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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是我的座右铭，
我一直坚信教育就是要充分发扬
孩子创造力和个性，这既是我头
顶沉甸甸的教育理想，也是我为
之努力的方向。2014年9月，我带
着这份对教育的理想和执着来到
了东坡小学，这片还氤氲着东坡
文化热情的土地上，东坡先生饮
酒高唱的吟诵声还在耳边回响。
我带领着年轻的老师们紧接来自
于他的传统文化底蕴的力量，释
放我全部的教育热情，投入、欢
唱，因为这里就是梦开始的地方。

2014年成都市东坡小学落成
于苏坡乡，占地近二十亩，目前有30
名教师，两个年级，400多名学生。

一主题：人文东坡，梦想起飞
两特色：“正面管教”（PD），

尊重教育；国际足球，强身健体。
四品牌：人文积淀，注重人文

情怀的培养；艺体情操，以丰富艺
体教育促全面发展；紧跟国际，以

英语教育推动先进的教育理念；
凸显现代，以现代教育创品牌。

孩子们独特的个性是助跑的
动力，而深厚的综合素养却是带
领孩子飞翔的翅膀。我们把丰富
多彩的各类课程涂写在孩子们学
习生活的画板上。语、数、英打下
坚实厚重的人文底色；体、音、美
等完美艺术的涂鸦；科学、生命与
安全等带他们去了解生命的珍贵
与美好；独具东坡特色的茶文化
课程，让孩子们在传统文化的熏
陶中领略技艺之美。引进国际化
的足球训练项目，把东坡国际足
球推向世界，让孩子们在体育竞
技的赛场上感受生命的成长。

“艺术冶情致、美音促智慧”，
我们深谙，也一直孜孜不倦地追
求，我们热情洋溢，我们一直飞
翔。因为这里是东坡小学，梦开
始的地方！
（成都市东坡小学校长 何平）

未来在哪里 世界看青羊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青羊“未来学校”的实践与探索

用“爱”
淡抹时光的
痕 纹 ，用

“情”温润心
灵的晕泽，
用“德”洋溢
生 命 的 力
量。为人当
如此，为人
之师者更亦

当如此，这是理想，是胸襟，更是境界。在学校，我担任着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和
所有的老师一样，我的工作是琐碎的，在日复一日
的过往中，有个小女孩深藏在我的记忆中，让我不
忍抹去。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了，父亲没
有正经工作，因为生活在这样不正常的家庭中，她
从小缺乏起码的家庭教育，缺乏物质和精神上的关
爱，因此养成了执拗的个性和顺手牵羊的习惯。她
就像个小刺猬，谁碰扎谁，言语间、眼神间可以感受

到她心底的冰冷。也因为这样的个性和家
庭，小女孩被班上的孩子排挤，她没有朋友，
无处倾诉。

刚接触她时，她的“拒人于千里之外”让我

不知所措。但是，我没有放弃她，总想着我该为她做
点什么。

一天，班上的孩子急急忙忙跑进办公室，让我快
去班上看看，说那小女孩和同学吵起来了。我赶到教
室，她正在和同学争辩着什么，仔细一听才明白，原来
是有同学丢了新买的手表，怀疑是她偷的，而她正在
为自己辩护。临近上课时间，我让同学们先回到座
位，然后单独带走了她。在我的办公室，我和她第一
次促膝长谈。“老师相信，同学的手表不是你拿的。”我
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她因为争吵而憋红的脸蛋突然
一抽，用怀疑的眼神望向我，“老师，你真的相信我？”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当我郑重地点了一下头之后，她
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隐藏了在心底许久的委屈顷刻
喷涌而出。我把她拉入怀抱，轻轻地抚摸着她的后
背，直到她渐渐平复了心情，我肩头的衣服湿了一大
片。她告诉我，她真的没有拿走同学的手表，我是第
一个愿意相信她的人。

从那以后，我经常找各种理由拉着她聊天，了解
她身边的人和事。我从不在人前指责她，最大程度呵
护她的自尊。我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时常给她购
买一些学习用品和漂亮的新衣服。渐渐地，她的脸上
开始有了笑容，学习越来越自觉。最让我开心的是，
她愿意主动跟我分享她内心的小秘密了。我们愉快地度过了六年，在那年的毕业典礼上，
她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在我耳边说：“谢妈妈放
心，我绝不会给您丢脸的。”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
福，相信她的心底也已经洒满了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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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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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女儿”东城根街小学的语文教师 谢辉

智慧教室 未来课堂

“哪些动物属于猫科？”教师提
问后，学生们迅速拿出平板电脑，
熟练地开始搜索，并很快找到答
案：“猫、猎豹、老虎、狮子都是猫科
动物。”

“以下哪些动物不是猫科动
物？”教师继续提问。学生们纷纷拿
出一个扑克牌大小的仪器——无线
答题器，各自选择答案。几秒钟后，
电子白板上就显示出了学生们的答
案，并呈现出了柱状分布图。师生
们一目了然地知道了学生们的回答
状况。

“3D 大片”开始上演！老师拿

出一个神奇的“二维码教具”，对准
电脑摄像头。一只立体的豹子就出
现在学生们的视线中，学生们可以
任意调整豹子的位置，仔细观察。

这就是青羊正在打造的“智慧
教室”。在这里，不仅有电子白板、
无线答题器、平板电脑等显性设备，
能实现抢答、现场拍照、观看数字立
体模型等，还有可以快速反馈学习
效果的隐性软件，可以及时将学习
情况反馈给老师，便于老师针对学
习情况适时调整教学。

“智慧教室是数字教室和未来
教室的一种形式，是青羊教育推进
未来学校建设的有效组成部分。”相
关负责人介绍。协作式课桌、导师
交流区、信息搜集区、作品打印展示
区，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
现代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大数据等
使校园环境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延
伸，满足了教学需求的数字化、网络
化学习环境。配备移动终端、交互
式电子白板、高清视频音频交互系
统、直录播系统等高科技产品，建设
教学互动平台、教师教学服务平台、
个性化学习服务平台和在线协作学
习系统等信息教学软硬件体现校园
环境的智能化。通过智慧教室的教
学环境和教学模式，不仅可以实现
课堂多媒体互动、远程高清互动，还
能够无缝导入云教学平台的优质内
容，让课堂教学变得更简单、生动、
高效，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教学互
动、资源共享，“为信息化、国际化、
个性化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自2012年，青羊教育由花园（国
际）小学2个班级6名教师带头进行
未来学校“教学方式变革”的试点，
经过近五年发展，青羊区现有试点
班级 120 个，种子教师 188 人，由数
学、英语等主要学科发展到全科
教学。

创新亮点 未来学校

没有固定班级，整个学校都找
不到“初一×班”这样的字样；楼道里
放置有几百个铁皮柜，供学生放置
文具；教室门口的挂牌上写的都是
学科名和教师名，老师们的办公室
就在自己的教室里；学生们不再按
传统做法分班，而是“选课走班”；仅
初一就开设有 50 余门课程，教材全

部由学校老师自己编写；学生需要
修满学分才能毕业——为实现创新
型的课改，青羊区创新体制、机制，
打造了这样一所“走班制”中学——
泡桐树中学。通过探索通过分层教
学、选课走班等来破解长期存在的
应试教育倾向和传统班级授课制带
来的对学生个体成长需求难以满足
的难题，整合课程，构建“五彩人生
课程体系”，搭建学校课程超市，为
学生创造并提供适合的教育，尊重
个性、尊重选择、尊重生命的真实需
求，促进孩子多元发展、自主发展、
可持续发展，满足大数据时代下个
性化学习的需求。

教学改革离不开更加公平、客
观的评价。以往，小学生考试之后
拿到的只是一纸分数或是用“A、B、
C”划分的成绩等级。但青羊区的学
校则不同，学生考试后还能拿到一
纸类似医疗诊断书的成绩报告单，
用数据、图形等方式详细、全面评价
学生的综合能力，这就是“ACTS 素
质能力测评体系”，一个以“知识、技
能、能力”为显性维度的三维测量评
价模型。“通过这种数据分析，就能
精确得出学生自身的长短板，更能
对症下药”，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的陈涛说。青羊区构建 IES 云端学
习系统，创造性搭建“学评网”，全
程、全面、全员、适时地为每一个孩
子提供发展性评价；通过云平台建
立学分评价体系和过程评价体系。
通过探索教育质量评价标准，构建
学业质量监测网络体系，引进第三
方评价技术，逐步改变教育质量评
价中的倾向和导向。

除此之外，青羊区坚持把教育
发展融入民生改善和扶贫攻坚，青
羊教育的公共服务能力显著增强。
青羊区建成的全省最早的小学网络
前端学校——“成都市实验小学东
方闻道网校”已惠及甘、阿、凉三州、
成都二、三圈层及乐绵民族地区、江
西远端 128 所学校，五万多名学生，
三千多名教师。

瞄准新城 面向未来

自 2012 年青羊启动全国首个
“未来学校”研究计划至今，青羊已
成功迈出“未来学校”探索中的关键
性脚步——关注个体发展的教学方

式变革。目前，青羊各学校正在进
行多媒体教学、在线学习、微课、翻
转课堂等多种教学方式探索，学校、
教师、学生充分感受到现代信息技
术给课堂教学带来的生动与高效。
未来，青羊新城将成为青羊教育达
到并保持中西部一流的“新战场”。

对于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说，幸
福指数的高低，和教育等民生指数
息息相关。按照“三个先行”原则，
青羊新城的公建配套项目将加快优
质教育资源布局规划，统筹优化 17
所中学、23所小学、41所幼儿园的资
源配置，着力构建新城名校生力军，
优质教育示范带。深化公办幼儿园
标准化提升工程，推动学前教育优
质普惠发展，提升群众优质教育资
源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青羊区还将加大与中国教科院
第二轮战略合作，开展新城现代学
校制度建设深化项目，推进教育“管
办评”分离试点，创新学校治理结
构，优化干部管理体系，深化人事管
理机制改革，推动教育特色创新、学
校特色发展，积极探索创新人才早
起培养模式，主动适应高考制度改
革，加快课程改革步伐，初步构建起
新型的学校形态、课程形态。

立足国际教育友好城区创建，
青羊将积极推进基于“熊猫课程”等
民族特色课程、国际理解课程建设，
打造国际化研究发展中心、国际化
管理咨询中心、国际化信息资源中
心，构建教师国际素养增长极、教育
文化交流增长极、学生国际竞争力
增长极，走内涵式、品牌化教育国际
化发展之路，领航西部教育国际化
发展。

在新城教育发展中，青羊还将
推动以数字化校园建设为重点的教
育信息化工程，高起点构建新城城
域网，提升区域内学校校园数字化
标准，开展以“未来学校”项目为龙
头的实验推进，开展“智慧教室”、

“智慧课堂”等形态的教学环境和教
学模式改革探索，通过互联网扩大
已有优质教育在新城教育发展中的
理念引领作用和课程共建共享能
力，优化新城优质教育教学资源
结构。

在“互联网+”时代下，青羊探索
未来教育的步伐会更沉稳更坚定。

（马周报道）

信息技术的发展
改变着人类演

进的轨迹，互联网＋的今
天，教育理念和模式更是
被时代深刻地影响着。作
为教育均衡化、现代化、国
际化发展水平位居成都市
第一位、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全国第二个、西部地
区首个教育综合改革实验
区——青羊区历来承担着
教育改革先行先试的责
任。经过认真思考与考量
过后，一个以环境创设、教
学变革、智能管理、多元评
价等为主的综合改革应运
而生，经过五年的实践与
探索，青羊“未来学校”已
见雏形。就在日前召开的
都江堰国际论坛上，以“未
来已来——教育现代化与
未来学校”为主题的“青羊
分论坛”精彩亮相。国际、
国内教育专家齐聚青羊，
与青羊教育者共话“未来
学校”的建设。

2012年-2015年 启动全国首
个“未来学校”的研究计划，进入
试点实践与探索阶段。

2015 年 -2016 年 开展“未来
学校”建设。青羊将确定区域内

“未来学校”试点学校；建立区域
内项目联盟，组建工作团队；形成

“未来教室”教学模式，并由班级

试点推广到年级试点；全面开展
课程体系、教学模式、评价方式等
方面的改革与实验。

2016 年 -2017 年 推进“未来

学校”综合试点。在“未来教室”
综合试点的基础上，总结提炼试
点学校在环境改造、评价方式变
革、“未来年级”建设等方面的经

验，逐步推广到“未来学校”建设，
建成1—2所“未来学校”。

2017 年 -2018 年 完善“未来
学校”建设。加大“未来学校”总
结推广，在过程研究、实践经验、
成效评价方面形成总结性报告，
创建具有示范意义的具有青羊特
色的“未来学校”。

青羊教育“未来学校”建设时间表

承载底蕴 放飞梦想

青羊教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