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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富阳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思想、有能力、有影响的名校长，
这些名校长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发出时代的强音，成为打造“美好教
育”的“领头雁”。在第 37 个教师节，本报联合区教育局推出“富春名
校长访谈”系列报道，与校长们面对面交流，聆听他们最生动的师生
故事，感悟他们传播的教育新理念、
新方法和新经验。

“富春名校长访谈”系列报道（3）

富阳二中校长周玉明

富春二幼园长孙琴燕

为学生全面健康成长搭建最好的舞台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杨艺超

记者 邵晓鹏 通讯员 杨艺超

“科学、放心、长远”这三
个词是富春第二幼儿园园长
孙 琴 燕 对“ 美 好 教 育 ”的 诠
释。在她眼中，
“‘美好教育’
是符合儿童身心发展和年龄
特点的有助于儿童全面发展
并使其成为完整儿童的教
育，是孩子、家长、教师和社
会都认可并肯定的教育，其
教育的目标既着眼于当下儿
童成长的需要，同时更关注
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

“社会满意、家长放心、师
生共长。”这是富阳区第二中
学校长周玉明对“美好教育”
的理解。近年来，富阳二中积
极探索新发展阶段的德育模
式，力求“五育融合”，在坚定
理 想 信 念 、厚 植 爱 国 主 义 情
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
见识、培养奋斗精神、增强综
合素质上下功夫，全力为学生
全面健康成长搭建最好的舞
台，
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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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科技与国防教育特色
立足于学校现状，富阳二中致力于办一所具
有科技与国防教育特色的现代化普通高中，开展
好 STEAM 创客教育和国防教育。
STEAM 创客教育是集科学、技术、工程、艺
术、数学于一体的项目化综合教育。富阳二中拥
有 1400 多平方米的 STEAM 创客中心，集通用技
术教室、
金工坊、
木工坊、
机器人实验室、
物联网实
验室、
无人机实验室、
创客实验室、
VR 体验室、
3D
打印实验室等 9 个功能创客体验室，生物、物理、
化学、地理等学科的高端实验室，联合同济大学、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等高校广泛开展合
作，
聘请高校专家为学校创客活动进行持续指导。
“创客教育做到既面向全体学生，进行科普
教育；又注重学生个体，挖掘其潜能。”周玉明说，
为此，富阳二中对创客教育采用项目化、课程化
管理，融合共长，彰显办学科技特色发展，
“一是
建设创客教育基础型课程，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
发展；二是建设创客教育拓展型课程，面向部分
学生的个性发展；三是建设创客探究竞赛型课
程，面向具有相关特长的学生的潜能发展。”2020

年，学校被授予杭州市科技特色学校。
富阳二中坚持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为国
防教育主旋律，以“强身健体、严明纪律、普及
知识、树立意识、提升精神”为国防教育目标，
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信念、敢于担当的“大写”
的人。
通过学科渗透、课程开发，提升国防教育课
程质量。在教学中，学科教师善于发掘和利用教
材中的国防教育因素，力求按教材内容、教学特
点，把三防教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同时，课程
开发注重国防教育内容，相继开发了《光影战火
中的历史》
《国防生体能训练》
《大国兴衰启示录》
《急救与健康》等国防教育课程。
“我们创新方式方法，健全校内外相结合的
国防教育网络，形成国防教育二中特色。”周玉明
说。
2011 年—2015 年间，富阳二中连续五年被授
予“空军招收飞行员工作先进单位”；2018 年 8
月，被授予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示范学校；2020
年 9 月，
被授予全国中小学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富春二幼是一所有着 28 年历史的集团化办
学的公办幼儿园，办园理念是“让二幼成为孩子
美好童年的摇篮”，办园目标是“创韵美文化、做
慧美教师、育健美幼儿”，通过“玩美童年·完整
儿童”园本课程，富春二幼关注孩子家乡情感与
艺术表达和孩子身心健康与学习品质，从而打
造“美好教育”
。
近年来，通过实践研究，富春二幼形成了
“家在富春江上”特色课程，并在今年富阳区第
一届“精品课程”评选中获得一等奖。该课程充
分利用二幼周边 1 公里圈内的富春资源，带领孩
子更多的走进鹳山、恩波公园、郁达夫故居、富
春山馆、东吴公园、鹿山大桥、亲水平台、江滨西
大道、春秋公园等这些富阳独有的人文景点，以
项目化学习的方式，通过实地参访、考察、团讨、
小组实践研究、展示等方式推进，以儿童的视角
用儿童特有的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的
学习方式来建构认知。

“通过这些课程，我们让孩子们对富阳、富
春江有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鼓励支持他们多
维感受和表达富春江的美，加深富春江的家乡
印记，留下难忘的童年回忆，更在小小的童心里
埋下爱家乡的情感种子。”
孙琴燕介绍说。
为了让孩子们具有健康的体态、情绪安定
愉快，身体动作发展协调灵敏、均衡全面，富春
二幼配备专职体育男教师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
体育健康活动和游戏。同时，在每年的 10 月组
织大班幼儿开展“小小兵”主题体验活动，已持
续开展 18 年。穿上迷彩服，体验一回小小兵，结
合幼儿园户外活动的教育理念，不仅让孩子体
验到了新鲜、充实、紧张的军训生活，感受到了
军队生活的阳刚之气，更是学会了勇敢地面对
困难，挑战自我、超越自我、不忘感恩，
“ 在军训
中孩子们所表现出的不怕困难、团结向上的品
质相信一定会在未来绽放出闪耀光芒！”孙琴燕
欣喜地说。

让孩子在自己的轨迹上不断成长
同时，周玉明觉得，学校就是这样一个温馨
的大家庭，
“ 我会以‘家’的朴素理念经营好学
校。要让‘家’有地位，每一个成员必须都要有作
为，唯有有作为才有地位；师生就是和睦的一家
人，教职员工要有尊严、获得感与幸福感，就必须
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学生要有‘出息’，就要成
人、成才、成器。
”
此外，富阳二中以“项目化”进一步推进学校
精细化管理的闭环。
“ 项目化管理是在一定条件
制约的前提下，更有效地实现既定目标的一种管
理方式。”周玉明介绍说，作为管理项目，要厘清
背景目标，做好前期准备，夯实过程实施，及时进
行结果小结，加强反思整改，使管理工作实现闭
环，让人人有事做，事事有着落，从而达到“多快
好省”的目的。

积极探索育人新方法
紧紧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富阳二中将立德树人作为
立身之本。
对标育人工作新形势新要求，富阳二中积极
探索育人新方法新实践，融教师育人、课程育人、
文化育人、活动育人于一体，创新构建“一二三四
五”
德育体系，
推动育人工作在体系创新中实现新
转变。
“一核是指以立德树人为核心，二翼是以知
识传授、
人格培养为抓手，
三全是指全员、
全方位、
全过程的育人途径，四化是指制度化、系列化、常
态化、品牌化的育人方法，五成是让学生成人、成
才、
成器、
成事、
成功的育人目标。
”
周玉明解读说。
在新形势下，富阳二中还围绕学生“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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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好
“二中精神”
二中人赓续传统，开拓创新，在短短的几十
年里，学校被认定为浙江省一级重点中学、浙江
省一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作为基础教育的终端，富阳二中也为一方百
姓培养了大批“尚阳崇理”的各个时代精英，赢得
了富阳百姓良好的口碑。
“这一切都得益于几代二中人传承发展的
‘奉献自律、拼搏自强’精神。”周玉明总结说，在
他看来，
“奉献自律、拼搏自强”是二中的“精、气、
神”，也赋予二中特有的个性魅力，折射出二中人
的目标追求、价值观和精神风貌，凸现出二中人
的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面对新形势、新要
求、新变革，作为学校管理的第五任的“接棒人”，
周玉明表示，他定将进一步传承与发展好“二中
精神”
。

守护童心，保护童年

在打造“美好教育”的过程，孙琴燕带领全
体教师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倡导“一日生活皆课
程”、坚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方式组织开展一
日活动，让孩子喜欢幼儿园。同时，引领教师做
儿童研究者，带领她们学会观察孩子的行为并
正确解读行为背后的奥秘，帮助孩子找到最近
发展区，并支持孩子解决问题实现发展；探索多
元评价方式，如尝试用“学习故事”的方式来发
现孩子的“哇”时刻，相信每个孩子都是有能力
的学习者，还运用“循证”机制来全面审视幼儿
园园本课程的实施效果，使课程更适宜二幼孩
子成长的需要，让孩子在自己的轨迹上不断成
长。
如何加强幼儿园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孙
琴燕认为，可以从培养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

惯上着手来实现，
“ 如良好的如厕盥洗、文明进
餐、垃圾分类等习惯，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
做、不会的事情学着做，设计符合年龄特点的值
日生工作，让孩子从小感受到自己是一个小公
民，有初步责任和担当，并学会爱、合作、反思、
共情、挑战和调整。
”
面对“双减”政策，孙琴燕认为，幼儿园、老
师和家长重新审视现在的孩子需要怎样的教育
以及应该具备怎样的学习品质和能力。作为幼
儿园，
“我们应该严格遵守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年
龄特点杜绝‘小学化’现象，不拔苗助长，带着一
颗敬畏之心对待每个孩子，怀着一颗‘牵着蜗牛
去散步’的心态去静待花开，守护童心，保护童
年！
”

家园共育应携手、合作、联动
践创新”
六个方面核心素养，
整合国家、
地方、
校本
课程，
加强校本化课程规划，
构建适合每个学生发
展的课程体系，
课堂教学中落实学科核心素养。
做好育人工作，离不开家校合作。
“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具有共同的教育对象与教育目标，可
以说是一生俱来的‘利益共同体’，应该具有共同
的价值追求。”因此，周玉明认为，家校共育的关
键是加强沟通、彼此信任。
为此，富阳二中丰富了沟通的载体——成立
家委会并邀请成员来校参与讨论教育教学工作、
家长会、家访、利用数字化交流平台，如钉钉、微
信等家长教师群等加强家校沟通，每年都会组织
教师到家庭家访，
做到“百名教师进千家”。

“美好教育”的实现离不开家园共育，在幼
儿园阶段，很多家长会存在新生入园和幼小衔
接焦虑，
“家园共育应该携手、合作、联动才能减
少这些焦虑。”孙琴燕以小班新生刚入园时孩子
和家长都会有入园焦虑为例说，
“ 作为幼儿园，
我们会在新生报名时就开展亲子入园体验活
动，让孩子和家长对幼儿园的环境和活动有初
步的了解拉近距离。
”
每年 8 月中下旬，富春二幼小班的老师会对
所有孩子进行入户家访，与家长一对一近距离
交流，了解孩子在家的生活习惯和家长的育儿

观念，并对孩子入园要注意的内容进行交流，同
时在这个过程中老师和孩子、家长建立起一定
的合作伙伴关系。
开学前一周，富春二幼还会精心组织召开
新生家长会，让家长全面了解幼儿园的办园理
念和教育观念，以及孩子在园的一日活动流程，
同时就如何减少孩子入园焦虑给出具体策略。
“在这样一次次循序渐进的活动中减少家长的
入园焦虑情绪，缩短孩子入园分离焦虑期。”孙
琴燕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