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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课程都为学生人生“领航”

“你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心
里，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而不
仅仅只是背会。”在讲授思政“第一课”时，
学校党委书记卢羡文用深入浅出、生动翔实的
案例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无声地给
学生以人生启迪、智慧光芒、精神力量。由于
讲课内容生活热度与思想深度兼具，被学生亲
切地称为“营养丰富、美味可口的精神食粮”。

在思政“第一课”上，该校党委书记、校
长率先垂范，举起课程育人大旗，给学生上大
课、讲大势、传大道。该校二级学院党总支书
记、院长也积极行动，讲理想、谈信念、树目
标、教方法，为学生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为促进学生“专业成才、精神成人”，近
年来，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牢牢抓住课程
育人主阵地，构建“4+1”模块化课程体系，
引导所有教职工都成为学生的“人生领航员”。

“我校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学生的能力素
养要求，目标倒推，构建‘HAPPY365’学生
素质培养体系。”学校校长曾用强教授带队用
心锻造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和专业核心能力，将
其具象为诚信、笃志、勤奋、知礼、阳光，

“这五项品质的英文首字母连起来就是 HAP-

PY。我们演奏好课程育人‘交响乐’，让学生
在幸福快乐中，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应用外语学院教师钱立武引入 PBL 教学理
念，挖掘英语教材的思想教育资源，与思想教
育“相融相长”。学生们感受到知识技能提高
的同时，思想道德也进一步升华。

“让所有教师都挑起‘思政担’，所有课都
上出‘思政味’。”在卢羡文看来，课程育人不
应是思政课教师“单兵作战”，而应是所有教
职工同心同德，共画“育人同心圆”。她着力
推动全体教师将课程育人从潜意识变为强意
识，用新思想为课堂带来新的变化，从而引导
学生树立将自身专业与国家改革发展相融合的
格局意识。

“课程育人重点是协同育人，各科老师既
种好责任田，又打好配合战。”曾用强发现，
目前学校各二级学院争先恐后，促进“思政课
程”与“课程思政”联动共振。他举例说，在
该校音乐舞蹈学院的声乐课上，声乐教师李贞
和思政课教师一起筛选红色经典歌曲，思政课
教师讲好歌曲背后的故事，李贞老师教好声乐
技能技巧。

学校还给课程育人插上互联网等新技术的
“翅膀”。2016 年，思政部教师刘程雯研发出
“我们的树洞”互动平台。学生只需扫二维

码，就可匿名进入到一个页面，畅所欲言。刘

程雯每天至少花 1 个小时，在树洞平台上解疑
答惑，让思政课更“有知有味”。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课程育人成果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2014 年至 2017 年，学校

连续 4 年被评为“全国职业核心能力优秀单
位”；近两年来，该校学生工作夺得近 70 项国
家级别、省级别荣誉。

“组合拳”搭建资助育人“彩虹桥”

今年强台风“山竹”袭击广州，狂风暴
雨大作。为防止玻璃掉落，学校图书馆读者
服务部勤工助学组的邹同学等 8 位女生，在第
一时间用胶布给图书馆所有窗户贴上“米”
字。

近年来，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秉持一
个不能少的理念，构建以物质资助为基础、精
神培育为引领、能力提升为核心的资助育人工
作体系，实施勤工助学职业化管理，扶贫与扶
志、扶能有机结合，让所有学生都能感受学校
的温暖和指引。

担任图书馆学生工作委员会读者服务部勤
工组组长后，陈同学慢慢学会了微笑面对贫
穷，更学会换位思考，自信心、沟通能力、组
织领导能力“比翼齐飞”。

“我校大力推进勤工助学工作改革，让资
助育人落地生根，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
发展，心怀阳光走向社会。”卢羡文希望，学
校资助育人不但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温饱
之忧”，更要破“发展之难”，成为他们人生发
展的“助推器”。

近年来，学校学生处、公共管理学院等部
门集智聚力，探索推行“尊重个性发展、促进
全面发展”等新举措，资助育人从保障型资助
向发展型资助拓展。对于低年级学生，该校开
展以适应大学生活为主的帮扶活动；面向高年
级学生，学校开发以提升技能为主的帮扶项
目。

“授之以鱼并授之以渔，我校以勤工助学
职业化管理为抓手，着力提升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的‘自我造血能力’。”曾用强介绍说，学校
定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进行专业技能培训、

就业指导教育等，强化他们的专业核心能力和
职业核心能力。

在勤工助学中，学校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林
同学通过制定招聘计划、组织现场招聘等真实
任务，将专业理论知识“活学活用”到实践
中。据该校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杜晓
晖介绍，《人员招聘》 等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核
心课程分别承担勤工助学改革项目中相对应的
任务，专业教师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做项目，
锻炼学生的专业能力。

学校还以“益坚计划”“菁英学校”等为
依托，构建学业提升、就业帮扶、励志教育等
多方面的发展型资助体系。旅游英语专业的林
同学受益于“益坚计划”培训活动，学习了剪
纸等手艺。“益坚计划”还面向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开展摄影、插花等培训，为其搭建“自
助”平台，强化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据统计，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每年
有 5000 余人次参加勤工助学活动，均顺利通
过 岗 前 培 训 并 取 得 合 格 资 格 。 在 2015 年 、
2016 年 广 东 省 高 校 学 生 资 助 工 作 绩 效 考 评
中，该校均获评“优秀”，总分位列全省高职
类院校前列。

实践、文化育人奏响德育“大合唱”

近年暑期，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薪
火实践团队到井冈山等革命老区取景，拍摄

《薪火》《信仰》《传承》 等微电影，让红色资
源“开口说话”。目前，该团队已创作 10 余部
红色主题微电影、微视频，《朱德的扁担》 等
三部作品入选广东省教育部门思想引领类优
秀作品集，激活了很多学子血液中的红色基
因。

近年来，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把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问题融入社会实践活
动，用传统文化滋养塑造学生的灵魂和人格。
在实践育人、文化育人交相辉映中，该校学生
品味“知行合一”的“德育大餐”，心灵与身
体一起茁壮成长。

2017 年暑期，该校大学生党员和学生志愿
者赴广东清远市阳山县七拱镇和平村。他们完

成了村庄 VR 全景作品，并用墙绘宣传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和“美丽乡村”建设。

近年来，学校共组织 4000 余人次志愿者
奔赴广东粤西、粤北山区，深入推进“脱贫
攻坚青年建功行动”。学校通过教育培训、旅
游服务开发、乡村文化氛围视觉化设计等，
助力打好“三大攻坚战”。同时，该校深入开
展 青 年 大 学 生 传 承 红 色 基 因 等 主 题 实 践 活
动，组织实施好“南粤美丽乡村”“井冈情·
中国梦”“大学生党员实践项目”等一批实践
精品项目。

实至名归，在 2018 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
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评选中，学
校团委被评为优秀组织单位。近 3 年，学校连
续两次获评该项殊荣。

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州玉雕代表
性传承人高兆华手把手指导下，学校玉器设计
与工艺专业李同学把一块璞玉雕成一件工艺
品，亲身感受到了“匠心”“匠魂”。

近年来，学校将大师纳为学校重要教学力
量，将传统工艺和艺术以及工匠精神引入教学
课堂，为培养传统艺术人才“添砖加瓦”。学
校与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著名玉雕大师张森
才等能工巧匠合作，建立了玉雕、广彩、广绣
等一批大师工作室，入选首批广东省高校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

学校还积极开展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等活动，用传统文化滋
养塑造学生的灵魂和人格。

内化于心，外显于行。学校成立了“百人
广东音乐团”等组织，引导学生与广州黄埔区
文化馆等机构合作，深度挖掘岭南文化资源，
创编了 《绣缘》《木棉花开》 等歌舞剧，携

《绣缘》 等作品到国内外展演。
“从剧终到全体演员谢幕完毕，掌声一直

在持续。”回想起在韩国蔚山大学表演 《绣
缘》 的情形，五燕艺术团成员黄同学仍很自
豪，“当时文化自信油然而生。”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正撑着一支“三
全育人”的“长篙”，在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的教育长河中“漫溯”，寻找立
德树人的一船“星辉”。

（外艺宣）

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课程育人量体裁衣，资助、实践、文化育人春风化雨

“三全育人” 育全面发展之人
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全国对接

活动上，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学生、虹彩艺术培训中心负责人许德贤迎来高光时
刻。他代表广东省教育扶贫项目与河北省平山县教育部门相关处室签约，把文化课与
艺术课教育结合的先进教育理念输送到贫困地区。

“学校老师教导我们，社会责任感是创业者必备的素质。这让我懂得创业时穷则
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近年来，许德贤知行合一，把青春梦想融入奉献社会的
荣光中。

近年来，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把准教育“定盘星”，筑好思政“压舱石”，抓
牢抓稳抓实“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教育的根本问题。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给学生打好人生底色，该校打出课程育人、资助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等
“组合拳”，把立德树人理念融入学校建设和管理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目前，
学校构建起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教育体系，实现“育人过程无
断点、学生培育无盲区”。

筑梦航天，营造教育家园，成就
群星璀璨

航天之城，梦想之城；航天学校，星汉灿
烂。在日常工作中，学校注重体现“筑梦航
天·人人为星”的自主发展形式。学校的各种
活动评比，均围绕培养目标，用星级来评定，
用“星”文化来展示。定期评选“智慧星”

“学习星”“纪律星”“卫生星”“科技星”“才
艺星”等，同时结合学校的“和合阅读节、智
造创新节、唯美艺术节、康乐体育节”等主题
月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的“航天空间”社团活
动。学校希望每名教师都成为闪亮的“启明
星”，引领学生群星发展；每个孩子都是发光
的“小新星”，在学校铺设的星光大道上快乐
成长。希望胸怀天地、健康向上的航天学子，
都能从这里扬帆远航，成为拥有闪亮人生的星
光少年。

短短几年时间，航天学校就成功创建成为
全国首批校园足球示范校、国家“十二五”教
育科研重点课题心理教育示范学校、全国国防

教育示范校、全国学校文化创新校、四川省
书法艺术社科普及推广实验中心、四川省防
震减灾科普示范校、凉山州青少年科技创新
示范校、凉山州防震减灾科普示范校、凉山
州依法治校示范校，并荣获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单位、四川省文明单位、四川省教育工作
先进单位、四川省法治宣传教育先进单位、
四川省首批文明校园等称号，以优质的教育
服务、优秀的教学质量、优美的育人环境而
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迈出了“筑梦
航天”的坚实步伐。

立足四品，构建多彩课程，确保
生生受益

航天学校根据校情、生情，将核心素养进
一步明确、细化为“和合、智造、唯美、康
乐”的“航天四品”。以“航天四品”为育人
基点，学校着力营造“筑梦航天·人人为星”
校园策略，培养魅力教师策略，打造自主发展
课堂策略，践行行动德育策略，构建多彩课程
策略，“筑梦航天·人人为星”新样态课程体
系逐步完善，成为实现育人目标的重要依托和
载体。

依据“航天四品”，新样态课程体系涵盖
了“和合与人文”“智造与创新”“唯美与艺
术”“康乐与体健”四方面，各分基础课程、
拓展课程、选择课程和主题课程四大类。各类
课程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丰富、科学、完善的
课程体系，让每个孩子都有所选、有所爱、有
所获、有所长。

基础、拓展课程，开阔学生视
野，提升学习能力

航天学校的基础课程主要指国家课程；拓
展课程是对基础课程内涵与外延的深挖和拓
展，包括主题阅读、英语会话、二十四节气活
动、模型学习、合唱、舞蹈、绘画、书法、馨
雨港湾心理中心等。学校对每项拓展课程都进
行了精心规划，如“二十四节气活动”，各部
门各司其职做好保障工作，孩子们在相关学科
课堂上画节气、吟节气、算节气、探节气⋯⋯
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教学，以点带面，使学
生的知识面更广，学习力更强。

选择性课程，发展个性特长，点
亮梦想之光

选择性课程是学校为学生打造的“课程超
市”。一类是个性化课程，设有美术、舞蹈、
纸艺手工、数学游戏、编织、趣味橡皮泥、
神奇的科学实验等课程，每周五下午全校学
生走班上课；另一类是“航天空间”精品社
团课程，开设了和合茶道、邛都古陶、航天
科 学 影 像 、 风 铃 合 唱 、 云 端 舞 蹈 、 溢 彩 书
画、英语剧社、足球、篮球、乒乓球、田径
等社团，为有兴趣、有特长的学生提供进一步
提升的机会。

青少年科学影像作品 《邛海污水生态疗
法》 荣获国家大奖；原创舞蹈 《走山》 获国家
级别“荷花少年”舞蹈大赛金奖；原创舞蹈

《梦上九重》 参加 2017 央视少儿频道 《英雄出
少年》 栏目展演；原创舞蹈 《悬崖上的天梯》
连获市州省中小学生艺术节一等奖；科学幻想
绘画作品 《移动医院》 入选全国青少年科创比
赛；足球队获全国“青禾杯”亚军、四川省第
十三届运动会男子足球丙组冠军、2018 年四川
省中学生校园足球总决赛冠军；篮球队获“四
川省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多个组别冠军，并获
四川省第十三届运动会男子篮球丙组冠军、
2018Jr.NBA 校园篮球联赛四川赛区初中组冠

军；乒乓球队连续多次获西昌市男女子团体第
一名。

主题课程，回归现实生活，促进
全面发展

主题课程是学生了解社会、展示风采、提
升素养的重要阵地，包括主题节日课程、我们
的节日课程和社会实践课程三类。

主题节日课程是指每年固定开展的“四
节”。每年 6 月、10 月举行“和合阅读节”，丰
富多彩的教师读书活动、学生读书活动和家庭
亲子共读活动，让大家在书香中共同成长；每
年 4 月、11 月举行“智造创新节”，通过读一
本科技书籍、办一次科技知识讲座、写一篇科
技小论文等“十个一”活动，让师生与科技亲
密接触，提升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每年 5
月、12 月举行“唯美艺术节”，分为雏鹰展
翅、书风画韵、诗海徜徉、“筑梦航天·人人
为星”综合文艺节目表演等版块，让学生各展
风采；每年 3 月、9 月举行“康乐体育节”，包
括体育摄影大赛、春秋季田径运动会、校园球
类联赛以及各类群众体育活动等，让师生强身
健体，营造蓬勃向上的校园氛围。

我们的节日课程是结合春节、元宵节、清
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民族传统节
日，由团委、少先队主持开设的主题系列活动
课程。如：元宵节——淳淳的团圆情；清明节
——深深的思念情；端午节——强烈的爱国
情。教师有意识地在课程中渗透中国文化元
素，引导学生了解节日内涵，增强爱国意识和
文化自信。

社会实践活动课程是结合劳动教育、法制
教育、安全教育、国防教育等开展实践活动。
在开放式的课程中，孩子们有期待、有体验、
有创造、有收获，尽享成长之乐。

2017 年 7 月，航天学校成功承办了“第九
届中小学主题探究课程实验研究课题研讨会暨
学校顶层设计高峰论坛”活动，师生展示了

“美丽西昌是我家”综合实践活动。教师通过
“我用成语赞家乡”“我给美景取美名”“我请

客人尝美食”“我邀客人过佳节”等环节，引
导学生用成语、诗歌、绘画、书法、歌曲等
全方位展示美丽家乡，有效培养了学生的主
题阅读能力，增强了他们爱国爱家的意识。
活动取得了圆满成功，航天学校的新样态课
程受到了与会领导、同仁的高度赞誉。

2018 年 11 月，学校成功承办 2018 年中国
中学生健美操锦标赛。该项赛事代表了全国中
学生健美操的更高水准，航天学校作为东道
主，首次组队参加此类高级别比赛，就荣获初
中组全国全民健身操 4 级徒手规定套路决赛第
三名。本次比赛的成功举办，必将掀起航天学
校体育特色发展的又一波新浪潮。

筑梦航天，人人为星。航天学校的新样态
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为旨归，以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增强学生创新品质，使学
生适应未来需要为目标，具有均衡性、开放
性、选择性和综合性等特征。它将课程内容与
生活和时代紧密联系起来，优化了学校的育人
方式，拓宽了学生的成长路径，使每个孩子都
成为更别致、更闪亮的星。学校竞争归根结底
是课程的竞争，有什么样的课程就有什么样的
教育，就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西昌航天学
校将以新样态课程为依托，继续深化改革，在
航天城铸就新的教育梦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
出更多的希望之星。

(赵宗逵 周 华）

课程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样态 教育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新生态
——西昌航天学校“筑梦航天·人人为星”新样态课程一览

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地位，教育的目标、价值主要是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的。当前，学校课程构建要立足核心素养生成，聚焦创新
人才培养，由课上到课下，由校内到校外，由单一到多元，由粗放到精细。只有课程呈现出新样态，学校才会彰显出新风貌，教育才会有新希
望。作为西部教育的一支后起之秀，西昌航天学校不仅有漂亮的“面子”——设施齐备、环境优美，更有过硬的“里子”——师资一流、品质卓
越。学校在先进理念的引领下，积极构建“筑梦航天·人人为星”新样态课程体系，为培养“胸怀天地、健康向上的航天学子”而不懈努力。

西昌，月亮之城，英雄之城。这里，既有
“邛海碧波照月明”的美丽景色，更有艰苦奋
斗、勇于攻坚、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的航天精
神。创办于2013年9月的西昌航天学校是西昌
市政府部门高规格、高起点、高投入创办的一所现代
化九年一贯制义务教育学校。在赵宗逵校长的带领
下，全体航校人以“敬业、协作、艺精”为追求，努
力开启“航天”教育新篇章。

新学校要有新理念、新作为。根据建校背景
和新时代对育人的要求，航天学校将学生的核心
素养具化为“航天四品——和合、智造、唯美、
康乐”，围绕“航天四品”构建“筑梦航天·人
人为星”新样态课程体系，为学生全面而个性化
的成长奠基，使学校的教育特色和品牌更加闪
亮，为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提升西昌教育总
体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

原创舞蹈原创舞蹈 《《梦上九重梦上九重》》 小演员们受邀小演员们受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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