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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3日，对于聚奎中
学来讲是一个足以刻入里程碑的
日子。

当天，学校教师应邀前往哈佛
大学参加“哈佛大学中国教育论坛
年会”，将学校的“翻转课堂”带上
了哈佛大学的讲坛，与国内外知名
学者共同分享交流了“翻转课堂”
的创新理念与实践成果。

聚奎中学是一所位于江津区
的农村学校，农村学校能登上哈佛
大学讲坛作展示，它究竟有着怎样
的不凡之处？“一战成名”的“翻转
课堂”还只是一个侧影，其独有的
校园风景、文化魅力、德育之光、师
资力量更是道尽了它的不凡。

“我相信农村学校同样能书写
出让百姓满意的教育答卷。”校长
戴海军谈到，在“做最好的自己”办
学理念下，倾力引领每一个师生做
最好的自己，让他们的所学所感能
终身受益并创造幸福，学校继而实
现和谐长远的发展。

聚奎中学张渝江老师在美国哈佛大学作报告

百年老校风景如画
校在景区中 人在文化里

放眼全国，很难再找到校园环
境像聚奎中学这样的学校。

走进聚奎中学，郁郁葱葱的绿
意从眼底蔓延开去，白鹭扑腾着翅
膀从树荫中一跃而过，九曲池与凉
亭衬出几分优雅与宁静，古朴的书
院大方而不俗……

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人很难
不受浸润与熏陶。

聚奎中学称得上是目前我市
乃至全国最好的森林学校，它位于
江津黑山石景区中，拥有国家级保
护树近200余株，独有的大小黑
石，无数古树名木、名花异卉、珍禽
异鸟，70多处名人墨迹石刻，以及
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聚奎书院”、
明代的川主庙，陈独秀作最后一次
演讲的鹤年堂等，还有多处名人墨
迹石刻、楹联、题刻等。

自然风光与遍山的池、桥、碑、
亭珠联璧合，折射出统一和谐
之美。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学生成长
教师发展的温床。”校长戴海军这
样说道。在他看来，自然环境还需
与文化环境相辅相成，才能称得上
是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果说自然环境彰显的是学
校独有的身姿，那么文化环境则倒
映出了聚奎中学独有的气质。文
化，从办学历史中根植、培育、
长成。

从清代同治九年创办聚奎义
塾开始，发展成聚奎书院，演变为

聚奎学堂、聚奎小学、聚奎中学，又
先后与新本女子中学、江津三中合
并，延续到今天，聚奎中学已经有
148年的历史。

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每周
周末聚奎中学都会邀请名人来校
或讲学、或演说，文幼章、冯玉祥、
陈独秀、欧阳渐、梁漱溟、卢前、陈
可忠、胡小石等有识之士均先后来
校，这对学生视野的扩大，对思维
的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聚奎中学蒸蒸日上，1935年
至1940年间共3次获教育部、四
川省政府、省教育厅的特令嘉奖，
被社会各界许为川东名校。

历经时代更迭，与国家命运同
起伏，聚奎中学的办学形态之完备
是同类学校中所罕见的，可谓是中
国近、现代普通基础教育史的一个
缩影。

历史文化的熏陶造就了它今
天的不凡，也成就了学子的不凡。

148年以来，聚奎中学共培养
学生6万余人，学生以品学兼优、
勇于进取、忠诚朴实著称。清末至

今，留学英、法、德、比、美、加、澳等
国的有数百人，先后升入高等学校
近7000人。辛亥革命烈士卞小
吾，以诗、书、画聚奎三绝名世的吴
芳吉、邓少琴、张采芹，原中科院院
长周光召，原中国女排主教练邓若
曾，以及程绍迥、樊弘、颜实甫、徐
近之等人，都是聚奎中学走出去的
学子。

校在景区中，人在文化里。聚
奎中学独有的生态环境让这所农
村学校不仅特别更富有气度和格
局。因此近年来该校也形成了“优
美的环境熏陶人，悠久的校史激励
人，厚重的文化哺育人”的育人理
念，在传承中砥砺前行。

“翻转课堂”全国领先
翻出新课堂 转出影响力

“翻转课堂”同样是聚奎中学
的一张名片，除了登上哈佛大学讲
坛向世界作展示之外，它还曾代表
重庆参加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成
果展，也是我市唯一一所以学校以
课改成果参加展示的中学。

聚奎中学的“翻转课堂”被国
内教育同行誉为“中国翻转课堂第
一校”。

这种引领中国课改潮流的“翻
转课堂”究竟是如何形成又剑指
何方？

据了解，“翻转课堂”是当前全
球认可且流行的信息技术与课堂
深度融合的教学实践形态。早在
2011年，聚奎中学就在国内率先
开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这
一过程基本与全球翻转课堂同步。

经过不断的研究和实践，该校

逐步把“翻转课堂”与本校实际相
结合，探索出了一套本土化的“翻
转课堂”教学模式，也增强了教学
效果。

2016年，聚奎中学的“翻转课
堂”通过4G网络全面接入互联网，
利用丰富的在线学习资源和大数
据互动学习平台进行教学，进一步
满足了学生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又
打造出了换档升级的“互联网+翻
转课堂”。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互
联网+翻转课堂”能够借力互联网
蕴含的技术资源和课程资源，能破
除长久以来单一的教育教学模式，
丰富教育教学的形态，让教育教学
场景变得多元，赋予学习者更多成
才的机会。

那么现在的“翻转课堂”又是
怎样一番景象？

课前，教师会整合并利用多种
学习APP上的课程资源为不同层
次的学生提供学习材料，实现了课
前分层个性化自主学习，教师在这
个阶段还可以收集学生预习情况
以便在课堂上进行有针对性的
教学。

课中，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在教
师的引导下完成“诊断问题——合
作释疑——教师答疑——自主练
习——互批作业——反馈订正”环
节，如今这些环节都融入了互联网
和智能学习终端，令不同环节都能
取得更好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个性化
的学习需求，从2014年5月起，聚
奎中学还在“互联网+翻转课堂”
教学模型的基础上设计了在线环
境下走班教学。

学生无需离开原有教师即可
通过智能学习终端观看自己所选
课程的内容。

也就是说，同一个班在同一节
课，每个学生学习的内容不同，作
业不同，获得的辅导也不同。技术
上依靠的是互联网，教学方法采用
翻转课堂形式，就可以让普通学校
在不增加师资和教室的情况下实
现分层分类走班。

不断升级的“翻转课堂”通过
丰富的课程资源和个性化的学习
活动激发了大部分学生强烈的学
习愿望，也适当减轻了学生的学习
负担，大幅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水平
和成绩，不仅得到教育部副部长杜
占元的肯定，更收获了很多家长
认可。

“翻”出课堂新机与生机的聚
奎中学也“转”出了示范影响力。

据悉，该校已吸引了近万名教
育专家和同行进校观摩考察翻转
课堂，学校教师也应邀到全国各地
做报告、开培训、上示范课共计
300余场次，另外已经形成了一套
完整的“翻转课堂”培训体系为全
国各兄弟学校实施“翻转课堂”提
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并2次获得重
庆市政府教学成果奖。

立德树人引路成长
倾听生命力 坚守育人心

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生命个
体，有着不一样的兴趣爱好和梦
想，教育不仅仅应该为他们带去高
质量的教学，还应带去高品质的
德育。

聚奎中学倾听每个学生的生

命力拔节，坚守立德树人引路成长
的育人初心，通过德育教育、德育
活动等，帮助学生实现着多元化发
展以及综合素养提升。

为什么说聚奎中学的德育也
能称得上是特色？一方面是因为
通过追溯历史发现该校很早就开
始依托课外活动丰富学生的学习
生活和精神世界，另一方面还因为
该校不断在坚守中创新，树立起德
育在新时代的新坐标。

很多年前，聚奎中学学生自办
图书室，自办各种球队、戏剧、歌咏
队、读书会、辩论会、壁报社，参加
人数众多，相当活跃。特别是运动
队“吼狮篮球队”多次去重庆和其
他县比赛获胜，在当时很有名气。

还有非常有特色的军乐队，两
次进口西洋管乐数十件，并多次应
邀外出演奏，曾被专员特请为全区
运动会奏乐，又数次与驻渝部队的
军乐队联欢合奏，又曾为白沙20
余所大中小学师生组成的万人大
合唱伴奏，因而闻名川东。

近年来，聚奎中学更是不断创
新德育形式，进一步促进了学生和
谐发展。

“教会学生做人”是德育的出
发点和归宿，该校将德育工作寓于
丰富多彩的活动之中，让学生在活
动和实践中体验感悟，从而提高道
德素质和人文素养。

目前学校已形成了五大系列
德育活动：

一是节日、纪念日主题教育活
动，如母亲节征文比赛，清明节祭
扫烈士墓，国庆节文艺演出等；二
是礼仪常规教育活动，从认知和行
为两个方面对学生进行教育和引
导；三是体育艺术教育活动，坚持
每年举办一届校园艺术节、体育
节，成立了校园小导游、校广播站、
校合唱团、校西洋乐队等多个学生
社团；四是社会实践教育活动让学
生走出校园，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成长。

值得一提的还有主题教育活
动。除了短期军训之外，聚奎中学
还将传统的升旗仪式创新，由各班
自主申报，旗手由品学兼优的学生
担任，有升旗班级介绍和旗手介
绍，并由该班班主任作国旗下讲
话。这样的升旗仪式更贴近学生
实际，使学生在受到最直观的教育
的同时激发起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增强了班级凝聚力。

德育创新不止于此。除了创
新德育活动，聚奎中学还依托丰厚
的历史文化积淀，成功打造江津文
化名片——“聚奎大讲堂”，先后吸
引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高级排球
教练员、航天系统工程管理和弹头
技术专家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前来
讲学，让学生的视野更开阔、内心
更丰富。

作为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
聚奎中学还把国防教育纳入教学，
在专门的国防教育课程和活动中，
把国防教育内容与爱国主义教育、
国防法制教育、国防知识和技能教
育等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依据学生
情况确立了不同的层次和重点，采
取灵活多样的教育形式，有的放矢
地开展蕴含国防教育的各种有益
活动。

立德树人就这样写进了每个
学生的成长时光中，让他们成为一
个个有着良好行为习惯的小绅士、
小淑女，也不断发展了综合素养成
长为最好的自己。

聚奎中学翻转课堂

学校“校园小导游”展示活动

当年，聚奎中学的教师张
渝江将中国的“翻转课堂”通过
哈佛中国教育论坛年会向世界
作出了展示。他在发言中毫不
怯场，甚至用风趣幽默的演讲
获得了现场阵阵掌声，并逐一
为提问者解疑答惑。

事实上，张渝江还不是聚
奎中学的个例。

这所学校的教师有底气、
有素养、有能力，既能在大场面
中不怯场，又能在每个教学细
节中精心耕耘，还能对每一个
学生关爱有加。

这样的教师队伍究竟是如
何炼成的？

在“让教师成为更好的自
己”这一理念下，聚奎中学每年
都会开展多次各级各类培训提
升教师的业务能力。以“翻转
课堂”为例，学校会通过现场讲
座和 MOOC 学习等方式组织
教师参加教学实践培训、小组
教学培训、教学新技术新工具
技能培训，并利用优质课比赛
和翻转课堂开放日活动促进应
用提升。

另一方面聚奎中学还积极
引领教师开展教研工作，成立
了语文、数学等11个名师工作
室，推进课改纵深同时也提升
了教师的科研能力。

近年来学校教师在中央电
教馆新媒体新工具课例大赛中
斩获多个奖项，创出12节部级
优课和36节市级优课，11位教
师成为重庆市级骨干教师 11
人，21位教师成为江津区级学
科带头人，33位教师成为区级
骨干教师。

随着“翻转课堂”课程改革
项目开展，教师还多次受邀外
出讲课、交流及参加各级培训
增多，公开发表或获全国及重
庆市级奖的课题、文章若干，可
以说是完全撑起了学校发展的
脊梁。

在哈佛大学也不怯场的教师
这样炼成

聚奎中校是我市的重点中学，曾先后荣
获国家级“绿色学校”，重庆市级“文明单
位”、“文明礼仪示范学校”、“中小学信息技
术教育示范学校”等多项荣誉。

近年来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不断走高，
高考、中考不断刷新历史好成绩，高考升学
人数年年居江津区前列。凭借着坚实的办
学基础、雄厚的师资力量、鲜明的教育特色、
一流的管理水平，如今这所江津区的“窗口
学校”在引导师生“做最好的自己”同时，也
推动学校“做最好的自己”，朝着全国名校
迈进。

恰如校长戴海军所言，农村学校也能有
很大的发展空间，学校要继续打好“环境文
化牌”、“教育质量牌”、“立德树人牌”，为老
百姓书写最好的教育答卷。

“窗口学校”
朝全国名校迈进

链接>>>

重庆市聚奎中学“三大特色”书写教育答卷

农村学校老师何以登上哈佛大学讲坛？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聚奎中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