无
路”，砥砺前行，必将“柳暗花明又一村”。拥有

“厚德载物”之精神，对他人对社会对世界会度量
宽厚，胸怀如大地广博，善利万物，拥有凝聚力，
与众人一起成就事业、创造奇迹。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的日晷上镌刻着“行胜于
言”。我们绝不做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们
坚信，唯行动能证明自己，唯实干能赢得赞誉。

特色办学，师资力量不容忽
视。为全面提升学校教育科研质
量，文昌学校紧紧围绕“为成功人生
起航”的教育使命和“明德启智、修
己树人”的教风，坚持细化管理，狠
抓教育科研质量。为此，校长本人
常常深入一线课堂听讲，参与集体
备课、评课等活动。

与此同时，学校采取多种方式
对教师开展培训。2020-2021 学
年，曾邀请首都师范大学教师王云
峰对初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进行

指导和点评；邀请省教研院多位经
验丰富的教研员对中考备考进行指
导；小学部经过申请，指派教师前往
西安、深圳等地进行观摩，实地学习
先进教学理念……

近一年来，文昌学校共邀请专家
45人，开展专业培训20次，组织安排
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培训87次，共计
709人次；为了让优质教育资源和先
进教育教学能够惠及更多学生，该校
还积极承担外校教师培训工作，一年
来共计培训来自海南和清华附中一

体化学校教师共计300余人。
为激励广大教师积极投身教育

科研，学校完善了教育科研评比奖励
制度，每学年分设“主题赛课”“班主
任基本功技能大赛”“粉笔字比赛”
等，以评促优。同时，对发表文章、参
加学术交流、辅导学生获奖等取得教
育教学成果者给予奖励。

去年12月，文昌学校坚持德才
兼备的用人标准和“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原则，启动了该校2021
年教师招聘工作。截至目前，今年第

一轮招聘工作已完成，共收到简历
2722份，通过资格初审参加笔试的
233人，最终预录18名教师。

“短短3年时间，文昌学校已然
成为文昌基础教育版图上一颗璀璨
的明珠，深受文昌人民的推崇和认
可。”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一如既往地重视和支持文昌学校的
建设发展，在优质教师引进、完善办
学条件、加强交流培训等方面大力支
持，为学校圆满完成各项教学任务提
供服务保障。

传承水木精神 办海南特色一流教育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办学纪实

集涓成河，行滔滔之势；
虚怀能容，成万里之志。

这是一片育人的热土。
文昌，自古以来就有崇文重
教的优良传统，历届文昌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事
业，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增
强城市竞争力、发展吸引力、
群众获得感的“关键一招”，
不断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优
化教育资源供给，促使城市
功能不断完善、市民素质不
断提升、创新要素加速汇聚。

这是一所治学严谨的学
府。清华附中，以“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为校训，践行
“德修于行，行胜于言”的校
风，坚持“以育人为中心，以
学生为主体，为了每一个学
生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办学思想，注重素质教育，促
学生全面发展。

由文昌市政府与清华附
中携手创办的清华附中文昌
学校（以下简称文昌学校），
于2017年筹办，2018年建
成小学和初中部，并于当年9
月顺利开学；2021年，随着
高中部建成投入使用，“清华
附中文昌学校”正式挂牌。
该校秉承清华附中先进的教
育理念，结合海南特色，致力
于打造一所具有先进办学理
念、拥有高素质教师团队、拥
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一流现代
化示范性学校。

坚持公办，德育教育为先

文昌学校是一所按照“学校公
办、委托管理、机制创新”原则合作
创办的十二年一贯制公立学校。文
昌市政府委托清华附中按照其管理
和育人的模式，全权负责文昌学校
的管理。文昌学校管理团队由清华
附中本部派出，执行校长从清华附
中本部遴选。

“清华附中治学严谨，合作办学
项目均需经过校党委研究批准，截
至目前，文昌学校是清华附中在北
京市以外实施的第五个合作办学项

目，也是海南唯一一个。”文昌学校
执行校长徐慧琳介绍，之所以落地
海南文昌，清华附中一方面出于支
持海南自贸港和文昌国际航天城
建设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被海
南省教育厅及文昌市委、市政府发
展教育的热情和诚心所打动，所以
扎根这里，希望融入并助力海南自
贸港建设。

清华附中隶属于清华大学，是教
育部直属高校附中。该校始终坚持

“以育人为中心，以学生为主体，为了

每一个学生的个性自由而全面发展”
的教育思想和办学传统。文昌学校
继承了清华附中优秀教育基因，积极
弘扬传承清华精神，坚定实施素质教
育，坚持德育为先。

“德育工作，是为学生全面发展
和终身发展奠基。”文昌学校学生发
展中心主任曹颖介绍，为加强德育
队伍建设，该校从学校的教育和管
理对象出发，重点抓住四条线，一是
年级组长、班主任，二是心理健康中
心，三是校医室、宿管教师，四是团

委学生会、少先队，以此辐射到学校
各个领域，形成了齐抓共管的德育
工作格局。

“为成功人生起航”是文昌学校
德育教育肩负的使命。学生发展中
心每学期组织开展文明礼仪活动月、
清华文化月、爱国主义教育和文昌文
化月等丰富多彩的德育活动和社团
活动，为学生搭建平台，引导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每一个学
生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彰显个
性，健康成才。

特色办学，创新培养模式

教学方面，文昌学校遵循清华附
中创新教育模式的基础上，认真落实
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的设置与
开发要求，开齐课程，开足课时。与
此同时，该校还努力探索和实践具有
地方特色的课程，如校本课程、自创
课程、综合课程等。

快乐足球、水木种植、机器人
编程、竹竿舞……2020-2021 学年
度第一学期，文昌学校共开设各类
校本课程111门，第二学期开设校
本课程104门，最大限度地满足了
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学校采用清华大学附属中

学研究开发的“清中诚志综评系
统”，对学生学习成绩、社会实践、
学科活动、德育等多维度进行综合
评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多年来，清
华附中面向未来积极探索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先后通过开设“大学预科
班”“高中理科试验班”“马约翰体育
班”“一条龙试验班”“美术特色班”等
特色班，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广
阔舞台，教育水平和办学质量不断
提升。文昌学校秉承清华附中办学
理念，注重借鉴先进教育模式和训
练方法，积极探索与当地资源有机

结合的特色教育之路，拟在即将开
学的高中部设立“高等项目研究实
验班”“马约翰体育班”和“美术特色
班”，采取自主招生办法在全省范围
内招生，招生人数占每年文昌学校
中招人数的20%。

其中，“高等项目研究实验班”将
联合清华大学、清华附中、文昌航天
发射中心、椰子研究所等单位，着力
打造一批学生创新实验平台，建设面
向真实情景的课程体系，促进学生创
新素养提升。

“马约翰体育班”将传承“无体育
不清华”的理念，针对学生自身特点，

为其量身制定特殊课程，并严格遵循
学生成长规律，因材施教。据悉，清
华附中“马约翰体育班”自1986年
创办以来，已为清华、北大输送了
270名体育人才，培养出了多位奥运
会冠军。

“美术特色班”弘扬清华附中本
部办学理念，致力于培养美术类人
才。2003年以来，清华附中本部“美
术特色班”共为清华美院、中央美院、
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等知名院校
输送430多名优质生源，其中被清华
美院录取的有152人，录取率居全国
各中学第一。

强化师资，提升教育质量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执行校长徐慧琳：

遵循教育规律
为成功人生起航

1.动画电影赏析

动画电影是伴随着电影市场的扩
大及动画制作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
逐渐发展起来的。动画电影欣赏课的
开设将有助于学生提高审美能力，认
识动画电影的概念和特征，激发其对
制作动画电影的兴趣，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

该课程旨在帮助学生拓宽知识
面，了解更多的电影知识，更重要的是
培养学生对动漫的兴趣，对动漫知识
的普及及促进学生自我表达、创新思
维和创新能力等动漫潜力的激发发挥
直接或间接的作用。

2.有趣的玩黏土

黏土既无具体形态，又无固定意
义。玩黏土可以做出各式各样、变化
多端的形状，这种极具发挥性的手工
制作能够启发学生的想像力，促进学
生大脑发育。

玩黏土，是学生喜爱的游戏，也是
一项锻炼学生手部精细动作和视觉、
触觉的活动。小小的黏土中，蕴涵着

学生们无限的创意。孩子们大胆构
思，发挥奇思妙想，体验创造的快乐。

3.少儿国学启蒙之《千字文》

本课程将为学生的国学启蒙打开
一扇别致的窗，透过这扇窗学生将徐徐
步入一个生动优美的文学世界。《千字
文》一书，字字句句皆珠圆玉润，读来朗
朗上口。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在反复
诵读中领会汉字音韵的奇妙与美感，训
练文学表达的基本功，丰富文化见闻，
为日后激发写作灵感、提高写作水平奠
定坚实的基础。课程目标为：拓展识
字，丰富语感和语言积累，训练表达能
力；在潜移默化中拓宽视野，培养对汉
语的审美能力，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提升文学修养和文化品位。

4.绘本故事解读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
建议》中说：“把每个孩子都领进书籍
的世界，培养起对书的酷爱，使书籍成
为智力生活中的指路明灯。”阅读，是
人生的财富，也拓展人生宽度最好的
方法。本课程依据每节课阅读的电子

绘本内容，由教师帮助学生叙述故事，
组织学生对其中的故事情节和主题进
行讨论。学生通过听（看）故事、讲故
事等方式走进绘本世界。

5.快乐足球

足球是对抗性很强的集体竞赛项
目，在这项既需要激烈竞争又需要团
结协作的运动中，学生的意志品质和
竞争意识会得到磨炼，有利于培养学
生积极向上、勇于拼搏、不怕困难、吃
苦耐劳的精神。

足球是小学生特别喜欢的运动项
目。孩子们都喜欢踢球、赛球，著名的
球星往往是他们羡慕和崇拜的偶像。
球类活动不仅具有对抗性、趣味性等
特点，而且强调集体合作，灵活多变地
运用各项技战术，对锻炼人的体力、发
展社会适应能力、充分发挥个人和集
体的聪明智慧等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6.水木种植

该课程是让学生参与劳动，学习种
植技术，一方面可以陶冶情操，另一方
面还可以激发他们对生活、对大自然的

热爱。让学生们在劳动中学习，在劳动
中锻炼，既获得了劳动技能，又开阔了
视野，同时也获得了劳动和收获的快乐。

7.儿童剪纸与折纸

剪纸，又叫刻纸，是一种镂空艺
术，是中国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
其在视觉上给人以透空的感觉和艺
术享受。

本课程会让孩子们熟练使用剪
刀，明确对称图形的特点和不同的折
纸方式，会用折-画-剪的方法剪折双
喜、树木叶子、花、鸟、鱼、昆虫，日常生
活用品、交通工具及简单的人物、服
装、建筑、水果、蔬菜等图案。

给学生剪刀和纸张，让他们用灵
巧的小手、聪明的小脑袋，从剪纸、折
纸课上收获童年的快乐。

8.现代智力七巧板

现代智力七巧板是获得国家专利
的科普教学用具，它由七块不同形状的
几何图板组成，巧妙地应用了几何学、
拓扑学和线性规划原理，可以拼搭出
2000多种形象生动活泼的图案，拼装过

程奥妙无穷，深受少儿喜爱。学生拼搭
出各种生动活泼的图案，这个过程会激
发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同时可提升
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和审美水平。

9.机器人编程

学生通过学习运用Scratch这一美
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设计开发的少
儿编程主流工具，实现了小猫移动、画
图形、计算形状面积、累加求和等功能。
教师通过项目式教学引导学生在玩中
学，开发学生的智力，增强学生的逻辑
思维能力，以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培
养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新型人才。

10.竹竿舞

竹竿舞教育是以人的肢体语言来
表现人思想感情的艺术，因此有人把
竹竿舞称为形体艺术。在万物之中，人
在运动中的美是最让人动心的，所以
还有人把竹竿舞艺术称之为美的艺
术。竹竿舞还是一种集体能、艺能、智
能、气质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学习
竹竿舞对青少年身体成长、品行素质
提升及智力开发等具有促进作用。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部分特色课程简介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教育使命
为成功人生起航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校训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校风
德修于行，行胜于言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教风
明德启智，修己树人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学风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育人目标
视野，深度，厚德，自强

航拍清华附中文昌学校。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学生参加趣味运动。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学生展示雕版印刷作品。
本版图片均由清华附中文昌学校提供

清华附中文昌学校学生参加中华文化月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