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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之路

子曰：“绘事后素。”
——《论语·八佾》

名校，不是先有名后有校，应该
是先有校而后有名。丽水第二高级中
学 （以下简称“丽水二中”） 作为一
所普通的艺术特色学校，筚路蓝缕而
后才有了今天的德育之名。

丽水二中成立于 1979 年，校名几
易，校址数迁，用非顶尖的学生，打
造了具有丽水二中特色的德育模式，
一路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德育足迹。

学校“钉子工作室”和学生微电
影 社 团 摄 制 的 “ 追 梦 ”“ 向 老 师 看
齐”“紧急疏散演练”“二中学子的一
天”“丽水二中校服宣传篇”“丽水二
中之行走栝苍古道”等德育微课分别
获得国家级别一等奖、二等奖；

2016 年至今，学校分管德育的副
校长受邀先后在全国各地进行德育专
题讲座和德育经验交流活动 20 余场；

学校被评为“浙江省中小学德育
基地学校”；

德育论文 《丽水二中对新高考背
景下的优质德育之路的探索》 收录进

《新高考·浙江经验》（2017 年 3 月出
版） 一书；

“绿谷机器人”“微电影社”“乐
音社”“我伴夕阳红”等社团多次获
得省级、国家级别奖项，“我伴夕阳
红”被评为省级优秀志愿服务团队；

在“可以触摸的新德育——第二
届中国中小学 G20 高峰论坛”上，学
校获得全国新德育优秀特色校称号；

浙江电视台专题报道了丽水二中
的激励型校园文化；

《德 育 报》 以 《正 能 量 让 “ 微
课”资源更有力量》 为题报道了学校
的德育微课实践活动；

学校获得了 2016 年度丽水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创新奖；

学校的德育案例 《借助多样化平
台构建激励型文化》 被评为全国中小
学德育优秀案例，受到上级教育部门
的点赞；

⋯⋯
其实，丽水二中的德育故事，就

是一棵树与一片森林的故事，就是一
朵云与满天红霞的浪漫，就是一个灵
魂与无数壮伟人生的碰撞。

德育之观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
不成。”

——《论语·子路》

德育是“心”的工作，如果没有
自己的理念，就如同无本之木、无源
之水。找到自己的“本”与“源”，就
是“正”了“名”，德育才有了灵魂，
德育之事也才有了“成”的可能。

“正名”之“大德育”
“我们在着力推进‘激励型德育’

校园文化建设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具
有二中特色的‘大主体、大对象、大
空间、大内涵’的大德育理念。在这
一理念的指导下，我们也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三位一体联动、四维空间并
进’的德育基本策略，并以此构建了
二中的德育顶层设计。”丽水二中分管
德育的副校长如是说。

“大主体”即把“学生、老师、家
长”都视为德育主体；“大对象”即把

“学生、老师、家长”也视为德育的对
象，同时也是相互激励成长的对象；

“大空间”即把德育的主阵地从原来的
课堂拓展到整个校园、家庭、社会大
环境，通过环境的熏陶及网络空间，
构建生生、师生、师师、家校四维德

育空间；“大内涵”即通过德育主体的
协同发展，激发学生的自信力、重塑
教师形象，达到以德促学、提升学生
自信和自豪的目的。

“正名”之“激励型德育”顶层设计
“来到二中，你已经是一个成功

者！”丽水二中的领导和老师们对每一
个高一新生这样说，并且始终认为，
二中学子是最优秀的学子，虽然他们
是第三批录取的，虽然他们是经受中
考挫折的少年，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
为成长在二中的树、多彩在二中的
云、丰厚在二中的灵魂。

围绕“坚守、进取、协作”为内
核的钉子精神构建具有丽水二中特色
的“激励型”德育文化，打造积极向
上的校园硬环境和软环境：努力提升
学校物质建设内涵，实现环境激励目
标；努力提升学校制度内涵，实现制
度激励目标；努力提升学校活动内
涵，实现活动激励目标；努力提升学
校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内涵，实现教
育激励目标等。全方位培育校园“激
励型”德育特质，提升教师职业成就
感、学生自豪感、家长期待值和社会
认同感，并将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
展的内部驱动力。

德育之行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

德育的特征决定了它与生硬传授
的无缘，而是对言传身教与暗示、眼
观力行与心悟的独有情钟。丽水二中
的德育团队谨记这条原则，以树的沉
默、云的无言和灵魂的触动来让树茁

壮，让云炫彩，让灵魂丰厚！
无声的德育社团之坚守
坚守是丽水二中学校精神的核心

词之一。这种坚守是对梦想、对职
业、对人生、对善念和付出的坚守，
这也是二中德育的重要内容。

学生社团是每个学校的标配，学
生社团前往敬老院、孤儿院献爱心是
许多学校的德育活动，但是能将这一
善举坚持 16 年的，不多见。丽水二中
自开展社团活动以来，历任三届团委
书记，定期组织学生前往丽水崇德敬
老院，为孤寡老人们带去精彩的文艺
节目，帮助打扫卫生，陪同聊天、做
游戏，等等。有时候，一件事情的意
义不在事情本身大小、轻重，而在于
对时间的坚守。一名二中学子说：“第
一次去敬老院，更多的是一种新鲜劲

支撑的热情。但 3 年下来，那么多次
之后，我发现平淡和坦然才是更为真
实的心态。”当一件事变成了平淡和坦
然，那么这件事对一个人来说，就不
再仅仅是心里的一颗种子，而是已经
萌芽的小苗，会在他内心默默成长，
成为陪伴一生的人生之树。

类似的诸如美术社团、微电影社
团、演讲社团、机器人社团等，让学
生在找到自己学习之外的兴趣和能
力，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再次找到了成
功的希望！种子一旦萌芽就会茁壮成
长，而且没有人知道它究竟能长多
高。所以，多年以后，当年的廖军辉
同学会成长为中国商飞上飞院民用飞
机国家重点实验室飞控综合实验室主
任，负责中国 C919 大飞机的机械系统
地面模拟实验；多年以后，当年的小
小主持人包丽娜，目前已跻身中国十
佳青年诵读艺术家行列⋯⋯我们不禁
开始遐想：如今在省级、国家级别各
种机器人比赛中大放异彩的机器人社
团成员们，今后又会成长至何种高度？

无言的善意体验、平淡的德育坚
守，可以在学生心里埋下一颗营养充
足、基因优良的大树种子，并逐渐树
立一座陪伴一生、导引一生的丰碑！

无声的德育之墙体文化
在这个充满文化和艺术气息的校

园里，随处可见独具特色的德育元
素：优秀毕业学子的勉励、展示班级
特色与理念的班级文化长廊、具有时
代风采的领袖寄语、美术生书法生的
精彩习作、或大气磅礴或隽秀精致的
墙体绘画、充溢艺术气息的书法艺术
长廊⋯⋯学生行走其间，感受到的是
学长的激励、班级文化的熏染、伟人
的瞩目、来自同伴的歆羡，并由此而
激发的强烈自豪和自信！

丽水二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文化墙
体——知艺堂。这是一个充分运用现
代多媒体技术手段的空间，在这里几
乎汇集了学校所有的教育资源：充分
展示了丽水二中美丽教师、美丽学生、
魅力德育、美丽课堂，具体有学校文化
理念，学校、教师和学子们的荣誉。学
校各类活动剪影，学校的德育微课，
学生的生涯规划指导，学生的 3D 打印
作品和师生们的艺术作品等。

如果在学校图书馆转转，师生们
可以经常听到开放钢琴传来的悠扬琴
声⋯⋯在这里，毕业远行的学子归来
时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青春故事；

所有这些，都是可以触摸到的德育。
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

何言哉？”这是孔子宝贵教育思想的真
实体现，德育尤其需要这种精神。丽
水二中的墙体文化，就是一页页无声
的德育教材，这本教材的编纂者和作
者是丽水二中师生，而教材的学习者
同样是丽水二中师生——这本特殊教
材所展示的是丽水二中德育的平等、
开放和无声的感悟式教育，行走间，
聆听间，注视间，就可以沐浴光华，
就可以升腾灵魂。

“君子和而不同。”
——《论语·为政》

眼光放开看，孔子的这句话不能
只局限于君子与小人之别，其实，我
们可以将之放置在自然、社会和人的

发展这样的大格局中。丽水二中的德
育亦是如此，在德育方式上力求“不
同”，在德育上真正实现了“三位一体”。

孔子眼里的“和”即多样性的统
一，那么德育中的“和”是什么？中
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
培养成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具有社会
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公
民。基于这种统一性，在实现手段上
自然也就具有了开放性和创新性，丽
水二中所奉行的，正是在开放性手段
中的“不同”。

“不同”之家校合作
家 委 会 、 家 长 会 、 家 校 通 、 家

访⋯⋯如何在传统的沟通方式上推陈
出新，提高家长积极性，提升家校沟
通效率？丽水二中大胆创新，真正实
现了“不同”：而今的丽水二中，家长
随时可以申请参与到晚自习的管理中
来，亲自体验和观察孩子们的高中生
活，更为真切地加深对孩子的体谅和
了解。学校趁势又推出了家长志愿
汇，鼓励家长参与学校的各种志愿活
动，通过手机申请、登录、签退，让
家长们在孩子的高中三年期间，完成
9 小时的志愿服务，这些任务包括社
区服务、陪同孩子的实践课程、参与
学校或班级管理、参加学校科技文化
艺术活动等——据此，学校成为丽水
德育首家。2018 年 6 月，丽水二中首
届“家长圆桌论坛”顺利召开，学校
的口号是：“面对面，心连心，家长共
话育人经。”自发前来参加论坛的家长
们济济一堂，参与分享的家长代表们

更是精心准备，颇显育人功力；所有
参与者毫不避嫌，抛疑释疑，讨论争
辩，其乐融融。他们说：“这是很接地
气的家庭教育论坛！”这种家长参与实
践活动与理论探讨的新形式，极大地
调动了他们的合作热情，也实质性地
提升家长们的教育水平——而这，又
让学校成为丽水德育首家。

“不同”之社会资源
德育永远不是独行者，更不能是

独行者。单纯靠学校老师的德育是独
行侠，个人英雄主义是做不了德育
的；靠学校老师和家长是形影相吊，
势单力薄照样只能让德育步履维艰；
只有学校、家长和社会力量相结合，

“对影成三人”，才能将孤独的德育变
得富有美感，让人神往！

为了找到“第三人”，丽水二中也
是寻断天涯路。2016 年，学校德育工
作的影响力日渐扩大，良机出现，学校
邀请到了“九商三能”创始人刘锁志，
市教育部门带来了扶助政策，丽水家
庭教育学会带来了研究力量和案例资
源⋯⋯丽水二中基础教育家校合作育
人研究与指导中心终于顺利成立起来
了！在中心的组织和指导下，专家直
接到校，面向全体家长的家庭教育讲
座开展起来了。学校的班主任工作室
成立起来了。随后，学校开始承办市
里德育主题类的“知行论坛”，承办德
育名师工作室的活动⋯⋯一切都在家
校合作育人研究与指导中心的带领下
变得更加精彩起来！

“第三人”的加入，极大地壮大了
德育队伍，提升了德育层次，扩大了
德育受众：丽水二中的德育再次翻开
崭新的一页！

“不同”之心育融入
由于单亲家庭学生、留守家庭学

生的比例较高，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
的研究逐渐成为学校的一个重要课
题。鉴于此，丽水二中在激励性德育
文化中加入了崭新的德育概念：心育
与德育的融合。

这种融合，首先体现在机构的融
合。学校专门设立有专业心理辅导师
领衔的心理咨询室。丽水二中心理咨
询室存在的意义，不仅仅是静候学生的
到来，更多的是德育过程的主动介入。

“当你成熟有担当后，你会发现你
有两只手：一只是用来助己，另一只
是用来助人。”“水的清澈，并非因为
它不含杂质，而是在于懂得沉淀；心
的通透，不是因为没有杂念，而是在
于明白取舍。”⋯⋯每天清晨，每位二
中教师都会收到一条来自心理咨询室
的温馨短信，开始热情洋溢的一天；
各个班级的班委开始“扩军”——增
加了一名“心育委员”，作为连接心理
咨询室与班级的心之桥；每年，学生
都定期接受专业的心理测试，心理咨
询室根据结果进行预防或前期介入；
每学期，学校都会更新学生心理档
案，做到心中有底，手中有预案，实
践有关爱；每次处理学生事件的时
候，除了德育老师，心理咨询师都会
及时、恰当地出现⋯⋯

“不同”之德育课程
如果把德育比作一个生命个体，

那么理论是魂，实践是肉，课程就是
骨架，将这个生命支撑得高大、坚固！

丽水二中在德育理念的覆盖下，
学校设置了大量的特色德育微课程，
实现了德育的课程化、系统化，有效
地避免德育陷入无序无规划的境地。

立足于“激励型德育课程”，在“激
励”这一关键词的引领下，感恩教育、
目标教育等系列德育目标被合理规划起
来，建立二中德育课程群，并在此基础
上开发出系统化的德育微课群。

比 如 依 托 “ 探 幽 访 古 育 德 长 智
——探访栝苍古道”课程，学校自主
开发的市级精品课程，下设有“舍与
得”“栝苍古道——行学文化体验活
动”等德育微课；依托市级精品课程

“军训拓展与潜能激发”，下设有“急
救知识演示”“紧急疏散演练”等微
课；“生活德育”课程下设“二中学子
的一天”“向老师看齐”“追梦”等微
课；“环境卫生课程”下设有“拍丑”

“寝室内务整理示范”等微课，二中德
育特色课程下设“‘相信自己’手语
操展示”“兔子舞展示”“班级出操队
列”“升国旗仪式”等微课⋯⋯

“向老师看齐”中说：“他们的目
光，因爱而深沉，满含期许，甚至饱
藏泪水：犯错时的责备，失败时的激
励，成功时的欢愉；离去时的不舍，
归来时的欣喜。向老师看齐：感受一
腔深情，做一名对社会有用的人，为
自己尽力，为家人尽心，为国家尽
责。循着知识的脚步，他们一路攀登
而来。前路无尽，以有涯寻无涯，有
书则不惑。手不释卷，书香长伴。先
生之气，由书而生，由知而生。向老
师看齐：阅芸芸书册，放琅琅书声，
踏漫漫求知路。”道尽教师之高德，以
教师之风范导学生之长路。

“舍与得”以栝苍古道上“却金
馆”的故事，晓为官廉洁之高风，仰
古人信仰之大德，更是立足现实，从
官员的“舍”与“得”，引发学生对于
当下的学习生活以及人生道路“舍”
与“得”的探讨和思考，明白人生之
路在面临林林总总的选择之时，何时
该“舍”、何时该“得”的道理，从而
走稳人生路。

“追梦”源自学校一名高三学生的
真实事迹。故事中，学生的身残志
坚，父母的艰难与坚守，教师的关爱
与温暖，社会的援手和支持⋯⋯满满
的正能量，暖暖的温馨情怀，无不让
学生们在感动之余，对学业、对人生
的信心倍加坚定。

所谓纲举而目张，这些德育课程
群和微课群形成了丽水二中德育枝繁
叶茂的课程体系，通过这些德育微课
群去引导、激发、维持、强化正能
量，同时也保障了学校德育过程的行
之有序、教之有物。

德育之望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论语·子罕》

丽水二中以坚守之信念，胸怀育
人之心，准确把握时代脉搏，以构建
优质德育文化为追求，开创出了具有
自己学校特色的德育之路。

有 人 说 ， 德 育 有 三 重 境 界 ： 明
德、树德、立德。也有人说，德育从
低到高可分成四重境界：德知、德
识、德行、德性。

但实践告诉我们：德育，永无止
境。就整体而言，德育是心的教育，
无定法，无定物，过多的界定和条分
缕析反而是破坏德育规律的。

德育是理性的，是一门教育的科
学，具有自己清晰的逻辑性和严谨
性；德育是感性的，是一场无可避免
的成长体验，拥有自己朦胧的诗性和
美感；德育也应该是自然、通透的，
就像一片林，树与树共沐清风；就像
朵朵云，与日月同耀；就像无数灵
魂，相伴而行，相伴而成。

（应之宁 卢其兵）

那树，那云，那灵魂
——浙江丽水第二高级中学德育印记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 《什么是教育》 一书中说：“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
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这是充满人文情怀的教育思想。如果把“教育”缩小至“德育”我们会发现，
它会呈现出更为妥帖的智慧。德育是一项以心灵触动心灵，以智慧启迪智慧的工作。丽水第二高级中学的“大德
育”理念、“激励型德育”的顶层设计，正是这种从心灵出发，充满人文情怀的德育。

德育微课——向老师看齐

德育微课——手语操

高一高二学子为高三学子高考助力

家长圆桌论坛

行走中的德育——栝苍古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