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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6年来，我在扬州邗江实验学校见
证了生命蓬勃生长的足迹，探寻着幸
福校园成长的密码。

我看见——教师的专业成长

美丽的邗实校园里，有不忘初心、
奉献芳华的资深教师；有不负韶华、孜
孜以求的青年教师；还有初出茅庐，怀
揣理想的新进教师……“相约星期三”

“青年教师成长学院”“数学课程基地”
“乡村培育站”……一个个幸福教师培
育项目应运而生。学校为有不同成长
需求的教师定制了个性化的职业成长
规划，还聘请了专业导师为大家指引
方向。

如顾素文老师，在邗实从教 28年，
她把青春和热情挥洒在邗实的三尺讲
台上，在这里，她深耕教学，孜孜以求，
成长为扬州市特级教师。她在实现自
身成长与发展的同时，带领着邗实团

队扎根课堂，不断前行，培养了一大批
骨干教师，如今，她的徒弟卜月琴老师
也已成为扬州市特级教师，邗实精神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传承着……

一个个幸福教师培育项目的推
进，让教师们发挥特长、提升素养、全
面发展，在这片教育的沃土上，教师们
在幸福中走向卓越。

我听见——学生的拔节生长

在市级项目“小强人”课程基地
里，我们打造校本课程，经典国学、智
慧数学、快乐英语，邗实小强人在这里
获得知识上的拓展和延伸；特色晚延
时课程，我们壮游大运河、感受二十四
节气、学习中华传统文化，让学生在校
的每一分钟都有意义。

作为大队辅导员，我和德育团队
一起共同开发了少先队研学课程，在
小渔村沿湖村研学课程中，我带领孩

子们一起走进曾经的“穷鱼花子村”，
采访村支书，了解风土人情，研究历史
变迁，做课题研究，孩子们在一个个丰
富的场景中感受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一场场研学之行，让学生从身边的人
和事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积聚了成
长的力量。

在邗实，一树一花皆是课程，它们
无一不在邗实小强人的生命中留下了
或浓或淡的笔墨。国学浸润入学礼、
拔节生长成长礼、爱心传递“嘉年华”、
精彩绽放艺术节……在德育活动课程
的滋养下，我们遇见活泼泼的生命，嫩
芽摇曳，一树花开。

我遇见——幸福的家校携手

在遇见幸福的路上，我们还有携
手并肩的家长。针对家庭情况特殊的
学生，我们召开“一个孩子的研讨会”，
深入学生家庭，精准把脉，为学生私人

定制了符合其成长路径和家庭需求的
“1＋X”助航方案，将学校、家庭、社会
通过导师紧密地结合起来，构建了家
校社生命成长共同体。在我们的关爱
中，许多孩子在慢慢蜕变，逐渐成长为
活泼阳光的邗实小强人。一次活动
中，一位受到帮助的学生激动地抱住
了校长，快乐地分享自己日常点滴。

“让每一个生命蓬勃生长”是我校
幸福教育创新实践的不懈追求，“智慧
树”家长学堂、“幸福家”家校共育工作
坊……一个个线上线下结合的主题
式、沉浸式培训，润物无声，风化于成。
在这条路上，我们携手同行，便是
幸福。

我和我的同事们，从晨曦到日暮
再到繁星点点，一起浸润在这座幸福
的校园里，沐浴着幸福教育的阳光，陪
伴着孩子们拔节生长，也将继续行走
在希望的田野上。

让每一个生命蓬勃生长让每一个生命蓬勃生长
■扬州邗江实验学校 丁霄晓

在扬州大学第二幼
儿园的小山坡上，有一
条美丽的小溪，小溪上
架着一座木桥，可是人
来人往，小桥上很拥挤。
孩子们集思广益：“为什
么不能再造一座新桥
呢？”这个想法受到了大
家一致认可。有了这个
想法，我们的造桥行动
说干就干。

桥 由 哪 些 部 分 组
成？造桥有哪些步骤？
需要哪些工具、材料和
技巧？孩子们的问题一
个接着一个迸发出来，

“幸福桥”的故事由此
展开。

为了解桥的构造，
我们前期在学习区开展
了很多准备活动，在美
工区，画水墨画、做立体
桥 ；在 读 写 区 ，认 识

“桥”字并进行书写；在
益智区，玩纸牌桥、搭
小桥……

初期认识工作完成
后，孩子们开始着手实
践。在室内，三四个小
朋友合作模拟搭建立交
桥、高架桥、邗江本地的
五亭桥等。在户外，小
朋友以小组为单位，又
是讨论，又是画图，一次
次尝试。

经过学习区的一系
列活动，孩子们更加坚
定了在山坡上造一座桥
的想法。那需要哪些材
料呢？在讨论后，孩子
们分成 3个小组，各小组
在老师的帮助下列出材
料清单。

一组成员在组长南溪的带领下，来
到小山坡有序地寻找清单里的材料，

“用木桩做桥墩！”“但木桩太重了搬不
动怎么办？”“我知道，先把它推倒，然后
再滚起来！”“遇到台阶怎么办？”“3个小
朋友合力往上搬运。”“两边需要的桥墩
不一样高怎么办？”“换个试一试。”虽然
遇到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但孩子们相
互交流，你一言我一语，在交流、尝试
中，问题迎刃而解。

完成了桥墩，开始做桥面。孩子们
找来长木板，“有点短怎么办？”“一块不
够长再来一块，可是两块木板该怎么拼
接？”在大家尝试了几次都失败后，老师
观察发现幼儿情绪低落，这时老师适时
地抛出问题让幼儿思考：“有什么办法
可以支撑住两块木板？”这时孩子们恍
然大悟，还可以做个桥墩在两块木板拼
接处支撑。

为了让桥梁更坚固，孩子们再分
组，桥墩组使用麻绳缠绕两个轮胎，减
少轮胎间的错位。3人一起合作，女生
想办法绕绳子，寻找轮胎与石头间的空
隙，巧妙地穿过；男生力气大，主动请缨
打结，提高效率。

桥面组发现两块木板间容易产生
缝隙，尝试了其他材料。两小组完成任
务，进行合体，更加稳固的桥梁完工。
大家欣喜地在自己建造的桥面上走来
走去，邀请了其他组的成员一同尝试，
分享成功的喜悦。他们还把这座小桥
取名为“幸福桥”。

“幸福桥”课程持续一个多月时
间，建桥造桥游戏一直以幼儿的兴趣
和经验为线索贯穿其中，发挥幼儿的
创造力、探究力和动手能力，使幼儿
真正地在活动中深度学习，成为活动
的主人。无论是活动中还是活动后，
看着幼儿每日在头脑风暴，在津津乐
道，我想孩子们都收获了幸福、喜悦、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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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探索家校社协同育人的有
效模式，扬州市邗江区融合国内外家
庭教育经验，丰富物态载体建设，创新
建成全国首家“中国家庭教育博
物馆”。

博物馆坐落在扬州市育才小学西
区校内，面积 1200平方米，内设“中国
馆”“世界馆”“图书馆”“家风馆”和“邗
江实践馆”5馆。自 2018年开馆以来，
博物馆一直坚持公益性，对社会免费
开放，宣传家教理论、普及家教知识、
传授家教方法，并开展一系列丰富的
家教实践活动，成为全区乃至全市中
小学生及千万家庭进行家风家训传
承、家庭教育理念提升、家校合作互动
的重要实践基地、示范平台和最大的
家长学校，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2018年初，当我还在扬州双博馆
做志愿者时，接到了一通电话：“蒋老

师，我们想在育才小学西区校创建全
国首个‘中国家庭教育博物馆’，推进

‘新家庭教育实验’，想邀请你参加。”
那一刻，我的内心汹涌澎湃：“我愿意，
我愿意加入。”

一个大胆的想法改变了一群人。
于是，我与伙伴们在毫无经验的情况
下，如饥似渴地翻阅资料，请教专家，
实地走访，谋划讨论……终于，历经两
年，“中国家庭教育博物馆”一期、二期
拔地而起。

在这里，我们每年进行数百场义务
讲解和品牌活动，在宣传家校共育领域
中不断努力和坚守着。“朱砂启智，开笔
启蒙”寓意学童眼明心亮，发奋读书；

“走近名人，放飞梦想”帮助孩子们传承
美德，树立远大理想；“红领巾寻访活
动”采访抗战老兵，传承革命精神；“爸
爸在场，家更有力量”呼唤父爱回归，为

家赋能；“一粒种子的家教密码”缅怀袁
隆平爷爷，建设好家风……

我是一颗种子，我期待遇见更多
的种子。从一个人，到几个人，再到一
群人。在幸福教育的引领下，越来越
多的家校共育种子教师汇聚在了博物
馆，迸发出新的力量。种子教师们在
成长：陈晓静老师通过教育戏剧，帮助
家庭释放压力，促进亲子关系；刘雯老
师利用心理知识，化解教育中的小困
惑；王敏老师通过“送你一朵小红花”
活动，引导家庭重视家风建设；方婷老
师带着家长、孩子们在小菜园中体验
劳动的快乐；陈恩凤老师巧用“幸福家
庭日”活动，营造健康家庭氛围……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一个
个家校共育种子教师用自己的行动架
起了一座座家校共育的彩虹桥。这座
彩虹桥的一端是中国家庭教育博物

馆，另一端是扬城数百万家庭。
“我曾多次走进育才西区校，走进

中国家庭教育博物馆，我想最美丽的
事情莫过于遇见了心怀教育梦想的家
校共育种子教师们，他们用深入浅出
的方式告诉我们很多科学的家庭教育
知识和方法，鼓励我们每个家庭要开
出属于自己的花。”学生家长辛凤梅这
样说。

“童眼看世界”“一粒种子的家教密
码”“好父母来吧”“红领巾寻访”……
家庭教育博物馆，似乎有一种神奇的
力量，家长们成了博物馆的志愿辅导
员，成了新家庭教育的实践者。

一个个家庭、一粒粒种子，在中
国家庭教育博物馆这片沃土上悄然
绽放，中国家庭教育博物馆里的故事
还在继续，这个故事关于坚持，关于
幸福……

创建家教博物馆，架起共育彩虹桥
■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 蒋云

2014年，我从扬州市邗
江实验学校初中毕业，2021
年我走出大学校门，将成为
一名教师，回到家乡的我心
绪万千，在选岗时，面对 3个
学校的岗位，我选择再次成
为一名邗实人。在邗江实验
学校蒋王分校，幸福之花悄
然绽放，这里有太多的故事
可以叙说。

我的“师父”谈娟老师，
是集团校本部过来交流的老
师，对我这个有些笨的“徒
弟”，谈老师总是不厌其烦地
在各个方面指导我。

听谈老师办公室的同事
说，每次下班叫谈老师一起
走，她总是说：“你先走吧，我
等会儿。”刚开始，大家都以为

“等一会”也就几分钟的事，但
后来，老师们发现，谈老师利
用这段时间做了很多事儿：陪
学生聊聊天、进班巡查班情、
批阅作业、备课、放学后在校
门口与家长进行个别交流，
路灯下的小型家长会已成为
学校的一道风景。比起能够
做到，更难能可贵的是坚持，
那是谈老师对教育初心的坚
守。那种忘我投入催生的幸
福感深深吸引着我，作为徒弟
的我慢慢地被同化。

“当初选择让孩子在邗实蒋王分校上学，
我们是有些迟疑的，毕竟这是一所新学校。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深入了解和与老师交流
合作，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一名家长这
样对我说。来自家长的声音，更真实地展现
了邗实蒋王分校不辍的弦歌雅音。

很多家长告诉我，每天接到孩子时看到
孩子灿烂的笑脸，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而孩子的进步是看得见的：每天都能有计划
地学习，作业规范高效地完成；学校每周安排
一节阅读课，让孩子们前往图书馆自由阅读，
经过积累，孩子们的阅读量大大增加，读书笔
记都已经记满两大本；在家空余时间经常捧
着书读，且善于表现自己，诗歌朗诵、课本剧
表演、演讲每周上演；不少二宝在哥哥姐姐的
影响下成了学校的“铁粉”，“爸爸妈妈，我以
后也要上这个学校。”这样质朴而真实的一件
件小事，是对学校最大的肯定。

这些来自我身边的声音激励鼓舞着我，
更让我坚定了作为一名邗实人砥砺前行的信
心。春日迟而南风渐起，邗实蒋王分校这个
新学校，在集团校的带领下，焕发着无限的生
机，我坚信汇聚着生命星辉的邗实蒋王分校，
必定能够描绘出共同幸福的图卷，成为老百
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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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面试、选岗……怀揣着成为
一名新教师的兴奋，居老师来到扬州
大学教科院附属竹西小学报到。新
学期教师集会、教研活动、集体备课、
班主任会议……一连串的事情纷至沓
来。学生报到了，一群孩子围着她，

“老师我的书还差一本。”“老师我的
笔袋不见了。”“老师书本要包书皮
吗？”……虽然学校给她安排了一名有
经验的教师从旁指导，但到了周五，她
还是决定辞职。

学校领导知道了她的想法，找来
了她的父亲，一起陪她聊天。她将一
周来的困惑、苦恼、无奈，一股脑地说
了出来。校长说：“放心，你的困惑我
们来帮你解。”

为了帮助像居老师一样的新教
师，学校成立了“个顶个”青年教师成
长学院。成长学院根据新教师的特
点，邀请扬州大学心理学专业教师定
期进行心理辅导，开展班主任工作论

坛、党团活动，辅导教师撰写论文、规
划职业生涯、学会和家长相处、进行小
课题研究……通过成长学院，让新手
一步步学习提升。

有经验的班主任、学科教师手把
手地教、面对面地传。新教师渐渐地
跟上了节奏，班级管理有序了、各项任
务完成了、学科教学顺畅了……“老
师，同学们的作业完成了。”“老师，班
级打扫干净了。”……听到孩子们的
话，笑容回到了居老师的脸上，幸福洋
溢在心头。

在成长学院中，和居老师一样的
新教师，慢慢地掌握了工作节奏，平衡
了工作与生活，找到了职业幸福感。
工作半年后的新教师汇报课，居老师
呈现的课堂受到学科组内教师一致好
评。工作一年后的青年教师赛课，她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一晃两年过去
了，她积极前往兄弟学校交流，担任三
年级和四年级各一个班的英语教学，

还继续做着班主任。她开始享受为人
师的幸福。

来自河南洛阳的周老师，因为经
验不足，成长学院安排经验丰富的学
科教师、班主任一对一指导。很快，周
老师便迅速成长，胜任了工作。“个顶
个”青年教师成长学院陪伴着新教师
走了一程，引着他们成为幸福的教育
人，收获满满的职业幸福。

“个顶个”青年教师成长学院最初
针对的是入职5年内的教师，随着学院
的运作愈发成熟，越来越多的教师自愿
加入。在学院中，成熟型教师既是学
员，也是导师。

孙老师从最初从教的青涩，到如
今成为语文学科把关人，成长学院成
了她成长的助推器。在成长学院，她
上了第一节示范课；在成长学院，她光
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成长学院，
她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教研组长、
级部主任、学科把关人，协助教导处工

作。一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
论文发表了，教学获奖了，能者为师，
如今的她开始带领成长学院的教师一
起前行。

许许多多和孙老师一样的同行者，
在成长学院迅速成长，获得了区班主任
基本功竞赛一等奖、扬州市语文教学
竞赛一等奖，考取在职研究生……

成长学院成了教师幸福起航的原
点。在学院中，他们有归属感；在学院
中，他们锤炼基本功；在学院中，他们
修炼正能量；在学院中，他们收获成长
力。“个顶个”青年教师成长学院成了
竹西小学幸福能源的释放场。

正如教育专家袁卫星所说：“对于
幸福的教师来说，教育不是牺牲，而是
享受；教育不是重复，而是创造；教育
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生活本身。”今
天，竹西小学青年教师可以坚定地说：
得益于成长学院，他们学会了成为一
位幸福的老师。

教师成长学院引领幸福生长
■扬州大学教科院附属竹西小学 纪芳

为进一步推动“幸福教育育人模式的区域实践探索”项目实施的效度、品质和影响力，构建幸福教育生
态，绘就幸福教育的模样，努力打造“学在邗江”教育品牌升级版，4月18日，扬州市邗江区教育局举办了第三
届幸福教育发展大会暨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学改革重大项目“幸福教育育人模式的区域实践探索”推
进活动。会上，该区启动了幸福教育行动计划。 袁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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