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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正创新

——九江市同文中学弘扬文化传统培养精神气质纪实
151 年来，同文培养着承担
责任、厚德报国气质，演绎着兼
容并蓄、海纳百川气度，凝练着
文理相融、学贯中西气息，彰显
着敢为人先、守正创新气魄。这
些精神气质和文化传统体现了同
文特色，反映了时代风貌，是百
年同文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
是学校事业发展的力量源泉，引
领着同文这艘教育航母踏浪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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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百年历史
提升人文文化

同文中学不仅积淀了厚重的历史
文化，还拥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明晰
的办学思路、鲜明的文化特色和精细
的管理艺术。
不忘初心，中西相融
同文的前身私立同文中学和私立
儒励女子中学分别创办于 1867 年和
1873 年，是美国基督教会在中国创办
的首批教会学校。它穿越 3 个世纪的
时空，历经埠阆小学、九江同文书
院、九江南伟烈大学、九江大学、九
江同文中学和女子半日小学、儒励女
子中学、省立浔阳女子中学、省立浔
阳中学、九江市第二中学、九江市同
文中学的历史沿革，融合了东西文
化，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
鲜明的办学特色；2005 年 12 月 5 日，
经江西省教育部门批准，同文中学和
加拿大爱加信国际学院合作创办九江
中加友谊学校。
理念引领，博雅维新
办学理念是学校的“魂”
，学校有
了理念才有信仰，有了信仰才会让人
文教育之花开遍校园。
13 年来，我们深化完善学校的办

学理念，构建了一套以人文精神为内
核的完整办学理念体系。围绕着办学
理念“教在同文，让同文成为教师成
就事业的沃土；学在同文，让同文成
为学生和谐发展的摇篮”，恪守校训
“读好书，做好人”，制定了“无事不
精细，无处不精美，无人不精彩”的
工作作风，提出了一三五工作思路，
明确了“教好书，育好人；做好事，
服好务”的职业准则，实施了教师专
业成长的“五个一工程”和中高考
“四弹一星工程”。我们以“同文教师
每日十问”加强教师职业修养，努力
实现“提升优分，壮大有效分；提高
平均分，消灭低分”教学目标，践行
“热爱教育，育人为本，立德树人，智
慧施教，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师
德准则。

看爱国电影等活动强化学生家国意
识。在感恩教育方面，学校开展了感
恩父母、感恩学校、感恩社会等系列
主题校园活动。在纪律教育方面，学
校制定班级纪律检查制度并严格执
行：每天安排教师和学生干部对全校
所有班级进行早晚两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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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校园总体布局，小到校园一
草一木、一石一砖，都属于景观文
化，都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
修缮文物，保护历史同文
校领导班子规划未来蓝图

科学民主，人文管理
学校坚持“权为同文所用、利为
同文所谋、情为同文所系”的思想理
念，按照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要
求，努力做到思想统一、团结协作，
为加快学校建设与发展提供组织和政
治保证。从校长室到各个处室、各个
年级组与教研组，全部按照民主集中
的原则，依法治校，完善议事规则和
决策程序，不断提高办学和治校的自
觉性、主动性、前瞻性，提高决策科
学化和民主化的水平。作为同文领导
班子的“班长”
，对其他校级领导给予
充分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工作，责任
到人，分工明确。
在人文关怀上，努力了解教师的
艰辛与快乐、理想与追求，坚持“扬
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的人文管理
风格；提升教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努力实现人力资源价值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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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活动形式
提升德育文化

才为德之资，德为才之帅。教育

精心谋篇布局
提升景观文化

的出发点是立德，落脚点是树人。同
文建校以来，道德教育一直是同文教
育的主要内容。
思想先行，注重德育深度
德育的精神内核在于品格的锻
造，品格的培养不仅要入脑，还要入
身，才能成为青年学生真正的财富，
因而品格的培养一定要在行动中进
行。每年，学校举办田径运动会 （师
生喊出口号方阵入场）、艺术节、冬季
长跑、科技夏令营、演讲比赛、主题
班会课比赛等全校性活动；年级组、
教研组积极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文艺
演出、征文、绘画、书法活动；学校
编辑校报 《樟苑风》、校刊 《同文之
声》、校友刊物 《五面来风》《校友》
《同窗》《昨天》；组织开展学生军训、
社会实践等活动，重视学生社团的建
设，让学生在自己的社团组织中培养
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能力；给学生
提供角色扮演的机会，让他们将学到
的内容运用到生活问题解决中，学以
致用。

搭建平台，创新德育方法
在学校政教处、科研处、体艺中
心和团委等处室的努力下，我们搭建
了多个德育平台，创新德育方法。政
教处先后开展了诚信考场、班训解
读、红色游学、方志敏著作诵读等活
动 。 科 研 处 以 校 报 《樟 苑 风》 为 平
台，通过刊载经典著作和师生习作，传
播正能量；开设同文讲坛，杨叔子、于
全、孙勇奎、蔡厚淳、蔡茂林、耿
红、朱桂洁、张飞舟、王贤才、徐邦
年、吕建中、杨继、朱继宏、熊丙坤、
蒋翼迈、宗敏华、袁正希等一大批院
士、专家、教授登上同文讲坛，与学
生零距离接触，让学生感受大家风范。
拓展外延，丰富德育内涵

同文中学的同文书院、儒励教课
楼和儒励宿舍楼以其历史价值高、保
存较完整等特点荣登国家公布的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3 栋建筑是
赣北地区存留至今的晚清民国教会建
筑群，具有中西结合的建筑风格，属
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同文
书院和儒励楼，是时间的积淀，是历
史的结晶，是同文中学的镇校之宝。
同文杰出校友、著名建筑设计大师熊
明 2011 年回母校时说：“每次我走进
同文中学的校园，就被那古朴而厚重
的同文书院和儒励楼所震撼，被弥漫
在空气中的古典文化气息所包围。
”作
为市政府部门提出的打造庾亮南路历
史文化街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文中学对同文书院和两栋儒励楼的保
护工作高度重视。学校将同文书院建
设成声光电综合性校史展览馆；对两
栋儒励楼进行深度修缮，使其回归文
物角色。
编辑裁剪，打造精致同文

诚实、正直、善良、勤劳、艰苦
朴素等是中学道德教育的奠基性内
容。在牢牢抓好这些奠基性德育内容
的基础上，同文中学充分拓展德育外
延，丰富德育内涵。为加强爱国教
育，我们不断通过开展主题班会、观

精细化管理是教育中的永恒主
题。在暑期管理干部学习班上，我提
出“无事不精细，无处不精美，无人
不精彩”的工作作风，目的之一就是
要靠精细化这把剪刀，把香樟校园裁

剪得更加精致，雕琢得更加细腻。近
年来，学校先后修建了网球场、排球
场、青年教师公寓、退休教师活动中
心，翻新了足球场、篮球场、校园主
干道、同文报告厅、同文讲坛、学生
公寓、外籍专家楼、校友总会楼等。
对于学校花草树木，尤其是全校 110
多棵参天古樟，悉心照料、全力保
护。为学校的每一棵古樟进行编号命
名，标注品种、年龄。2012 年夏天，
操场南侧的一棵古樟突然树叶发黄、
树枝脱落，于是立刻请植物专家来给
古樟就诊。后专家确诊古樟突患灰霉
病。最终经过全力抢救，古樟转危为
安，现在它苍翠欲滴、生机盎然，矗
立香樟校园，为学生遮阳挡雨。
很多同文学子在毕业离校后回忆
母校的时候，都会提到美丽的香樟校
园，谈到操场上的那些大樟树，谈到
九月桂花香满同文。他们说，同文就
是最好的。春天的樱花树、夏天的香
樟、秋天的葡萄藤、冬天结冰的喷水
池，都是永不磨灭的记忆。
专家设计，铸就特色同文
根据九江市同文中学八年规划
（2014—2022），学校以建校 150 周年
和打造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着力实
施校园文化景观设计与整体提升工
程。通过实施“视觉规划、景观规
划”两条线，打造与 150 年历史相辉
映的江南名校校园文化景观，提升百
年同文的文化内涵，发挥其历史传
承 、 文 化 沐 浴 、 环 境 浸 润的育人功
能。景观规划以“传承与创新”为设
计理念，以“书”为主题，将校园划分
为历史展示区、休闲学习区、体育活动
区、文化休闲等四个主要功能区，打造
“一场、两门、三楼、四园”建设工
程。通过以上设计提升，学校校园面貌
将得到根本性提升，真正做到以“书”
为主题，以“读好书、做好人”的校
训为指引，实现现代景观与文化齐
飞，百年同文共樟苑一色。
（九江市同文中学 胡德喜）

尊多元文化之实践 享三生教育之德行
——湖南省长沙县泉塘中学“三生教育”发展纪实
聚焦三生重引航，结题鉴定在泉塘。
喜看园中桃李盛，欣闻校内科研强。
德育为首求发展，情真意切蕴课堂。
风雨兼程乐坚守，捷报频传铸辉煌。
时间追溯至 20 世纪末，素质教育
在我国全面展开，教育界迎来大变革
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教育形式与发
展模式，各中学纷纷开创自己的文化
特色。坐落于长沙市的长沙县泉塘中
学深刻意识到，在社会转型过程中，
中国人精神世界出现种种危机，德育
工作的时效性差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
问题。于此背景，
“三生教育”被长沙
县泉塘中学列入研究课题，开办四
年，
“三生教育”模式孕育而生，成为
泉塘中学独树一格的鲜明旗帜。今
天，让我们跟随笔者的脚步走进长沙

县泉塘中学，一起去揭开“三生教
育”这层神秘的面纱。

潜力
“三生教育”尊崇时
潜力：
：
代，起于垒土
“三生教育”是初级中学德育的一
种有效实现方式，可以让我们从根本
上重新认识和审视初中生的生命、生
存和生活状态。
“三生教育”包括生命
意识、生存能力和生活能力三大方面
的培养，帮助学生学习生存知识，掌
握生存技能，保护生存环境，强化生
存意志，把握生存规律，提高生存的
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长沙县泉塘中
学校长王文如是说道。本项课题研究
历时 3 年多，从多个方面进行了卓有
成效的研究工作，举全校之力，全员

参与，突出学校的办学理念——三生
教育，从而提升了师生核心素养，促
进了学校的科学发展。

迸发
“三生教育”藏息相
迸发：
：

辅，深入班级

一眼望去，泉塘中学醒目的校训
“修 身 立 德，博学笃 志”映 入眼帘 。
“立足三生教育，培养三家学子”的办
学理念诉出这所学校的内涵。泉塘中
学将“三生教育”贯彻于校园文化之
中，积极利用班团活动和校园特色文
化墙等营造氛围，加强学生的行为习
惯和养成教育。譬如由年级组牵头，
组织一系列的主题教育活动、文艺体
育活动以及社会公益活动。《绿色出
行，远离雾霾》《拥抱文明，爱我泉

塘》 都是参赛班级的优秀作品。与此
同时，泉塘中学积极开展文学艺术类
活动与体育活动来培养学生课余兴
趣，提升学生才艺。在 2017 年、2018
年中考特长生招生中，长沙县泉塘中
学取得了全县前列的优异成绩。

高歌
“三生教育”特色鲜
高歌：
：

明，师德同进

大课间操运动是长沙县泉塘中学
的一大特色。校长王文认为，它在全
面实施健康、快乐教育，促进学生主
动、和谐发展的过程中显现出重要而
又特有的功效。在大课间操形式的选
择上，长沙县泉塘中学改变课间操的
单一形式，全面实行学校自编操的活
动 形 式 。 2014 届 的 “ 青 春 飞 扬 ”、

2015 届的“少年拳”都是颇具代表性
的作品。1000 多个人异口同声喊着响
亮的口号，跟着铿锵的节奏，踏着整
齐的步伐，年年斩获县一等奖或特等
奖的殊荣。
同时，长沙县泉塘中学还深刻意识
到，教师是教育者的主体，承担学校教
育的绝大部分责任，也为学生起着榜样
作用。对此，学校积极组织各类学习活
动，为教师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平台。在
师德师风建设方面，学校严格按照上级
部门的指示，定期进行师德师风建设大
会，组织教师学习相关文件，并在每
学期期末进行师德师风评价，评价由
不记名学生评价、教研组评价和学校
评价构成，具有综合性和客观性。
路漫漫其修远兮，长沙县泉塘中
学永远不会停止追求卓越的脚步。砥

砺前行，勇往直前！与世界接轨，与
文化融合，泉塘中学以强劲严谨的理
论支撑、结合实际的研究工作、细致
入微的教育方略、硕果累累的研究成
果，令自身品牌具备在未来发力的最
大可能，
“三生教育”在未来究竟能达
到什么样的高度，让我们拭目以待！
(徐春斌 王金花)

实施
“养正教育” 驱动学校内涵发展
——山东省高密市朝阳小学“养正教育”实践与创新
山东省高密市朝阳
小学是一所街道完全小
学，为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我们干部教师
凝聚共识，创新“养
正”教育育人模式，为
学校内涵发展增强驱动
力，一举成为了区域教
育发展的示范校、实施
素质教育的样板校和高
密市义务教育的一面旗
帜。学校获得“山东省
规范化学校、省创新教
育重点实验学校、省中
小幼现代科技教育重点
实验学校”等多项殊
荣，连续两年以办学满
意度测评的高票，赢得
了社会各界的赞誉。

“养正教育”在校园文化中彰显底蕴
正其身、见其行、养其德、行正
道，是朝阳小学“养正教育”的核心内
涵。近年来，我们以“养正教育”构建
起了浓郁的校园文化。学校教学楼以
“正”字命名为“品正楼”，寓意“品德
方正，学做真人”的育人情怀。楼顶上
“修身养正，向善求真”的校训，门前
“童蒙养正，立德树人”的楹联，诠释
着学校的办学内涵。
以品正楼为例，一楼为“习惯养
正”，有课堂和课前课后规范；二楼为
“经典养正”，有学生经典诵读和活动内
容；三楼为“课堂养正”，有“352”课
堂模式；四楼为“科技养正”，展示着
前沿科技成果。教学楼各层间还设有图
书角，每月 4380 册图书成为了师生们的
良师益友。

在各个班级的宣传栏、黑板报、学
习园地、快乐阅读、才艺展示等主题板
块，都凸显着“养正教育”的内容；教
室外班级展示牌、班训、班风、班主任
寄语、班级明星等也以“养正”为核
心。就连学校“雅正苑”“至正亭”“观
正池”等校园景观，也诠释着“养正教
育”的育人思想。
“心正行正，行正果正”的治学之
道，向人们诠释着“童蒙养正”的办学
思想。“童蒙养正”源于 《易经》，“蒙
者，蒙也，物之稚也”，“蒙以养正，圣
功也”。可以说，朝阳小学干部教师团
队 创 新 的 “ 养 正 教 育 ”， 就 是 新 时 期
“立德树人”的具体体现。

“养正教育”在创新中打造高效课堂
我们创新的“养正教育”模式，形
成了“无处不课程、无事不课程、无时

不课程”的大课程观，走出了“品德方
正、行为端正、学养务正、体魄刚正”
的育人之路。
“正德”即品德养正。学校制定了
《朝 阳 小 学 学 科 教 学 德 育 “ 养 正 ” 目
标 导 引》， 科 学 准 确 地 把 学 科 中 的 德
育工作融入到了课程之中，引导课堂
教学从纯知识传授迈向知识育人的高
度。
“正行”即行为养正。我们按照课
堂养正、习惯养正、活动养正三个维
度 ， 编 印 《朝 阳 小 学 学 生 成 长 记 录
册》，对学生的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
提供有力的支撑。
“正智”即启智养正。课堂是学校
教育的主阵地，传授知识是学校教育的
核心任务。我们以传授知识为最终目
的，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
运用知识的能力。

“正体”即健体养正。我们除了固
定的“两操一课”和每年一次的体育节
外，太极扇、养正操、跳绳、踢毽、篮
球、排球、乒乓球等社团活动，形成了
学校独具特色的品牌。
现在，学校创新的养正教育课程体
系，由德育课程、学科课程、传统文化
课程和实践活动课程 4 大块组成，编辑
校本教材 8 卷 27 册，为培养学生的成长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养正教育”在活动中结出丰硕成果
我们开展养正教育的突出特点是：
每月都有一个主题活动，确保了养正教
育的落地生根。学生家长讲，通过学习
《小学生习惯养正常识·家庭篇》 深受
启发。现在，不是家长监督孩子，而是
孩子监督家长了，这种变化是养正教育
结出的硕果。

德育处的老师讲，养正教育是从学
生“课堂礼仪、行进礼仪、问好礼仪、
集会礼仪”开始，养成文明的举止。
2017 年 4 月，学校举行第一届“新声传
古韵，经典育新人”经典诵读大赛，吸
引了 400 多名学生和学生家长的现场观
摩。学生经过必答题、诗词联句、抢答
题和飞花令 4 个环节比赛，引得全场掌
声雷动……
现在，学校连续 18 年承办了高密市
中小学科技创新大赛，荣获山东省家庭
教育示范基地、省青少年科技创新活动
十佳优秀学校、潍坊市创新教育示范校
等称号，学校督导评估成绩位列全市同
类学校前列。用教师的话说，让学生心
中有英雄，学习有榜样，行动有方向，
人生有作为，就是朝阳小学养正教育矢
志不移的创新方向……
（孙常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