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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体验认同到思想升华
——山东省济南西藏中学“汉藏一家亲”德育品牌创建纪实

济南西藏中学以“汉藏一家
亲”为主题的德育课程体系经过
实践结果证明，学生的精神状
态、学习动机和价值取向均发生
了深刻变化：

温馨、和谐、勤奋的“大爱
之家”，使远离家乡、内地求学
的藏族学子驱散离愁别绪、重新
找到“家”的归属感、安全感和
幸福感，以乐观进取的精神风貌
踏上追梦之路。一位学生在日记
中写道：“泉城，这个美丽的城
市，我的第二故乡，有领导和老
师们的照顾，有伙伴间的关心，
我的那么多美好的梦想正在变成
我现实的努力。”

在西藏登山队的主力队员
“小济南”，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

藏 族 名 字 叫 旦 增 罗 布 ， 他 说 ：
“刚到济南读预科，我的成绩特

别差，一度想退学回家，是济南
西藏中学的老师从我爱好足球的
特点入手，指导我树立信心，鼓
励我刻苦学习，我终于如愿升入
了高一级的学校。济南西藏中学
就是我的家，我爱济南。”

各类德育课程，使藏族孩子
的汉藏融合意识不再停留在枯燥
的字行和抽象的说教，而成为自
己 的 感 同 身 受 和 肺 腑 之 言 ：

“老师，你们教我学文化、长见识，
为我圆梦，给我一个温暖的家，
用您的大手拉住我们的小手，最
近距离地倾听我们的心声⋯⋯”

各类德育课程，引领学生追
寻炎黄血脉、历史长廊、英雄业

绩和时代风云，开阔了视野，增
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完成
了从茫然四顾到追寻梦想的蜕
变。一位学生在《长大、长大》的
作文中写道：“大美中华正在实现

‘富强、民主、独立、自强’的中国
梦。我的家乡和内地一样，正在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有手
机、户户能视频、人人会网购已
是常态，随着国内外观光客涌入
这座古城，神秘面纱背后的西藏
不再那么遥远。而我的梦想也变
得具体真切，学习好中文，做汉
藏双语文化交流的使者，实现一
个藏族青年的报国梦。”

各类德育课程，把汉藏两个
民族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内地学
生李明路佳和藏族学生洛桑旦

杰、强巴旦增相识时都是初一年
级的学生，从那时，每逢双休
日、大小节假日，李明路佳和爸
爸妈妈一起把两个藏族伙伴接到
家中。洛桑旦杰、强巴旦增毕业
时，两个孩子的家长热情邀请李
明路佳全家到西藏，布达拉宫
前、纳木错湖畔、林芝鲁朗雨林
中，都留下了汉藏三个家庭、上
下祖孙三代相依相伴的幸福身
影。洛桑旦杰和强巴旦增父母到
内地看望孩子，专程来济南看望
李明路佳的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直到现在，三个家庭一直来
往密切，其乐融融。三个孩子
说：“我们一定把汉藏友好情谊
传承下去，勇敢为国家统一、民
族团结担当责任，共同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梦想！”
济南西藏中学以“汉藏一家

亲”主题德育体系的探索为突破
口，已成为一所充满现代化气息
的校园，成为一所充满亲情与关
爱的家园，成为一所师生的乐
园，成为一所民族教育的窗口学
校，先后荣获“全国教育援藏先
进集体”“山东省民族团结进步
集体”“济南市教书育人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全体教职工仍
会不忘初心，深入落实十九大报
告中对青年一代提出的“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要求，
继续探寻适合藏族学生健康成长
的新途径，成就学生美好的未
来。

（郭永军 唐宜芝）

每年的 8 月底，160 多名十
一二岁的藏族孩子，或拉着或提
着重重的箱子，来到济南西藏中
学的校园，这就是内地西藏班的
孩子，第一次远离家乡，他们或
一脸茫然或挂着泪花，他们想
家，想念家中的亲人。如何让藏
族孩子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如何让学生们在三年的初中生活
中有“家”可依、有“家”可
乐？学校从孩子们的心理需求入
手，创生了“家文化”课程，不
但给孩子们生活的“家”，更给
孩子们创设了心灵的“家”。

走进新“家”——学校是
我“家”

新生入校第一天，“亲情”
陪伴第一课：学校领导来了，鼓
励孩子们学会坚强勇敢、学会独
立生活；校医来了，给孩子们清
理卫生、整理头发；高年级的辅
导员哥哥姐姐来了，帮他们搓背
洗澡换衣服；晚上，班主任坐在
他们的床边，轻轻擦去孩子们挂
在眼角的泪珠，讲高年级哥哥姐
姐的故事，表扬他们像小鹰一
样，大胆离开老鹰温暖的怀抱，
直到看着孩子们露出笑脸安然入
睡。于是，来送孩子的家长欣慰
地笑了，放心地离开了学校⋯⋯

熟悉“家”的环境。洁净的
环境，一个全新的天地，校园
里，很醒目的就是矗立的大红色

“和”字校标，她刚健的身姿似
泰山，也似喜马拉雅山，柔美的
线条则是泉水与哈达的亲密相
挽，她向人们诠释着学校“和合
与共”的人文情怀；庄重洒脱的
巨幅浮雕，悄然告诉走近她的每
一个人，让孩子们快乐成长是济
南西藏中学老师的责任与幸福。
在校史馆，班主任向孩子们讲解
学校的历史变迁，讲解一届届学
生成长的故事；在“藏中名人
堂”，孩子们注视着优秀毕业生
的卓越成绩，或激动，或沉思，
这些毕业生中，不乏他们的亲戚
乡 邻 ， 甚 至 是 他 们 的 爸 爸 妈
妈。孩子们和老师一起走进数
字影院，漫步文化长廊，欣赏舞
蹈教室的绚丽，谛听录播室的宁
静⋯⋯“家”环境课程，让孩子
们对学校有了亲切感和依恋感。

了解“家”规，让孩子们的
生活有章可循。孩子们在班主任
的 带 领 下 ， 了 解 并 尽 快 熟 悉

“家”中规矩，如 《中小学生守
则》《中学生一日常规》，熟悉作
息、纪律、食宿、外出、请假、
卫生、间操、升旗、集会、公物
管理等生活要素。同时各班根据
实际，可以自主补充，硬梆梆的
规章制度变得温暖温馨，学生们
更容易内化于心。

“家”政课程，分为“学会
理家”“我会持家”“欢乐一家”
和“厨艺课程”四个部分，在此
部分课程学习中，孩子们熟知了
防火、防水、防电、防震的基本
知识，学会了基本的生活技能，
学会了如何与同学们和睦相处，
学 会 了 如 何 规 划 自 己 的 生 活 。

“家”政课程，增强了孩子们的
生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再回老“家”——我为亲
人做点儿事

升入初二年级前的暑期，学
生们有一次探亲机会，如何让学
生们的暑期生活充实而有意义？
探亲课程“再回老家”应运而
生。课程根据学生们的年龄心理
和返藏环境，立足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传播，学校特意编订了

《返藏手册》，分为十课：从礼、
孝、师、悌、友、早、书、跑、
游、志十方面，涵盖了经典文化
诵读、社会实践、家务劳动、文
化课复习等方面，并以手册的形
式呈现出来。学生们要记录家访
时和老师们一起走进贫困同学家
中的所见所闻；记录他们假期中

的调研内容，如“我家 （村） 的
变化”“看望我的小学老师”“从
蔬菜水果看我们的生活”等；记
录学生们帮助父母做力所能及的
家务劳动的情况。“再回老家”
课程让学生在具体实践文明有
礼、孝敬父母、尊师重道、热爱
生活、主动服务社会品质的同
时，更让孩子们拓宽了“家”的
境界。

汉藏一“家”——水乳交
融民族情

汉藏一家“牵手课程”是
“家文化”精髓的升华。

寒假一到，藏族学生在学校
领导和班主任的带领下，参观内
地友好学校的校园和班级，感受
他们的学校文化，两所学校的学
生们在一起相互交流各自的学习
生活，一起联欢游戏。除夕，联
谊学校的家长和学生把藏族孩子
接去一起过年。他们带着藏族孩
子游览济南名胜，观赏城市节日
美景，给孩子们买学习用品、换
上节日新装。在汉族学生家中，
藏族孩子充分感受汉族节日风
俗，共同参与节前卫生扫除，一
同参加汉族家庭节日环境布置，
一起唠家常、包水饺、贴春联、
吃年夜饭、燃放鞭炮，孩子们在
这里尽情享受家的温暖，享受父
母般的亲情，他们向汉族的爸爸
妈妈献上哈达，教汉族伙伴跳粗
犷的“锅庄舞”，把悠扬的歌曲
唱给汉族爷爷奶奶听，还向他们
介绍藏族节日风俗 ...... 每个家庭
热情地为孩子们拍照或录像留
念，并制作家庭小画册，给藏族
孩子留下永久的记忆。

每到藏历新年，各级领导、
各友好学校师生、汉族家长代表
齐聚西藏中学，与西藏中学的师
生欢聚一堂，问候祝福，载歌载
舞，共庆节日，在特有的民族节
日中感受祖国大家庭的温馨与和
谐。

汉藏一家“牵手课程”带给
藏族学生的不仅仅是在内地学校
享受到的关爱、亲情和温暖，还
有藏族孩子成长过程中更需要的
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这正是我
们所从事的民族团结大教育所追
求的。

难忘我“家”——深情回
眸成长路

每年 6 月，在济南西藏中学
校园里，你也总会看到这样一
幕：一批长大了的青年学子，手
里捧着洁白的哈达涌向老师们，
大大的行李箱整齐地排列在人群
的旁边，这是毕业生离校前的送
别。师生紧紧相拥，不舍的泪水
模糊了各自的双眼，只有一遍遍
的叮咛与感激。“沉着冷静，考
出好成绩”“途中注意安全”“老
师 ， 谢 谢 您 ”“ 妈 妈 ， 保 重 身
体”⋯⋯

“老师，我还记得刚入校的
那天晚上，您坐在我床边让我
们入睡，我觉得您真像我的妈
妈⋯⋯”“运动时，我把衣服弄
破了，老师给我缝好了。”“天冷
了，老师把他家哥哥的衣服送给
我穿，我感到很温暖。”“去青
岛、日照、威海旅游，老师们有
的在水中组成一道警戒墙，保护
着我们的安全，有的和我们在水
里尽情嬉戏，班主任则在岸边注
视着水中的我们，时刻关注着我
们的一切。”在学生的毕业留言
簿上，这样的记录总会令老师们
热泪盈眶：“登泰山时，老师跟
随在我们的队伍中，鼓励我们勇
往直前；登上山顶，古人一览众
山小的博大胸襟令我们怦然心
动；徒步黄河，虽然大汗淋漓，
但黄河波涛滚滚的浩大气势令我
们肃然起敬，让我们学会有勇气
面对成长中的一切困难。”

“济南西藏中学，泉城，我
永远的家，我的最爱！”

游学文化课程具体指“爱我
泉城”“亲我山东”“游我华夏”
三个部分，目标直接指向孩子们
的国之情怀，通过丰富多彩的活
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与体验中，
磨炼意志品质，拓宽成长中开放
包容的胸怀，培养孩子们牢固树
立“家国一体”“汉藏一家”的
思想志趣。

亲我泉城——泉润雪莲
心

济南是孩子们的第二故乡，
在这里读书生活三年，“环游泉
城”课程，让他们全面了解了这
座以泉闻名的城市，孩子们既有

运动之乐，又有与自然亲密接触
之趣。

为了让藏族学生更多地接触
内地生活，接受更好的教育，实
现汉藏学生的深度交流与融合，
学校从 2012 年开始，到校的藏
族新生，都要进行为期一周的

“到汉族学校上学去”生活。早
上，孩子们背着书包，坐上班
车，走进汉族学校，与汉族同学
一起学习交流；傍晚，西藏中学
的孩子们乘车回本校住宿。在汉
族学校，藏汉两族学生共同申报
社团，一起参与活动，如秋日爬
山赏红叶、春节联欢、举办民族
风俗展示运动会，其乐融融。西
藏中学的孩子到汉族学校上学，

融合两校师资力量，共享两校优
质资源，相互交流学习，实现了
真正意义上的“汉藏一家”。

游我华夏——几多自豪
在心头

“游我华夏”课程，融合语
文、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知
识，将学生游学开发成以研学报
告为主要载体的德育课程。游学
前，各班学生在班主任的指导
下，自行设计游学线路，自主确
定游学课题，广泛查阅相关资
料，自行制定游学方案，自主组
建指导教师团队；游学归来，自
行收集游学收获，完成游学研究

报 告 ， 并 集 中 展 示 游 学 成 果 。
“齐文化民俗之旅”，学生们走进

周村，亲手制作周村烧饼；在寿
光蔬菜大棚，学生们更多地感受
到高科技带给他们不可思议的创
举。“沂蒙红色之旅”，学生们循
着英雄的足迹，学唱红色歌曲，
走访沂蒙红嫂，聆听革命故事，
参观孟良崮战役遗址。“北京历
史文化之旅”，走进故宫、颐和
园，面对气势恢弘的古代宫殿，
学生们惊叹不已，走近圆明园的
废墟，学生们沉默蹙眉。“泰山
励志之旅”，学生们无畏山之陡
峭，勇往直前。

学生在游历名山大川中，磨
炼自己的心智，感受祖国的壮

美；在聆听历史、触摸历史遗迹
中感悟曾经辉煌的古代史及灿烂
的中华文化。

学生们在游学日记中这样写
道：“游学让我开阔了眼界，原
来喜马拉雅山外的世界是如此之
大⋯⋯”“在寿光蔬菜大棚，我
第一次看到西红柿居然长在高高
的树上，我第一次看到了水培植
物，我一定好好学习，把高科技
带到我的家乡，让我的家乡更美
丽。”“在北京，我不但看到了辉
煌壮丽的故宫、颐和园，我也看
到了圆明园的废墟，我终于明白
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我要刻
苦学习，立志成才，把我们的祖
国建设得更强大。”

“家文化”课程：促进学生从恋“小家”
到恋“大家”的升华

游学文化课程：促进学生从爱家乡到爱祖国的升华

“广域文化课程”分为“中
华寻源课程”“基地实践课程”

“民族文化课程”三大类型。这
类课程的共同特点是开放性、综
合性、实践性、研究性，意在挖
掘各种潜在的教育资源，为学生
拓宽学习空间。课程创设触动学
生心灵的各种情境，即时生成问
题，开展研究性学习，学生通过
体验感悟、主动认知，自我发
现，开阔视野，提高综合素养，
完成从情感态度到价值观的升华。

中华寻源——青山绿水
我的根

“中华寻源课程”，从打破学
科界限、激发学生兴趣入手，创
新学习形式，线上和线下相结
合，参观和参与相结合，书本知
识与实地探究相结合，读万卷书
与行万里路相结合，效果良好。
如“大美中华系列”，老师们根
据对学生的调查问卷，选择了

“大美三江源”“走进趵突泉”，
学生们分别从地理、历史、生物
等学科角度，翻阅资料，或探究
其成因，或分析其背景，或描绘
其美丽壮观的面貌，或展示其独

具特色的风土人情，或展望美好
的未来，或表达自己美丽的梦
想；圣贤系列“我们的教育鼻祖
——孔子”课程，师生一起来到
孔子故乡曲阜，再诵 《论语》 等
儒家经典，举行拜师开笔礼，亲
身领略儒家文化；“千古诸葛我
评说”，以辩论会的形式，学生
们把 《三国志》 与 《三国演义》
中的诸葛亮作了对比，结合自己
所学的历史、语文知识，大胆剖
析 ， 各 抒 己 见 ；“ 民 族 英 雄 系
列”中，则通过举办阅读欣赏周
的形式，或电影，或故事，从古
代到当代，从内地到西藏，从国
内到国外，学生们赞美英雄的精
神，学习他们的伟大人格；“文
化遗产系列”，学生们通过网上
查阅、知识竞赛等形式，青山绿
水游中国，一砖一瓦皆自豪。

基地实践——责任意识
的强化

“基地实践课程”包括：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如：五三惨案
纪念馆、济南战役纪念馆、英雄
山革命烈士陵园；科普教育基
地，如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科

技馆、艾克瑞特机器人；历史文
化教育基地，如老舍故居、李清
照纪念堂、山东省美术馆；生产
实践基地，如长清农业园、中国
重汽集团；社会实践基地，如养
老院、舜玉社区医院、舜玉派出
所、贫困农村等。基地实践课程
的开设，增强了学生们的民族自
豪感和责任感，磨炼了学生们的
意志品质，提升了学生们主动服
务社会的精神境界。

民族文化——抵达心灵
的回声

为了增强西藏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认同感，学校根据学生们特
有的文化背景，开发了“民族文
化课程”，主要包括“汉藏节日
文 化 课 程 ”“ 汉 藏 团 结 校 本 课
程”“经典品读课程”。这三类课
程，通过两个民族文化的异同对
比，感受不同民族的历史发展、
交流与传承。

汉藏节日——多元文化
的碰撞与认同

“汉藏节日课程”以节日活

动为载体，立足文化多样性，整
合多元化的文化资源，融入主题
教育活动，丰富学生汉藏节日文
化知识，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民族
传统文化的热情。课程包括汉族
节日，如春节、清明节、端午
节、中秋节。藏族节日，如藏历
新年、雪顿节、林卡节。也有包
含纪念性的节日，如国庆节、学
雷锋纪念日、六一儿童节等。此
外，还有学校的特色节日，如多
元文化认同节，内容和形式丰富
多彩，如：《哈利波特》 与 《草
房子》 ——孩子眼中的人性之
美；《动画世界——致我们即将
逝去的童年》《不朽的孔子和孟
子》《莎士比亚时代的黑与白》

《雪域瑰宝——圣洁锅庄》《中国
传统文化——扇 善文化》 等
等。学生们在共享节日快乐的同
时，更多的是对多元文化的认
知、认同与丰富。

汉藏文化——百花齐放
共灿烂

“汉藏文化课程”利用学校
资源优势开发特色校本课程,固
化学校师生教育教学成果，提升

师生学术意识和学术积极性。从
汉藏生活习俗、节日习俗、民族
文学、民族艺术四个方面入手，
展示不同民族特色，探究形成差
异的原因，拓宽了汉藏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增强了不同民族
文化间的悦纳感。这类课程内
容令人喜闻乐见，上课形式活
泼多样，深受学生喜爱。现已
开发 《汉藏民族文化》 丛书一套

（共九册）。

经典品读——智慧与思
想的传承

“经典品读课程”立足西藏
孩子对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知之
甚少的现实，结合初中语文学科
的学习内容，自主开发了“经典
品 读 课 程 ”， 包 括 传 统 启 蒙 的

《道德经》《千字文》《三字经》，
传统经典 《论语》《礼记》，经典
诗词 《古诗词经典诵读》 等。诵
读经典让学生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每天清晨或傍晚，
校园里书声琅琅，学生们言谈举
止彬彬有礼，成为学校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

广域文化课程：促进学生由情感态度到价值观的升华

传承友谊肩负责任共筑伟大中国梦

阳光向上的学生阳光向上的学生

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加
强民族团结，必须不断增进各族群众对伟大
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指导学生牢固
树立“五个认同”“三个离不开”的思想，
是内地西藏班教育的重中之重。作为较早内
地教育援藏学校的山东省济南西藏中学，
30多年来，坚持德育为先的教育思想，以
课程建设为载体，不断探索实践、丰富完
善，创建了以“汉藏一家亲”为品牌的德育
课程体系。

“汉藏一家亲”德育课程体系目标直接
指向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共生素养，育人
的整体性、层次性、针对性、实效性不断加
强，实现了德育教育由粗线条规则到精准化
指向、由碎片化活动到系统化课程、由知识
德育到生活德育的转变与提升，实现了学生
思想境界由爱小“家”到爱大“家”、由爱
家乡到爱祖国、由情感态度到价值观的升
华，为内地西藏班教育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藏
族孩子身心成长规律的教育之路。

学生的音乐心理课学生的音乐心理课———非洲鼓—非洲鼓

学生游学前的准备学生游学前的准备

汉藏两个家庭在一起过春节汉藏两个家庭在一起过春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