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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长期的育人实践，使孟繁信校

长深知“立德树人”的责任

之重大。如何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怎

样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他始终深思

的问题。

学校创编了《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

做人教育》等十本校本教材，开设每周

一节的校本课程，举办每年一届的“传

美德、诵经典、润心灵”校园艺术节。

语文课上，读、诵、讲《论语》；音乐

课上，学民族舞蹈、乐器，唱《孝亲敬

老歌》；政治课上，以圣贤为榜样，进

行做人教育；美术课上，孩子们挥毫

泼墨，描绘儒家经典；英语课上，翻

译讲解 《论语》 十则等。此外，国

旗下讲话后，添加“我对圣人说”

传统文化内容……学生们在中华美

德的日日浸染中，成为了文质彬彬

的谦谦君子。

学校争取到有关部门的支持，打

造出一场 (孔子文化广场 )，二馆
（历史展馆、中国梦之馆），二廊 (孝
道长廊、民族团结廊)，三亭 (行健、
明德、势坤亭)，十厅 (仁、义、礼、
智、信、善、节、勤、正、和十个儒

学展厅) 的校园文化体系，让学生时
时闻圣训、处处见箴言。

“为同伴讲一个孝道故事、为

长辈端一杯热茶、为父母做一次家

务……孝心不分大小，行孝贵在坚

持。”孟校长常常这样教导学生。一

位家长在感谢信中写道：孩子过去连

扫帚倒了都不扶一下，现在竟然抢着

洗碗；以前孩子总嫌爷爷奶奶琐碎，

现在不但笑着听从他们的教导，还给

家人讲孝亲故事；为奶奶洗头、梳

头。在学校倡导“四个一”行孝活动

后，孩子们第一次为父母洗脚，有的家

长感动得一直眼含泪花……

孟校长提出：教育必须走进家

庭，走向社会。他说：“教

育的极致是无声的影响，是生命对生命

的呼唤与点燃。而教育源于家庭。大人

无意间的行为，给孩子带来的可能是关

乎一生的影响。”

2009年，学校为家长开设传统文化
大讲堂。他们还成立“天使助老服务

队”，定期到敬老院和孤寡老人家中服

务。三位老人将一面绣有“传承敬老美

德，授教育人有方”的锦旗送到学校。

勇担教育职责，提升地区文明。

2010年，孟校长创立了由23个自然村支
书和区乡人大代表、家长代表组成的教

育理事会。家校联手，倡导“亲子共

学，文明同行”。

2013年，学校与仇庄村（全国先进
村） 合作，拉开了“追寻家规家训，

呼唤良好家风”主题教育活动的序幕。

在开设“家训家风”微型讲堂后，现

已整理出教师家规家训50多份、学生家

规近200份。
学校是文化传承的主体。他们构建

以学校德育为主体、家庭德育为基础、

社会德育为依托的立体式德育网络。通

过家长学校、国学讲堂等形式，促进传

统文化在于家务地区的传播。

春风化雨，点滴真情。万元捐

款送给病重的同学，颗颗爱

心献给灾区的朋友，片片孝心呈给孤寡

的老人……这里的校长正直、儒雅，这

里的教师爱生、乐教，这里的学生仁

孝、善学。

孟校长本着“教育是一种环境和影

响”的理念，通过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来破解学校教育“德育实效性”的难

题。德从来都不是背出来的、教出来

的，而是学出来的、做出来的、感悟出

来的。

教育是社会生活的中心。教育的

作用到底有多大？朝为读书郎，暮登

天子堂。往小了说，教育可以“修身、

齐家”，往大了说，教育可以“治国、

平天下”。

2008年，孟校长就深刻总结出办学

的三步走：合格规范在管理———优质教

育重细节———持续优质创品牌。这是

一个个性化、特色化、品牌化的时代。

何为“以人为本”？正所谓：管理成败

看人格，竞争最终是人品，创新突破

靠人才。

科研是教育的延伸，反思是科研的

前奏。他们的教师自我反思主要有两

种形式：一是教学后记。主要反思教

学设计是否行之有效，教学行为是否

符合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是否解

决实际问题，教学效果能否达到预期

目标。二是每月的案例反思。通过撰

写教育教学案例，及时把自己的处理

方式、心灵感悟与收获写下来，从中

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2014年，学校参与了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家庭教育”的研究，申报

了“弘扬传统文化，家校合力育人的实

践研究”子课题，并成为首批实验校。

于家务中学是北京市第二批学

校文化示范校、北京市民族

团结教育示范校，连续四年成为北京市

通州区“毕业班工作优秀校”等。孟繁

信校长，2008年被北京市教育工会评为
全心全意依靠教职工办好学校的优秀书

记、校长，2009年被通州区教育部门评
为初中建设工程先进个人，2014年被通
州区授予“通州区优秀校长”，“2015通
州榜样”等荣誉称号。

孟校长谈道：塑造民族精神，教

育责无旁贷。教育的宗旨是为国育

才。教师培育的是民族的脊梁和风

骨，传承的是民族文化，树立的是民

族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

福避趋之？”———此为教育的出发点和

归宿。

屈指算来，孟校长已从教四十个春

秋。四十年，四个发展阶段———工作的

付出，事业的执着，职业的坚守，人生

的情怀。孟校长对教育有自己独到的理

解和认识：教育是一种理想和境界；大

道至简，道法自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他秉承一名普通教育工作者的使命和担

当，书写着一个古老而又年轻民族的希

望与未来！

（赵金波）

弘扬传统文化 塑造民族精神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中学特色发展纪实

于家务中学位于通州区
的东南郊， 落成于2008年，
是一所由渠头中学、 于家务
民族中学合并而成的新址学
校。 现代化的专业教室、 标
准化的运动场、 人性化的师
生公寓， 彰显着蓬勃发展的
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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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招聘岗位

集团学校中高层管理干部（含校长、幼儿园园长和科室主
任）；高中、初中和小学各学科教师；幼儿园教师及保育员。

二、 应聘条件

1．管理干部：专业功底厚实，组织管理能力强，对民办教育
有深刻理解，热爱民办教育事业。 有人格魅力者优先。

2．高中、初中和小学教师:有本科以上学历,专业基础扎实，
课堂驾驭能力强，受师生欢迎，教育教学效果好，能吃苦耐劳。

3．幼儿园教师和保育员： 教师有大专以上学历， 保育员有
中专以上学历。 富有爱心， 热爱幼教工作， 善于合作， 有吃
苦精神。

三、 年薪及待遇（特殊人才给予特殊待遇）

1．管理干部： 年薪12万—30万元。
2．教师 ： 高中教师年薪10万—20万元 ； 初中教师年薪6

万—16万元； 小学教师年薪5万—12万元。
3．幼儿园教师： 幼儿教师年薪2万—8万元。
为教师办理社会保险， 提供食宿； 教师子女在集团内部

学校上学免收学费。

四、 应聘方式

请将个人简历、 身份证、 学历证、 获奖证书等复印件邮
寄或发邮件到总部。

五、 联系地址

1．云南片区： 云南昆明小菜园立交桥旁美丽家园
(省教育厅对面) 001号信箱。 邮编： 650023
邮箱： 544352019@qq.com 联系人： 李老师
电话： 0871-65188777 65189666 （传真）
网址： www.yucai.net.cn
2．四川省私立宜宾育才学校片区
地址： 四川省宜宾县柏溪镇正街20号
邮编： 644600 联系人： 张校长
邮箱： 1732072006@qq.com
电话： 0831-6615429

18990975222 扫一扫，关注石林
育才更多精彩内容！

全国知名老牌民办名校云南(石林)育才教育集团，所
属学校遍及云南、四川、上海等地，21年的励精图治，步入
了内涵发展、特色发展、质量发展和规模发展的轨道。 学校
注重人文关怀， 重视教师的培养和发展， 是教师就业、乐
业、兴业理想场所。 为了扩大办学规模和优化教师队伍，现
面向全国招聘教师，欢迎你的加盟！

集集团团新新校校区区

办真教育 育真人才

构建主题文化体系， 育德美海
华人

提炼核心理念， 培育精神文化
近年来，海华小学围绕学校的办学理

念，不断挖掘“美”的内涵，拓展“美”

的外延，形成了学校独特的核心文化———

德善文化。为使学校的核心文化深入到每

一位师生及家长心中，一是建设学校理念

墙，对学校办学理念和校训进行诠释；二

是对全校师生及家长进行德善主题讲座，

让师生、家长充分了解核心文化的内涵和

体现的价值观；三是将核心文化全面渗透

到校园环境建设和活动当中。学校通过精

神引领，引导师生正确的价值追求，共同

描绘美好的愿景。

推行精细管理， 完善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建设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保障

系统。在制度文化建设中，海华小学从班

级精细化管理入手，不断细化管理制度，

构建了德育管理体系，实行科学化、精细

化管理。围绕学校制订的德育精细化管理

公约，各班分别制订班级公约表、班务

分工表、检查评分表、评比奖励表等，

实行班级精细化管理，实现了人人有事

做，事事有人管，人人争做事，事事管

到位。

突显文化主题， 优美环境文化
围绕学校核心文化，海华小学在环

境文化建设中，形成了“一廊、二墙、

三园、四楼”的整体格局。学校的每一

处环境都充分凸现学校的核心文化、办

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如：围绕“以美育

人”主题打造长廊文化；以中华传统文

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打造

“德”文化墙和“善”文化墙；以与长

廊和围墙相呼应的主题园林“德园”、

“善园”、“美园”打造园林文化等。

构建德善教育体系， 推动行为文化
学校将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相结合，将常规德育内容和特色教

育内容相结合，以中华传统十德为主线

构建了每月一主题的德善教育体系，使

学校的德育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通过每月每周的主题教育活动，让师生

理解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影响

和内化他们的行为，塑造“阳光的海华

人，最美的海华人”的形象。学校还通

过红领巾广播站、学校网站、评选最美

海华人系列等大力宣扬“最美海华人”

的风采和事迹，潜移默化地影响师生的

行为。

构建生命教育体系， 育心美
海华人

海华小学将以美育人办学特色和生

命教育有机结合，开展“生命审美教

育”。学校从人的和谐发展的四个维度

出发，将生命审美教育的理念贯穿于教

育全过程，帮助学生正确处理“生命与

自我、生命与他人、生命与社会、生命

与自然”的关系，开发校本课程《绽放

生命之花———小学生生命教育》，培养

学生“认识生命、守护生命、珍爱生

命、尊重生命、激扬生命”的正确生命

价值观，努力塑造学生完美的人格，让学

生和谐发展。

构建阳光体育体系， 育体美
海华人

大课间活动是学校积极推行“国家关

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

见”和“阳光活动一小时”的重要组成部

分，整套大课间活动内容分为六个部分。

1.进场。进场音乐选用的是《争当四好少
年》，音乐节奏感强，同学们伴随音乐，

以饱满的精神、整齐的队伍、有力的步伐

进场，既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又

激发了学生争当四好少年的信心。2.慢
跑。学校根据实际情况，设计了一条以年

级为单位的S形迂徊线路，师生们伴着强
劲的音乐，迈着整齐的步伐，齐声高喊着

“一、二、三、四”的口号，气势雄伟，

既增强了体能，又培养了自信，更培养了

团队精神。3.游泳操。海华小学是珠海市
游泳传统项目学校，为普及游泳运动，体

现特色，学校自编了一套游泳操，一来让

学生掌握游泳的基本动作要领，二是培养

学生参加游泳运动的兴趣。4.身体素质练
习。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的年龄特征和场地

条件，学校将学生的身体素质练习分成两

个部分，一至三年级区练习跳绳，四至六

年级区练习俯卧撑和仰卧起坐，旨在为学

生今后的升中体育考试打下坚实的基础。

5.放松操。放松操是大课间活动的最后环
节，同学们在完成前面的活动后，运动量

已达了锻炼的需求，所以利用2分钟时间
做放松操，既符合运动的规律，也可以让

学生身心得以放松。6.退场。每个班伴随
着欢快的校歌按指定的路线退场。整套大

课间活动安排科学、合理，是对学生从德

育、体育、艺术各方面的综合培养。

开展高效课堂研究， 构建和美
课堂

和美课堂是能够给予学生充分的空间

以激发其创造性思维的课堂。为构建和美

课堂，海华小学构建了“一三六”高效课

堂模式。“一”是指一份预习案。在课

前，教师给学生设计包括预习目标、预习

指导、预习检测、预习心得及预提问题等

内容的预习案，引导学生按照预习案先自

主学习和探究；“三”指每一份教学设计

包含预习、交流、反馈三大模块；“六”

指每一节课设立预习交流、质疑答疑、合

作探究、展示归纳、达标测评、拓展提升

六个环节。“一三六”高效课堂，提升了

学生的主体意识，突出了交互主体性，实

现对话、交流和互动，最大程度地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参与性和创

造性。

构建教培研体系， 育智美海华
教师

全方位培训， 打造最美教师
近年来，海华小学积极探索和构建教

师校本培训体系，内容包含了道德素养、

知识素养、能力素养、心理素养、身体素

养、人文素养六个模块，围绕六个模块，

学校通过每周一的教师例会和每周的学科

组活动，都会根据学校学期初对六个模块

的统一学习安排，开展不同内容的培训。

通过六个模块的知识和技能培训，教师极

大地丰富了知识，提高了教育技能，提升

了品德修养、审美情趣、健康意识，使教

师由内到外变得更加美丽。

开展同课齐构， 培育智能教师
近年来，海华小学积极探索“同课

齐构，螺旋上升”的校本教研模式。该

校本教研活动，强化了集体备课，体现

了合作研究，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学

校的教研氛围越来浓厚，教师的业务能

力越来越强，整体教学水平呈现螺旋上升

的趋势，达到“人人有参与，人人可提

高”的目的。

人人有课题， 培育智慧教师
为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海华小学领

导带领全体教师开展课题研究，实现了人

人有课题。目前，学校有从国家级别到校

级的各级课题共33个，教师扎根于自己工

作的土壤，围绕教育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开

展研究，有效地促进了教师反思能力和探

究能力的提高，研究论文质量和获奖率不

断提升，达到了以研促教的目的，极大地

提升了教师的教育智慧，一大批名师、骨

干教师和青年教师迅速成长。

构建全面评价体系， 树最美海
华榜样

为保障学校德育工作得到全面落实和

开展，有效地提高德育工作的实效性，学

校构建一套与制度相对应的评价体系是十

分有必要的。构建评价体系从人员上可分

为学生评价和教师评价两大块，从时间上

可分成日评、周评、月评、期评和年评。

日评：值日领导、值日教师、值日学生、

值日家长每天根据《海华小学德育精细化

管理公约》对各班进行检查评分，得分情

况每天都在校务日志上公布；周评：每周

统计《校务日志》，根据各班总分，评选

出“最美班级”，在学校公布栏进行公布

并颁发流动锦旗；月评：一是每月根据班

主任量化评分方案评选出“最美班主任”；

二是每月根据级组长量化评分方案评选出

“最美级组长”；期评：每学期评选出“最

美海华学生” （品格美、心灵美、智慧

美、行为美、奉献美、智慧美等）；年评：

每学年评选出“十佳最美学生”、“十佳

最美教师”、“十佳班主任”、“最美海华

家长”等；专项评比：班级文化评比、班

级精细化管理评比、办公室文化评比、卫

生评比以及专题活动竞赛评比等。通过建

立全方位的评价体系，使学校的各项制度

得以落实，并且充分地激发了师生的主观

能动性和工作积极性，树立最美海华人榜

样形象。

“以美育人”的特色建设，使海华师

生品格更加完美，生命更加精彩，不仅

丰富和提升了“以德为先，以善至美”

的文化内涵，而且提升了学校的办学品

质，为海华小学的特色品牌建设增添了

亮丽的光彩。

（彭珊梅 吴 玲）

立德扬善 以美育人
———珠海市金海岸海华小学“以美育人”办学特色纪实

珠海市金海岸海
华小学创建于 1992
年， 是珠海市金湾区
首所省一级小学。 学
校以“德善文化” 为
引领， 坚持“为学生
的生命成长奠基” 的
教育理念和“让每一
个孩子品格更完美，
生命更精彩” 的办学
宗旨， 将“以美育
人” 作为学校的办学
特色， 引领全校师生
树立“以德为先， 以
善至美” 的人生价值
观， 在做人上明德、
向善， 在成才中勤
奋、 博学。

荨师生、 家长及大
学生志愿者共同打造德
善主题文化墙

茛学校理念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