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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鸽”成长课程
推动课后服务
“三点半”提质
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小学老校区执行校长 叶婷
课后服务“三点半”作为当前社会广
泛关注的教育民生问题，已经由简单地
解决孩子的接送问题向如何提供更高质
量的课后服务转变，如何满足人民群众
对课后服务“三点半”质量的关切和期
待，成为摆在广大中小学面前亟需解决
的一件大事。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小学
在“和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办学理念指引
下，从课程建设的角度，升级已有的“小
白鸽”成长课程，全面提升课后服务质
量，
为学生的学习成长减负增效。
砂子塘小学“小白鸽”成长课程是在
学校历时8年研究的
“三种课堂”
的基础上
构建而来，
经过4年的升级改造，
现已形成
三大板块的内容——学科大讲堂、
阅读大
课堂、
社团活动。学科大讲堂侧重文化传
播，
拓展知识领域，
引导自主探究，
旨在激
发兴趣，汲取养料，打开文化之窗。阅读
大课堂倡导阅读经典，读整本书，持续阅
读，
旨在感悟阅读魅力，
养成好习惯，
丰富
人文积淀。社团活动，
以体验、
操练、
探究
等方式为主，旨在挖掘个性潜能，学习合

作交往，
展示成长风貌。
砂子塘小学课后服务“三点半”不止
于让学生完成家庭作业，而是抓住学生
的在校时间，巩固基础知识，丰富阅读积
累，发展兴趣特长。一是强基重实效，校
内问题校内解决。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
命线，学生在校获得知识的多少是衡量
教学质量的重要参考之一。砂子塘小学
历来崇尚“向日常教学要质量”的理念，
课后服务“三点半”作为学生完成基础知
识巩固的重要途径，自然得到了师生的
高度重视，因此，
“不把知识盲点带回家”
的理念扎根在全体教师心中，老师们充
分利用课后服务“三点半”时间，通过面
批作业做到基础知识层层过关，通过答
疑解惑做到知识盲点个个消灭，通过全
面梳理做到知识巩固面面俱到，让学生
有获得感，让家长少操心。二是阅读养
习惯，持续阅读丰富积累。
“阅读为王”的
时代已经到来，小学阶段最重要的是培
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葆有对阅读的兴趣，
为树立终身学习的意识打下坚实的基

础。砂子塘小学经过多年艰难摸索，逐
渐建立起培养学生良好阅读习惯的路
径，课后服务“三点半”给予了学校推进
学生阅读时间上的保证，通过阅读导读、
阅读活动、阅读评价等环节，打开学生的
阅读视野，促进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丰
厚学生的人文底蕴。三是分层走班制，
激发兴趣发展特长。
“ 小白鸽”成长课程
形成了大讲堂、社团等立体精细的学习
平台，师生共同走班，互为补充，现已形
成各学段主题大讲堂 126 个，通过巡讲
可为学生六年的小学学习生活提供近 20
个不同学科的讲堂，大大拓宽了学生的
视野。学校还建立了语言、艺术、体育、
科学四类社团近 30 个，辅导教师 60 多
人，利用课后服务“三点半”的时间，科学
安排社团活动，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
培养学生的特长能力。
砂子塘小学始终把广大家长的切身
需求作为办学的第一依据，在遵循教育
教学规律的前提下，立足学生的健康成
长，充分发挥全体教师敢于担当、不怕困

难、精诚团结的精神，以真诚开放、科学
求实的态度，积极寻求和建立课后服务
“三点半”资源体系，以“小白鸽”成长课
程为载体，全面提升课后服务的质量，为
学生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跟着校长去跑步”尽显课程之特色
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校长

张辉

引 子
2019 年 7 月，长沙麓山外国语实验中学（下称“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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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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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麓外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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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长们的带领下，老师、
学生、家长一起跑步成为了西湖和梅溪
从“校长喊你去跑步”到“体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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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
2019 年暑假，我跟邻居家相约带着 反过来倒逼校长、倒逼家长去坚持，一起
一起交流。
上初中的孩子到梅溪湖跑步。边跑边聊 运动，
受此启发，麓外建立了“终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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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系列特色课程：跑操、武术、跳绳、羽毛
跑步？有媒体记者了解到之后发布了一 球、爬山、班级篮球赛、环湖悦跑、趣味运
篇报道《麓外学子，校长喊你去跑步》。 动会……
从“山水洲城”
到
“三型课程体系”
这一声呼喊，引起了很多家长和学生的
麓外东临湘江，西接西湖，南倚岳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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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大学城，是距橘子洲最近的学校，而
溪湖和西湖成立了，还拉来了成年人跑 且位于公交地铁交会处。热爱家乡最好
团“老妖团”的各种赞助，所以命名为“小 的方式是去亲近它！于是“山水洲城”课
妖团”，跑团寒暑假每天晨跑，上学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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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周日早晨聚跑。
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青少年体 学城参观、湘江河边净滩等，团委组织学
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指出广大青 生在地铁站、公交车站进行交通劝导和
少年身心健康、
体魄强健、
意志坚强、
充满 志愿者服务活动，每逢寒暑假以班级为
活力，是一个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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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春节前暴发的新冠疫情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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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