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校长喊你去跑步”到“体

育特色课程”

2019年暑假，我跟邻居家相约带着上初
中的孩子到梅溪湖跑步。边跑边聊天，跑完
后出一身汗神清气爽，一个想法随之萌生：何
不发动住在附近的学生来跑步？有媒体记者
了解到之后发布了一篇报道《麓外学子，校长
喊你去跑步》。这一声呼喊，引起了很多家长
和学生的共鸣和积极响应，“梅溪湖跑团”和

“西湖跑团”两支晨跑队伍，在学校附近的梅
溪湖和西湖成立了，还拉来了成年人跑团“老
妖团”的各种赞助，所以命名为“小妖团”，跑
团寒暑假每天晨跑，上学期间每周日早晨聚

跑。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

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指出广大青少年身心

健康、体魄强健、意志坚强、充满活力，是一个

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社会文明进步的

标志，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方面。而跑步

就是增强体质最简单最合适的锻炼方式之

一。 在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的带领下，环西

湖的望月湖一小、望月湖二小、溁湾路小学、

新民小学、石佳冲小学、博才西湖小学、博才

小学也加入到了“跟着校长去跑步”的队伍，

晨跑由一所学校变成了八所学校。在校长们

带领下，老师、学生、家长一起跑步成为了西

湖和梅溪湖早晨的一道靓丽风景。大家的一

致感觉是“这个活动真好”，既带动了学生，

又反过来倒逼校长、倒逼家长去坚持，一起运

动，一起交流。

受此启发，麓外建立了“终生体育”的系
列特色课程：跑操、武术、跳绳、羽毛球、爬山、
班级篮球赛、环湖悦跑、趣味运动会……

从“山水洲城”到“三型课程体系”

麓外东临湘江，西接西湖，南倚岳麓山、
大学城，是距橘子洲最近的学校，而且位于公

交地铁交会处。热爱家乡最好的方式是去亲
近它！于是“山水洲城”课程应运而生。学校
分年级每周定期前往西湖放歌、岳麓山爬山、
橘子洲毅行、大学城参观、湘江河边净滩等，
团委组织学生在地铁站、公交车站进行交通
劝导和志愿者服务活动，每逢寒暑假以班级
为单位进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这样的课程
让学生远离了手机等电子产品、强健了筋骨、
陶冶了性情、增强了班级凝聚力和对家乡的
热爱、对国家的认同。

随着时间推移，学校的山水洲城课程上
升到了 2.0、3.0 版本。学生的社会参与从岳
麓山延伸到了省内的雪峰山进行生物主题研
学，从长沙水域延伸到了洞庭湖“跟随大雁去
迁徙”，从橘子洲延伸到了地铁站，从大学城
延伸到了高新区，从省内延伸到了省外，
2017级全年级学生在2018年12月份前往山
西太原进行“品三晋之古韵 汇南北之湘情”
研学；从国内延伸到了韩国、日本、英国和美
国等国家进行研学和交流活动。

2016年9月13日，历经三年的中国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
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 3 个方面。
麓外根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提出了三
大课程体系：基础型、活动型和拓展型课程。

从“辉哥有约”到“麓外六朵云”

2020 年春节前爆发的新冠疫情打乱了
我们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我在学校每
周的云升旗仪式上，开设了“在战疫中成长
之辉哥有约”专栏，邀请湘雅医院院长雷光
华为麓外学子教授自我防护新冠病毒和健
康生活的方式，用知识和汗水捍卫人民健
康；连线驻守武汉医院最前线的医生逆行者
黄谷香为学生讲述最前线的抗疫故事；连线
最美逆行者、生命的摆渡人郑能量为麓外学
子传播“正能量”等。受云升旗之启发，学校
在疫情期间推出了教育、教学、教研六朵云：
云班会、云家访、云升旗、云课堂、云学堂（家
长）、云教研。

从双师典课到外语特色

学校“十三五”规划课题《中学生英
语语感形成策略之研究》的重要研究项
目“双师典课”以英语为母语的外籍教
师和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外语教师，通过牛
津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原版英语教材《典范英
语》，给学生创造一个纯英语的英语学习和思
维环境。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全体英语老
师都参与进来，英语老师在帮助外教和学生
的过程中也在学习和成长。这其实只是外语
特色学校的一个创新点而已。

作为外国语特色学校，每年的外语文化
节精彩纷呈：“魅力英语‘音’为有你”英语
配音大赛，“青春在盛夏放歌”之外文歌曲比
赛，“燃情环球嘉年华”之一天环游世界等活
动让每一位学生都沉浸在不同文化的碰撞和
融合里，学校其实在通过外语特色开阔学生
视野。

真正的教育是“影响了别人，成长了自
己”。

最好的教育莫过于示范和引领。
一事专注，便能动人。
麓外就是这样在“心不苦、不辛苦”的教

育信条的引领下，成长自己，影响学生，成就
学校。

经国序民，教育为先。教育是民族
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全社会应
积极营造尊师重教、崇道敬学的良好风
尚，学校应努力践行铸魂立德、教书育人
的光荣使命，家庭更应充分发挥言传身
教、耳濡目染的教化熏陶作用。然而在
现实教育过程中，一些家长爱子心切，忽
视知行合一而甘当“保姆”，忽视全面发
展而奉行“成绩唯一论”。近年来在高中
校园悄然兴起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

“陪读热”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对此，
学校既需要从思想认识上进行疏导厘
清，又要在教育管理层面改革创新，才能
使校园陪读真正从源头上消弭。

夯实理论修养，筑牢思想定力

天下有真教术，斯有真人才。只有
遵循教育法则和成长规律，教育才能在
潜移默化中引领和感召生命。学校从
上至下要强化对现代化教育理论和政
策的学习。要用先进科学的思想武装
头脑，准确把握教育教学的本真追求，
筑牢坚定不移的思想防线，形成抵制

“陪读”等短见乱象的行动自觉。对当
前备受关注的新课程、新高考，我校以
名师工作室为龙头，通过专题学习、分

组研讨、沙龙交流，使全体教师理
解体悟其核心要义。我校组织教

工先后赴许市中学、衡水中
学等学校观摩学习。还通
过采取线上线下齐发力的
形式，使全体教师细致了解
高考评价体系的创造性转
变。事实证明，学校只有牢

牢占领教育方针政
策的制高点，才能
始终保持正确的办
学方向，才能全心

传 道 授 业 、为
国 造 才 ，才 能
甄 别 澄 清“ 陪

读 ”的 危
害 ，才 能
让社会放
心 、学 生
安 心 、家
长满意。

培育综合素质，激发教育活力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要培养
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勇于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学校必须在全面育
人、知行合一上鼓实劲、出实招、求实
效。我校坚持以人为本，将立德树人融
入思想道德建设、文化知识教育、社会
实践教育的各个环节，不断丰富德育内
容，不断创新德育形式，利用网络“天岳
讲坛”以理想信念教育铸就时代新人之
魂，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学生成
长的芯片。我校还因地制宜地拓宽综
合实践渠道，强化综合素质培养。近年
来，我校全面推行“导师制”，分层引领，
培优补差，让品德成为发展支撑；利用
寒暑假“走进新农村·感受新时代”社会
实践，让社会成为必修课堂；建立学生
社团 70 余个，合理统筹课堂学习和课
外实践，让社团成为学生的自治组织，
成为促进学生社会性成长的载体，成为
催化学生个性发展的平台。质胜于华，
行胜于言。我校致力于将校园打造成
学生汲取知识的殿堂、锻炼实践能力的
乐园、提升精神成长的家园，学生从中
逐渐明白了“温室里的花朵经不住风吹
雨打”的道理，家长也从中欣然地接受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事理。
“陪读”的利弊也就不言而喻，“陪读”的
托辞也就苍白乏力，“陪读热”也会随之
自然降温。

加强家校沟通，凝聚育人合力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学校不应是教育的一座“孤岛”，应
该与政府、家庭、社区组成一链分工明
确、秩序井然的“环岛”。叫停校园“陪
读”，是因为其背离五育并举的教育愿
景，既增加了家庭负担，增添了管理难
度，又直接影响了学生的终身发展。我
校强化健全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命
运共同体”，强化家校联动效应，推进民
主监督、课程开发、家风教育等方面的
深度合作；利用家访、激活家校同心的
教育磁场，让教育参与者实现共鸣共
振。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
成。我校将劳动教育明确纳入学校教
育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发挥家庭
的基础作用，突出学校的主导作用，并
积极协调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坚持

做到家庭劳动教育日常化、学校劳
动教育规范化、社会劳动多样化，
通过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
体、以劳育美，实现劳动教育综合
育人功能。

教育是事业，需要忠诚；教育
是科学，需要理性；教育是艺术，需要
智慧。家校携手，言信行果，摒弃偏颇
与浮躁，传承经验与精华，一定会共同
撑起教育的灿烂晴空。

水韵潺潺，滋润万物生灵；书香幽幽，涵
养芸芸众生。一座美丽的校园应该是什么样
的？我想，它不光要拥有合理的规划、精美的
建筑，还应该洋溢着书香，让师生在其中能滋
养出独特的精神气质。一直以来，清水塘二
小致力打造有“清水气质江海情怀”的师者，
让教师阅读引领孩子们精神成长。

2015 年，学校成立了青青读书社，这是
一个全新的线下与线上联动并进的诗意文学
分享类社团，一群有趣的灵魂、一群爱书的教
师们相聚在一起品茗读书，与巴尔扎克握手，
和屈子同行……

社团成立了“为你读书”教师、亲子读书
团，邀请爱读乐读的老师或者家长成为大家
的“读书老师”，并在固定时间通过校园广播，
开展为全校师生读书的活动。“亲爱的孩子，
愿你慢慢长大。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
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亲爱的妈妈，希望
你慢一点变老。在爱中走过，我们一起成
长。”这是不久前，青青读书社的微信公众号
上发表的亲子共读音频。学生袁维伊和她的
妈妈用温暖的声音将文字演绎成画面，触动
了所有人的心灵。袁维伊的妈妈蔡艳表示，
通过这样的形式，自己和孩子们深刻感悟着
书中的韵味，激发着阅读兴趣，孩子的综合素

质也在全面提升。
学校每周星期五是“全校阅读日”，师生

当日“入校即静，入坐即读，入书即静”，诵读
经典，静享阅读。如今，“静读”不仅成为了一
种习惯，更是渐渐成为全校师生的一种精神
需要。

作为教师，育人先当自育。多年以来，清
水塘二小鼓励教师们从优秀作品中汲取营
养，提高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进一步掌握教
育理论，更新教育观念，促进教育创新，成为

“有思想的教育者”，有情怀的“读书人”。
学校全面发起了“每天专注半小时”为主

题的悦读圈，每位爱阅读的教师自愿加入“每
天专注半小时”小程序，根据自己的阅读实
际，制订个人阅读计划。此外，“二小讲坛”、
线上“好书私享会”、主题沙龙读书分享会等
等，为教师们提供了相互学习、以书会友的交
流平台，该校教师们在同伴的陪伴和支持下，
发挥积极向上、乐于学习的精神，用文化人的
情怀积极推动着“书香校园”建设。

除了独具特色的青青读书社外，清水塘
二小的青蓝足球队和青萌艺术团也可谓是首
屈一指。学校足球在全国赛、省赛、市区赛中
都获得众多成绩，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活
动布点学校、全国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长沙市

体 育 传 统 项
目学校、长沙
市 九 运 会 足
球亚军等，已
成为长沙市小学足球形象
代表和主力军。

清水塘第二小学还是长沙市开福区教育
局首批授牌的艺术特色项目学校。学校艺术
团成立于2008年，下设管乐队、合唱队、民舞
队、语言团、街舞队等多个专业团队，拥有包
括 13 位专业老师在内的 500 余名团员，
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艺术人才。艺术
团多次代表学校和开福区参加比赛或演
出。排演的《你依然站在这里》《加勒比
海盗》《花木兰》《陶罐和铁罐》等节目多
次获得特等奖佳绩，也深受各级领导、专
家的认可和好评，成为区内颇有影响力
的小学艺术团体。

如今，立足新起点，再创新辉煌。清
水塘二小会继续深化全员阅读，让
老师的阅读情怀，影响学生的学习
观、阅读观，让校园，成为一个充满
人性关怀的爱的家园。校园充满
诗意，心中荡着诗情，教育便能焕
发更多的生机和美丽来。

“跟着校长去跑步”
尽显课程之特色

满园书香润心灵
最是宁静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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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校长张辉发起了“跟着校长去梅溪

湖晨跑”活动，一年下来，晨跑队伍不断扩大：从学生延伸到了家长，从校长延伸

到了班主任，从梅溪湖延伸到了西湖，从中学延伸到了小学。而这，只是麓外特

色课程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