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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巨鹿县实验中学在县
教文广新体部门的有力领导和支
持下，确立了“德育为纲，心育为
本”的工作思路。通过几年的实
践，探索出了以心育为主导的
“管、教、导、领”四位一体的工作新
模式，打造出了和谐健康、幸福
向上的育人环境，赢得学生家长
的赞誉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发挥了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新机制

巨鹿县实验中学配有专兼职心理
教师 25 人，心理健康教育中心设有团
体活动室、心灵剧场、潜能开发室等
七大功能室，配置了沙盘游戏、心理

自助系统、身心健康自助调适系统、
沙画机、脑波赛车、潜能开发道具等
多种先进专用设备；并建造了“百米
心育文化长廊”，营造出浓郁的心育文
化氛围。为大力开展心育工作，准备
了充分的人力和物质资源。

学 校 成 立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领 导 小
组，创建了“校长挂帅—主管校长负
责—心育中心主导—级部心育主任组
织协作—班主任和兼职心理教师实施
—学科教师、心理社团和班级心理委
员参与”的工作新机制，构建出全员
育心、全心育人、全面育人的发展格
局。

心育工作领导小组对工作开展进
行统筹规划：心育中心负责班主任、
学科教师和班级心理委员的培训、学
校心育活动的设计与策划、心理档案

管理等；兼职心理教师负责班级心理
活动课的实施、常规心理辅导工作；
各级部心育主任协调组织开展各项活
动；班主任和学科教师在班级管理和
教学中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心理
社团和心理委员协助心理老师开展心
育宣传活动等。良好的工作机制保证
了心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拓宽心理健康教育新渠道

心育中心在开展工作中，结合实
际，创造性地开辟了多种渠道：

一是为全方位服务学生，学校在
教学楼设有“心灵信箱”，接收和回复
学生来信。几年来，心理教师累计回
复学生来信 1236 封。并将回信集编辑
成书，题为 《我在听你说》，将其作为
校本教材发放给学生学习。

二是学校本着系统性、科学性、
实用性、可读性的原则，编写了心育
校本教材 （含教师用书、学生用书），
每册含 10 节心理健康教育课。其中学
生用书包括心理门诊、心理课堂、心
灵加油站三个板块，既是心理课学案
又兼具读本性质，实现了学生的自助
自育。

三是为实现心育工作常态化，心
育中心定期举办各类心理拓展活动，
学生通过心理健康月主题活动、沙盘
游戏、拓展训练、校园情景剧、“幸福
电影院”、心愿漂流瓶等多种形式，体
验、感悟和思考，让学生在趣味活动
中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四是心理老师带领学生组建心理
社团，对社团成员进行培训，在班级
内开展朋辈互助，并及时反映班级心

理动态，为心理老师有针对性地开展
辅导活动提供依据。

五是开通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微
信公众平台，定期将心理教育知识、
家庭教育理念传送给家长，使学校的
心理健康教育得到了横向发展，为培
养优秀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探索心理健康教育新经验

学校在心育工作中，创造性地将
班级管理、课堂教学、社团活动和心
理辅导有机结合起来，创立了以心育
为主导的“管、教、导、领”四位一
体的工作模式。

管，即优化班级管理。心育中心
和政教处联合，定期对班主任进行心
育知识和技能培训，引导班主任老师
在班级管理中开展心育工作。

教，即将心育理念引入教学。心
育中心积极与教导处联手，引导和帮
助学科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渗透心理健
康教育理念。

导，即开展心理辅导。心育中心
以专职心理教师为核心、兼职心理教
师为骨干，面向全体学生开展发展
性、预防性的心理辅导。

领，即引领学生活动。心育中心
和各类学生社团联合行动，组织引领
学生通过各种社团活动提升心理健康
水平。

“管、教、导、领”四位一体的心
育工作模式，成为巨鹿实验中学的主
导品牌。在实际工作中成效显著，受
到各级领导的高度认可，成为本地心
育工作的一个典范。

（杜东铭 姜 艳）

打造心育主导品牌 构建阳光幸福校园
——河北省巨鹿县实验中学特色发展纪实

用特色教育让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记湖北省襄阳市第二十四中学特色教育

“ 学 生 的 成 功 来 自 亲 身 的 体
验，而成功的体验是找回自信的关
键。为此，我们充分相信学生、发
展学生，尽可能提供学生锻炼的平
台。”襄阳二十四中许祖祥校长表
示。

为了给学生以平台，增加学生
的参与意识，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襄阳二十四中有文学
社、广播站、益援社等多个社团交
由学生管理运作，有升旗仪式、汇
报表演、迎新晚会等多项活动交由
学生组织策划，有外出写生、省市
运动会等多个平台交由学生展示自
我，再加上平时的歌咏比赛、诗歌
朗诵，作文比赛，单词竞赛，篮
球、乒乓球、跑操比赛，最美教室
和最美寝室评选，还有展示之星、
点评之星评选与发明创造奖、校园
歌手排行榜、文明寝室、文明班级
等诸多奖项，使得 90%以上学生都
能感受成功。

这些平台的建设，使得二十四
中学生逐渐发展成为有理想信念、
敢于担当的人。他们自信阳光的面
貌，已成为襄阳二十四中亮丽的风
景。正如 2014 年 5 月国家教育部门
基础教育机构专家视导二十四中后
所说：“在这里，我看到的是学生
张扬的自信！”

在二十四中，只要你愿意迈开
第一步，便会有无数个人为你加
油，为你呐喊助威！往届学生马
然，曾是个没有太多追求和目标
的 孩 子 ， 文 化 课 看 不 进 也 学 不
进，本着对文学的兴趣，他在校
园里创办了晨曦文学社，在老师
的支持下成为首任文学社社长，
并将文学社推向省内推向全国，
最终文学社在全国中小学社报评
选中荣获金奖。随着文学社的发
展壮大，马然日渐发现自己的知
识水平已经难以满足筹办社报的需
求了，于是他开始全身心攻取文化
课，一个曾经默默无闻的问题学
生，就这样成为一个努力进取的学
习标兵。后来从二十四中毕业的马
然在大学期间兼任内江电视台“青

春飞扬”栏目的主持人，随后又被
破格录取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
作。是文学社让他找回了自信，自
信给予了他更灿烂的生活。

如果说最令二十四中教师们骄
傲的是什么，那便是自己的学生在
各行各业各领域都崭露头角，将工
作学习做得风生水起。

李逸轩，全球小姐大赛湖北赛
区冠军；朱亚娜，新丝路模特大赛
湖北赛区冠军；云知明，在第 26
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荣获冠军；
张天辉，在中科院、新加坡、荷兰
深造后，工作于苏州大学主持国家
重点实验室——软凝聚态物理及交
叉研究中心；葛鸿语，以杰出的表
现征服了“中国好声音”庾澄庆、
那英、张惠妹 3 位导师挑剔的耳
朵，并最终进入了庾澄庆组；金佳
丽，被评为 2015“法治湖北先进
个人”⋯⋯

与此同时，众多的团体荣誉同
样值得二十四中人骄傲，在 2016
年湖北省“篮协杯”青少年篮球联
赛中，学校篮球队以五战全胜的战
绩为襄阳市夺得该项赛事的首次冠
军；在襄阳市第十八届学生运动会
上，学校同时卫冕男子团体和女子
团体冠军⋯⋯

二十四中为学生们打造的不光
是一片艺术特长的天地，更是借助
艺术激发的一片热爱生活、乐于奋
斗的源泉。“因为我热爱，所以我
能行！”本着最饱满的斗志，二十
四中人走在追梦的道路上，他们成
功地将拼搏当作娱乐，将梦想化作
脚下的一步一履。

襄阳二十四中紧密而坚定地
依靠着“核心素养”的方向，借
助艺术塑造梦想，借助梦想推动
艺术，通过教育创新方式创新，
让 艺 术 教 育 不 断 拥 有 “ 源 头 活
水”，让学生发展不断展现“姹紫
嫣红”，圆满全体教职工“让每个
二十四中人都获得成功”的教育
情怀，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艺术
特色之路。

（王 炜 卢佳鑫）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
放在优先发展位置，加
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努力让
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
而有质量的教育。

教育需要情怀，这
种情怀是为每一个学生
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是
为国家富强和民族发展
培养人才，是学校努力
探索的课题和为之付出
的目标。

为了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国家教育部门
提出要加快“核心素养
体系建设”，要让核心素
养在学校教育中落地生
根。那么究竟什么是核
心素养？无数教育人都
在思考。2016 年 9 月
13日，在北京师范大学
举行的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会
上，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被定义为以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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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校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提供了方向。

在历史文化名城襄
阳，有这样一所学校，
它以“让每个二十四中
人都获得成功”为教育
理念，以满足孩子在
“文化基础、自主发展、
社会参与”等方面的基
本素养需求为目标，坚
持走特色化办学之路，
用艺术的魅力为孩子们
提供一片又一片的广阔
舞台和展示空间。让我
们走近襄阳市第二十四
中学，一起去感受其独
具特色的教育情怀。

为了“让每个二十四中人都获得
成功”，襄阳二十四中开设有文、理、
体、音、美五大科类，并将其细分为
文科、理科、文科体育、理科体育、
音乐、舞蹈、模特、文科美术、理科
美术、书法、动漫、播音主持等 12 个
专业。正是这 12 条“绿色通道”让每
个走进二十四中的学生都能在这里找
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成才途径。

在卓越的教育理念的引领下，襄
阳二十四中近几年有 12 人考取清华大
学，21 人考取中央美院，36 人考取中
国美院，39 人考取北京体育大学，获
得全省乃至全国的瞩目，同时有大批
学生获得美术、书法、作文、演讲、
创意大赛、篮球、足球、田径、社会
公益、见义勇为等各级各类奖励。

校 长 许 祖 祥 时 常 告 诫 教 师 们 ：
“ 成 功 对 于 学 生 而 言 就 是 成 长 和 成

才，不单指学习成绩好，发展了特
长，还包括学会处理人际关系、学会
做人等丰富的多元内涵。”鉴于这一思
想，本着“立德树人”的准则，襄阳二
十四中推行了一套别具一格的“德育即
生活”理念，倡导学校要一方面用艺
术特色教会学生学习，另一方面用各
式各样的活动教会学生做人。

定期组织的模拟开庭，在学生自
主解决同学间矛盾的同时，让法治走
入每名学生的内心；每届高三的成人
典礼，在学生奔向“成人门”迎接成
长蜕变的同时，让感恩铭记在学生的
心间⋯⋯襄阳二十四中的教育理念，
从小处说，是让学生成为一个健康和
谐的人，从大处说，是为社会培养合

格公民，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专门人才、拔尖人才。

要学习，先为人，品行端正，方
能担当重任。每年的 9 月，看着一股
股新鲜血液注入二十四中，看着一批
批新面孔走进二十四中的校园，学校
总是将“生活”二字放在首位，然后
再去将兴趣和追求注入学生的心田。

你若有梦，我便“托梦”；你若
无梦，我便“造梦”。每周四一次的
选修课上，没有尝试过油画的学生
拿起了画笔，没有接触过舞蹈的学
生穿上了舞鞋，从不喜欢运动的学
生走进了球场，从不爱好唱歌的学
生亮起了歌喉⋯⋯只有尝试过，方才
知晓其中的真谛；只要有兴趣，方才

能全力以赴自主拼搏。二十四中教师
们用行动告诉了学生这样一个道理。

在二十四中的校园里，你恐怕很
难看到一个面色沉郁、烦闷忧愁的孩
子，你只能看到一个个光鲜亮丽、朝
气蓬勃的孩子。他们因为有着自己的
兴趣，所以也就有着自己的方向。他
们学习的东西恰好是他们最想学习的
东西，最美妙的学习氛围想必也莫过
于此了吧！

正如二十四中高三学生盘思思所
说：“因为我喜欢美术，所以我想来
二十四中！”在这里，即便是没有梦
的孩子，来到这个校园也有了自己的
追求，这便是二十四中最大的魅力所
在。

选择了艺术这条路，就意味着选
择以一种更加艰苦的方式来度过自己
的高中三年。艺术生真的不容易。身
为一名美术生，必须忍受寒冬时节用
凉水洗画笔的冰冷，必须忍受炎热酷
暑久坐画室只为一幅画的磨砺；身为
一名音乐生，必须忍受压腿拉筋时撕
裂般的苦楚，必须忍受身着单薄舞衣
起舞于寒风中的凛冽；身为一名体育
生，必须忍受雷打不动、风雨无阻的
超强度训练，必须忍受运动场上突破

极限的尽全力一搏⋯⋯艺术生真的很
苦，坚持下来便能圆梦，坚持不下来
便只会前功尽弃。

如果说 12 条“绿色通道”给予了
学生方向，那么“五自”管理模式便给
予了学生前进的动力。为了打造学生坚
韧不拔的文化基础，保证学生将艺术
之路越走越远，越走越扎实，真正做到

“让每个二十四中人都获得成功”，襄
阳二十四中在学生管理中，推行“五
自”管理模式，即自信的人生态度、
自由的成长空间、自主的发展方式、
自立的生活能力、自然的生命境界。在

“五自”管理模式的影响下，全体教师
时刻关注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
在艰苦磨炼中不断前行的精神。

如今的 2016 级高二 （1） 班，曾
举行过一个在年级里众所周知的活
动：班主任杨怡悦老师将班上每个学
生理想中的大学认真地登记了下来，
并根据登记的结果网购了对应学校的
卡贴，然后利用班会的时间在班上召
开了一个小型授卡仪式。拿到卡贴的
学生好似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一般兴
奋，大家纷纷将卡贴贴在自己的饭卡
上，好像自己已经走入了梦想中的大
学。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自己疲惫
到想要放弃的时候，学生们都会拿出
饭卡来回顾一遍炙热的梦想，每当自

己一日三餐拿出饭卡来刷的时候，学
生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胸中那最炙
热的信念。

用心不觉苦，有梦不觉寒，在二
十四中的校园里，这样的例子数不胜
数。教师们、学生们，无不在用自己
的方式，将“坚持”的信念带给身边
的每一个人。

每天一次的阳光长跑，即便到了
高三学习任务最繁重的时候，依然坚
持不放下跑道上的 800 米；每周一次
的升旗仪式，准时周一早 7∶30 开
始，国旗下讲话的人换了又换，可积
极向上的正能量主题从未改变；每月
一次的大型月考，专业课文化课均囊
括在内，即便天气再恶劣，题量再庞
大，总能第二天一早看到评卷完的最
终分数，展开质量分析；每学期一次
的汇报表演，即便期末压力再大，淘
汰的人数再多，总有艺术生争先恐后
报名为大家带来一场视听盛宴⋯⋯

“坚持”，在二十四中不再是一个
虚无缥缈的词语，而变成了现实生活
中的一点一滴。无论是文化课还是专
业课，当学生们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总会想起一些人一些事，让他们重新鼓
足前进的动力。“路再苦，我也愿意走
下去”，这是全校师生共同的心声，
也是二十四中人之所以成功的秘诀。

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用兴趣助推学生的自主发展：：：：：：：：：：：：：：：：：：：：：：：：：：：：：：：让我带你走上这条个性发展之路

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用磨炼打造学生的文化基础：：：：：：：：：：：：：：：：：：：：：：：：：：：：：：：路再苦，我也愿意走下去

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用自信带动学生的社会参与：：：：：：：：：：：：：：：：：：：：：：：：：：：：：：：因为我热爱，所以我能行

选修课：树文化

首届绘春杯写生

体育生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