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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德育”的价值诉求
中职德育须姓“职”

职业教育与行业、企业有着特殊而紧密的渊源关
系。为适应产业文化、企业文化、岗位文化的需求，
銶校的“职场德育”坚守中职德育姓“职”这一特
性，将德育与教学进行柔性结合，在人才培养上紧密
对接市场需求。促进职教文化与产业文化相结合、校
园文化与职场文化相结合、专业文化与岗位文化相结
合，使学生养成职业化工作态度、职业化工作形象、职
业化工作技能和职业化工作道德，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的
人、现代社会合格公民和高素质职业人。职场德育服务
的不仅仅是“职场”本身，而且是“职场人”，旨在
切实为学生的终身职业发展和人生幸福奠基。

“职场德育”的开展途径
环环相扣促落实

銶校的“职场德育”模式主要是通过“123458”
工程来实施的。简单的数字，丰富的内涵。各环节相
互促进，共同为学生的出彩成长保驾护航。

打造“一班一品”。班主任与学生一起分析、研
究班情，形成班级特色，凝聚班级精神。“一班一
品”促进了学生素养和班主任能力的提升，构建了丰
富多元的校园文化。学校还将“一班一品”作为名班
主任工作室建设目标，通过引领示范，促进团队共同
进步。

融合名校名企“二元文化”。学校对名企制度文
化、管理文化等进行主动品鉴和接纳，形成了丰富多
元、和谐包容、充满活力的职校文化，促进学生从

“文明职校人”向“准职业人”“企业人”的渐进成
长。超过 40%的学生实习时获得企业“优秀员工”或
金、银、铜牌员工奖励。“名校名企二元文化”被纳
入学校国家德育科研课题研究。

搭建“三个平台”。借助“职业经理人”培养、
“职场起跑线”访谈活动和职场体验大课堂，增强学

生成长的主动性，促进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的综
合提升。三大特色平台在区域内起到了很好的辐射引
领作用。

建设职场德育“四维空间”。通过常规的校园文
化教育、职场文化教育、职场文化模拟实践和职场全

真实践，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培养学生的职业精神
和专业气质，促进职校生向高素质职业人的蜕变。

形成“五联动”运作机制。成立了学校德育指导
委员会，形成了“校企合作委员会、教务处—教研
组—科任教师、德育处—专业部—班主任、团委—
学生会—团支部/班委、总务处—舍管/门卫/饭堂”的

“五联动”运作机制，强调体制上的相互衔接和德育队
伍的专业化、职业化，从组织上保障职场德育的实施。

开拓八@+途径。即銶校 8S 素质拓展、义工服
务、技能艺术节、校园机会榜、社会实践、创业教
育、承包企业生产线顶岗实习和职场德育模式行动研
究。为促进学生的个性成长，学校成立了六大类 36
个学生社团。2007 年至今“我微我在”义工队连年
被评为顺德区优秀义工服务团队，2012 年获评广东
省十佳社团。“匠心美厨”“燃点创客工作坊”等被评
为顺德区首届德育品牌展演活动品牌社团。数控技术
社团、机器人应用社团等多次斩获全国大奖。“2+1
办学模式下毕业生就业指导与下企业顶岗实习管理实
践研究”获国家“十一五”课题成果一等奖。

“职场德育”的强大保障
协同育人路更宽

在“多方协同，共同育人”理念指导下，銶校积
极构建育人“立交桥”，形成了“学校为龙头，企业
共参与，社区搭平台，家长齐支持”的协同育人工作
格局，实现共育共赢。

校企协同育人。学校立足产业、服务产业，借助
社会力量，形成了“点对面”的校企合作模式，共同
研发推出“职业素养大课堂”系列课程。充分调动企
业资源，聘请能工巧匠、技术一线人员担任实践指导
老师，实现理实结合，人才共育。开展企业家进校园
系列活动，形成模式，在顺德区成为引领和示范。

校社协同育人。学校重视“四校长”工作，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法治、禁毒、交通、消防安全教育宣传
活动。2017 年 11 月，由銶校发起成立顺德区少年司
法护苗行动“法治 online”基地建设，协同创新少年
司法途径，提升学生法治素养。“i 志愿”微公益成为
学校文化坐标，“社区创行”成为顺德区青年公益的
名片。銶校社工驻校模式成为顺德教育创新的新亮
点。学校还携手企业家公益组织，共建共享“知行合
一”公益文化，培育优秀公民。

家校协同育人。学校深化家庭教育协同机制，成
立了三级家委会，建设规范化家长学校，创新家长会
形式，促进家校互动。自 2015 年以来，学校得到广
东狮子会顺德分会专业义工人士指导，每学期至少举
办两次家庭教育沙龙，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支援环境。

“职场德育”的实施效果
创新之花香满园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銶校基于“职场德育”的
先进理念和创新实践成功申报广东省教育科学“十二
五”规划 2014 年度研究项目 （德育专项） 课题“职
业院校建设学生职业道德培养基地的路径”。一批教
师论文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奖，《从职校生到企
业人》等5本德育专著出版。“职场德育”被广东省教
育部门领导誉为顺德教育创新的新的创新点。2016年6
月，北京市团组织在国家民政部门的推荐下，专程到銶
校参观访问。山东、广西、江苏、西藏等十多个省份的
几十所学校先后到銶校交流学习。学校成功举办“首届
全国中职院校德育与班主任工作高峰论坛暨国家级别重
点示范校德育特色观摩活动”，并多次举办“茂名市德
育骨干班主任培训班”。学校发起成立了顺德中职学校
德育专委会，牵头成立“沪粤鲁名中职班主任联盟”，
并与《德育报》联合举办全国首届德育论坛。2017年3
月 9 日，“顺德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职业素养培训基
地”成立，面向全区、全省、全国开放职业素养培训。
学校德育案例《多方协同，共同育人》入选国家教育部
门2018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

銶校的“职场德育”模式不但是广东省德育特色
品牌，还成为全国中职德育创新发展的典范。职场德
育凸显了“大德育”理念，它以“眼中有‘世’、心
中有‘是’、手中有‘事’”为德育基点，以“工
作+生活+发展”为德育模块，以“学生活常识，学
生存技能，学生命尊严”为德育内容，积极建构基于

“成长—成才—成功”的行动德育实践体系，使德育
的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强，
在中职德育领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在新形势、新要
求下，如何发展与市场相匹配的职业教育，培养与市
场相匹配的职业人才，真正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落实到职校德育工作之中？相信您一定可以
从銶校的实践中找到答案，得到启迪。

（周 华）

当前，现代产业下的行业、企业更加关注人才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这就对职校德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
而，由于受生源、师资、理念等因素的制约，传统的职校德育往往内容比较枯燥，形式比较单一，针对性和实效性较
差。职校人才培养如何实现职业技能与职业素养的柔性结合？怎样使学校文化和企业文化交融互促，让学生从容自信
地走向职场？如何聚合优质资源，使职校德育更加得心应手？一系列问题考量着当代职教人的责任意识、教育智慧与
改革胆识。令人欣喜和赞叹的是，如今，上述问题已经在南粤大地得到了解答——

为职校学子打好人生底色
——记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技术学校“职场德育”的探索与实践

佛山市顺德区梁銶琚职业
技术学校（以下简称銶校）创
办于1988年，是首批国家级
别重点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首
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
单位。以盘日伟校长为核心的
銶校人深知，职业道德是关系
到国民素质教育的大事，职业
学校应当把职业道德教育放在
首位，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素质
的职业人，使学生养成良好的
职业习惯，以充分体现职业学
校教书育人的功能。为此，銶
校在深入分析当前职业教育使
命和职校德育难点的基础上，
秉承“塑造健全人格，培养职
业素养”的德育理念，创造性
地构建了“职场德育”模式，
以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宗
旨，深化产教融合，促进协同
育人，开辟了职校德育的新路
径，很好地落实了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学校先后获得全国
中小学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国
防教育特色学校、广东省禁毒
教育示范校、广东省优秀学生
会等荣誉称号，并作为全省仅
有的三所中等职业学校之一，
参加了由省宣传部门等主办的
“南粤德育新篇章——广东大
中小学德育工作成果展”。德育
的成功“突围”，有效促进了学
生职业素养、综合素质的提高
和教师的专业发展，增强了学
校的核心竞争力。銶校因学生
综合素质高、社会认可度高、
就业率高而被誉为高技能人才
培养的“黄埔军校”，成为全国
中等职业教育的一面旗帜。

銶校“i志愿”公益活动

职场德育，协同育人

銶校每年一度“文明进步奖”

銶校“职场起跑线“系列活动

强师资铸品牌 打造人才高地
——河南省鹤壁市第一中学品质办学纪实

兴校必先强师
强师必能兴教

教师队伍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最
重要因素，也是吸引学生和家长的重
要资源。为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水
平，胡顺朝校长提出了教师发展的

“三个平台”。
一是专业成长平台。学校对新教

师采取“师徒结对，考核过关”的培
养模式；对骨干教师采取“导师指
导，自主发展”的培养模式；对名师
培养采取“学术研讨，强化专长”的
培养模式；对管理人员采取“科学指
导，实践提高”的培养模式。学校还
制定了思想引领、专业引领、搭建平
台的培养策略，首先开阔教师的思想
视野，让他们明白只有自己站得高，
给学生站立的肩膀才能更高。其次是
搭建丰富的平台，如对全校教师进行
集中培训，平时开展教案学习等。

二是事业成就平台。培养教师走
管理人才之路，通过实施“能上能
下”的选拔用人机制，民主选拔优秀
教师担任中层管理工作。引导教师对
人生成就产生深层的向往。通过提升
办学质量，培养一批批优秀毕业生，
提升教师的社会责任感。营造尊师重
教氛围，让教师切身感受到身为一中
教师的幸福和自豪。

三是生活享受平台。作为一所普
通高中，鹤壁一中的教师待遇并不
高，但学校以人文关怀打动教师的
心，如提供优质教职工宿舍；建立教
工之家，包括文体馆、乒乓球室、棋
牌室、台球室、瑜伽馆等，保障教职
工业余活动丰富多彩；成立红白理事

会，不论是教职工婚丧嫁娶，还是添
丁添口，工会总是跑在前面，做好亲
人该做而无力做的事宜。

教师幸福指数越来越高，乐于在
鹤壁一中安居乐业。

在锻造教师队伍的过程中，鹤壁
一中始终贯穿着“以人为本，和谐共
进”的理念。具体的措施，一是人性
化管理，校领导像对兄弟姐妹一样对
待老师；二是建立公平公正的制度，
如建立教师积分奖励制，让老师们心
顺气顺。

坚持以文化人
潜心立德树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悠悠教
育，德育居首。

学校从狠抓常规教育入手，以
“学会做人”作为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前提，以 《公民道
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学生守则》《中
学生日常行为规范》 为准则，规范学
生行为。

开展文明大讲堂活动，人人争做
文明鹤壁人。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传递精神文明建设正能量为主
题，开展专题道德讲堂，教育引导学
生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积极投身
道德实践活动，大力倡导文明行为、
文明语言，同做鹤壁文明人。

引导学生抵制“十种邪气”：好
逸恶劳、封建迷信、考试作弊、讽刺
挖苦、追求低级、纪律涣散、欺凌弱
小、谈情说爱、搞小团体、不思进
取；树立“十种正气”：热爱祖国、
关心集体、崇尚科学、爱憎分明、追
求进步、勤奋学习、遵纪守法、文明

礼貌、团结互助、见义勇为。
学校的思想道德建设形式多样：

演讲比赛、知识竞赛、黑板报评比、
歌咏比赛等，寓教于乐；“绿化环
保，扮靓山城”“公民道德进万家”

“诚信在一中，道德伴我行”等各种
主题教育活动，多姿多彩；利用清明
节、劳动节、建军节、党的生日、国
庆节等节日进行“五爱”教育和共产
主义信念教育。文明礼貌活动月、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月、“十八岁成人仪
式”、专家讲座、军学联欢等活动，
丰富多彩；校园广播站，音乐、美
术、科研、武术、政研等各类兴趣小
组，课外文化活动有声有色；校志
碑、校志广场、校园文化墙、班级黑
板报、书香校园，“软硬兼施”，德育
氛围浓厚。

为了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鹤
壁一中在山城法院建立了法制教育
基地，组织学生观摩法庭公开审理
案件；还特地聘请山城区法院和检
察院的负责人为鹤壁一中法制副校
长，并定期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专
题讲座。

全方位、多角度的德育工作，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鹤壁一中被评为河
南省文明单位、市普法工作先进单
位、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平安校园建
设示范校等。《教育时报》、教育电视
台、教育信息网等媒体多次推介鹤壁
一中的先进事迹。

撬动课改支点
打造高效课堂

近年来，伴随着课改浪潮的时
兴，鹤壁一中这所历经半个世纪风雨

的老校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课程
和教学改革是提高教育质量的核心。
当前，教育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
学而教’、学生合作学习、教学活动
有效组织的学习共同体理念，成为课
堂教学改革的主旋律。”胡顺朝校长
说。

2015 年始，学校邀请了省内外
教育教学专家为鹤壁一中全体教师进
行“高效课堂”的初始培训，新课改
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为学校“高
效课堂”的顺利引入与推行打下了思
想和理论基础。

学校严格执行新课程教学计划，
开齐开全各类课程，并按照学生选修
课需要，组建学生社团，开展社会实
践活动，注意培养学生特长，促进学
生自由发展、个性发展和特长发展。
推动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让学生在自
主、合作、探究、展示学习中，充分
展示自我，体验成功，获取闪光的快
乐。

与此同时，学校大力倡导学生要
有勤学善思、务实合作的精神。有句
话说得好，一个人可以跑得快，但一
群人能跑得远。鹤壁一中的高效课
堂，同样需要学生精诚合作、互帮互
助，方可在日积月累中实现质的飞
跃。

尤为值得肯定的是，鹤壁一中的
课改不仅关注到给学生“输入”，而
且关注到给学生“输出”的机会，该
校不局限于模式、不局限于课堂之
内，把学生带入更广阔的天地。正
如胡顺朝校长所言：“一定要从教育
原点出发，向课堂要效益，然后将
课堂的效益——教育的效果，延伸
到 课 堂 之 外 、 到 学 生 的 班 级 文 化
中、到学生的大课间中、到校本特

色 课 程 中、到学生的‘发展特色’
中，从而让每一个生命都能绽放出各
自的精彩。这就是以人为本和立德树
人的具体体现。”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创新教育是一个培养人、培养综
合的人、培养创新型的人的过程，旨
在弥补应试教育给学生带来的遗憾，
切实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实践能
力、观察力与创新精神。创新教育与
研究性学习的有机结合是有效实施新
课改、培养创新型人才的一条切实可
行途径。

在中学生中开展研究性学习是创
新教育的最佳途径之一。适应新形势
下对学生进行能力培养、科学方法指
导的要求，学校以创新活动为载体，
通过开展研究性学习，使学生训练科
学思维、熟悉科学创新。

教师们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
生走出教室，走出课堂，从不同的角
度反复试验、印证自己的研究成果，
不断丰富、增强对于科技、文化知识
的一些感性认识。

鹤壁一中先后被授予“河南省青
少年科技教育示范校”“河南省青少
年科技教育基地学校”“河南省首批
新课改样板校”等荣誉称号。该校指
导教师曾代表鹤壁市参加河南省首届
青少年科技教育高峰论坛。

追风赶月向未来，凤舞九天写辉
煌。鹤壁一中，硕果累累；深耕教
育，辉煌鼎承；追寻教育真谛之路，
还在延伸⋯⋯

（闫 瑞 徐海峰）

一所理想的学校，并不在于有多么宏伟的校舍，也不在于有多么先进的设备，而在于是否闪耀着
人性的光芒。如果说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基地，那么具有特色教育的学校则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殿堂。

在太行山东麓，枫岭公园东侧，山城区繁华地带，就有这样一所学校，她就是鹤壁市第一中学。
如何传承励精图治的精神，并着眼未来？一中人认为，创造性人才的培养才是永恒的追求。

走进鹤壁一中，苍松翠柏，
绿草丛丛，庄重典雅。

徜徉在历史悠久的校园里，
春意杂陈，“绿叶素荣，纷其可喜
兮”；满目青翠，赏心悦目，心旷
神怡，体现了高格调、高品位的
文化环境氛围。

这里书声琅琅，翰墨飘香。
在中午的暖阳里，时而会有

步履匆匆的男女生规矩地微笑着
站在你面前，鞠躬：“老—师—
好”你还会看到一个校服女孩轻轻
弯腰，伸出纤纤素手，捏起一片秋
之落叶，转身放入甬道旁的垃圾
桶 。 英 语 角 的 林 荫 下 ， Several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e having
oral communication，池塘边的榕
树下，还有那“两小儿辩日”的余
音袅袅；操场边的秋千上，只剩下
两只叽叽喳喳的小鸟，蹦蹦跳跳地
演绎着风花雪月的故事⋯⋯

鹤 壁 一 中 现 有 教 职 工 138
人，其中省市级名师 18 人，省市
级骨干教师 26 名，高级教师 46
名；学校有 36 个教学班，在校学
生约 2000 人。在胡顺朝校长和领
导班子带领下，以“深化改革、
创造特色、与时俱进、勇创辉
煌、打造中原名校”为工作新思
路，以“做文明公民，塑学人形
象，建美好家园”为载体，以贯
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
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
团结一致，奋发向上，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大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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