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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下篇：：““幕后幕后””故事故事

“每年的金秋10月，在大渡口区的江畔山
丘，总有一群人高举旗帜，挺身跋涉。绵延的
队伍里，有亲切质朴的老师，有临近毕业的高
三学子，也有活力四射的初一小童，还有闻讯
而来的家长和社会人士。4个馒头，一瓶矿泉
水，身无余物，除了摩拳擦掌的青春豪气。从
霞光初放到夜色笼罩，这群人走过废旧工厂、
新兴工业园区、宁静的乡村和繁华的商业街。
篮球鞋、登山鞋，谈笑声，安慰声，和始终未
曾停止的脚步声。有不知高低的发足狂奔，也
有双腿灌铅的泪流满面；有前路渺茫的萎靡不
振，更有抵达终点的欢呼雀跃……”

这段文字，真实地记录了37公里徒步行的
场景。2018年金秋时节，喜讯传来，《我们在路
上——重庆三十七中“37公里徒步行”研学旅
行活动简述》成功入选国家教育部门办公厅印
发的“2018年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经验名
单”，这是对学校特色德育课程的极大肯定与褒
奖。如今，37公里徒步行已成为大渡口区乃至
重庆市德育一张有分量的名片，受到了业内和
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赞誉。

教育无小事，事事皆教育。如何安排路线
行程，使活动的育人功能最大化？怎样做好保
障工作，保证学生的安全有序？每次出行前，
学校都会进行周密细致的安排部署，从而保证
了活动的圆满成功。37公里漫漫长路，师生经
历的是身体的磨砺和精神的洗礼，收获的是心
灵的陶冶和道德情感的升华。

精心筹划，为师生奉上励志体验“大餐”

关于总里程：正视自我，挑战自我
为什么要确定37公里这样一个总里程呢？

因为经过计算，以人的正常步幅行走，37公里
需要花费10个小时方能走完。1/10的学生勉强

能够完成，但对于绝大多数学生而言，则需要
克服身体的痛苦，凭借强大的意志力，依靠他
人的帮助才能够走到终点。37公里徒步行，正
是青春学子对于自身的挑战与磨炼。同时，考
虑到体力所限，学校将初一年级学生的总里程
设为10公里。

关于主题：与时俱进，凝心聚力
活动总的主题是“我们在路上”，旨在告诉

学生，人生始终要有一颗奋进向上的进取之
心，坦途固然可喜，但坎坷也要坦然面对，路
始终就在脚下。每年会设不同的主题，如2016
年的主题是“信仰的力量——传长征精神，筑梦
大渡口”；2017年的主题是“学习十九大，做新时
代青年人”；2018年的主题是“走上善之路，做大
德之人”。

关于行走路线：拓展视野，体验生活
徒步行不但是考验身心的有效方式，也是

学生走进生活、了解社会、熟悉家乡、把握民
风的重要途径。为此，路线专门设置了一个工
业园区、两个行政区、3个公园、4个老旧厂矿
和3所农村学校，还有大片城乡接合区域。乡
村、城市，农业、工业、商业，宁静、喧嚣，
贫困、富裕——学生在象牙塔外看到了一个多
元而又精彩的世界。在重钢文化遗址园，学生
领略了丰富而震撼的中国钢铁文化；在大渡口
古镇，学生感受到了历史与文化的独特魅力；
行至滨江路，教师结合实际景观和现象，将抽
象的地理学知识具体化，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和理解……了解家乡历史，拓展课堂知识，磨
炼意志品质，一路故事一路情，一程山水一程
歌，更好的教育在路上！

关于行前准备：注重细节，厉行节约
在出发之前，学校会召开全校动员会、主

题班队会、学生会干部会、班干部会、行前宣
誓大会，营造氛围，鼓舞士气，落实安全细

节。设校旗、班旗，以旗为号，旗在人在。各
班设护送队员若干，以备护送无法自行步行的
学生返回。同时，学校规定学生不能带钱、零
食和饮料，仅有4个馒头和一瓶水，意在促使
学生合理规划用品的使用，掌握野外生存技
能。在物质充沛的时代，节约意识更要提倡。

关于行中要求：团队互助，倡导环保
学校规定，全程匀速前进。这是要让学生

明白“不进则退”“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如小
组有成员需要休息，整个小组均要陪伴左右，
以此培养团队合作、相互包容的品质。每个
人、每个小组都要准备垃圾袋，在保证自生垃
圾不乱丢的前提下，要求行程中捡拾视野所及
的垃圾，做到既是行路人，也是环保人，更是
环保宣传人。

令三十七中人深受感动和鼓舞的是，37公
里徒步行自开展以来，得到了家长的全力支
持。报名参加的家长每年都在1000人左右，他
们通过徒步方阵、爱心车队、家长摄影录像
队、彩旗队、啦啦队等创意形式，与师生一路
同行。因各种原因不能亲临现场的家长，也会通
过微信群、QQ群、平台直播的方式为孩子们加油
助威。一位62岁的奶奶也参加了徒步行，令人
既赞叹又感动。

用心感受，风雨后的彩虹格外美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既要仰望星空，更
要脚踏实地。和团队一起经历过这非凡的旅程
之后，无论是干部、教师还是学生和家长，都
经受住了身体的煎熬，实现了意志的升华和心
灵的成长。师生骄傲地呐喊：“我不再是我，是
涅槃重生的我；我不再是我，是胸有他人的
我！”且看师生及家长结束行程后，用文字记录
下的切身体会吧。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这一重要论述赋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的
内涵和实践要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青少年学生中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是当前学校育人工作的重中之重。生活即教育，社
会即学校。德育，要勇于冲破“围墙”，让学生到更广阔的天地中，通过真听、真看、真实践，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经历风雨，触摸彩虹，释放激情，拥抱梦
想。事实上，将研学活动作为德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在巴渝大地上早已成为现实。37公里，10个小时，5000人，一个学校，这就是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已经开
展了6年的“我们在路上”37公里徒步行研学旅行活动。37公里徒步行，路上，有哪些风景？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自得教育 唤醒生命成长的力量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37公里徒步行”研学旅行活动的“台前幕后”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国教育大会提出，我们的教育要紧紧
“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中小学
德育工作必须对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实践。如何卓有成
效地落实好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成为中小学德育工作光荣而艰
巨的历史使命。在教育实践中，重庆三十七中人认为，特色课程、
特色文化、特色师资、特色资源、特色活动应该成为特色德育的价
值追求。德育的对象是一个个活生生且思想、情感、经历迥异的
人，故此，德育实施的重要策略应是因校制宜、因生制宜、因师制
宜。作为大渡口区仅有的市级重点中学，重庆三十七中结合区情、
校情、生情，基于“尚自得，展个性”的校训，多层面搭建平台，
创设场景，让学生去体验，去经历，去感受。学校在“自得文化”
的引领下，近年逐渐形成了具有重要区域影响力的“自得教育”办
学特色，构建起了“237”（两翼三阶七维）自得德育课程体系。学校
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两大教育主题，以社会实践、研
学旅行为抓手，逐步实现了德育主题化、系列化、生活化和品牌化。
已经坚持数年的“37公里徒步行”就是自得德育课程的典型代表。

旌旗招展，步履坚定；超越自我，永不言
弃——这也正是重庆三十七中在教育改革之路
上始终的姿态。1955年，时任四川省领导亲临
现场选址办学，时任重庆市教育部门领导指示
要把三十七中办成“全市第一所为工农子弟开
门的学校”。经代代三十七中人60余年的接
力，确立了“自得”文化体系，强调亲身的体
验性，主张自我的主体性，张扬个体的创造
性，谋求个人的反思性，最终达成“与万物浑
然一体”而又洞照其间的意向性。“自得”作
为学校文化的核心，衍生出了“激扬生命，得
法自然”的办学理念、“同舟共济，德业自
馨”的校风、“迷津问渡，启悟自行”的教风
和“百炼成钢，互学自成”的学风。在此基础
上，学校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及“自得文
化”关于育人立人的核心要求，立足重钢历史，
弘扬义渡精神，传承三校血脉，提炼出了“两翼
三阶七素养”的自得德育体系，以提高学生的自
主学习力、自主生活力、自主管理力，逐步实现

“个性绽放，乐于自得”的育人目标。
“两翼三阶七素养”即：育德两翼（课堂

教学育德为一翼，课外活动育德为一翼）、成
长三阶（一阶自行，以体验为基石；二阶自
省，以唤醒为要义；三阶自成，以成长为方
向）、七维素养 （从忠、善、和、真、美、
健、法七个维度培养学生的素养）。学校调动
全员力量，做好顶层设计，分级、分类、分层
完善自得德育校本课程体系，将“两翼三阶七
素养”落到实处。

序列化的德育课程

为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将原
有的德育活动课程化，如升旗、各类节庆主题
活动、读书节、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运
动会、入学教育、毕业教育等。同时，德育教
育也课程化，如理想信念教育、日常行为规范
教育、安全教育等。目前学校已经开设了20

多门特色德育课程。

自主化的学科选修课程

学校根据课程体系的安排，每学期在两个
一年级开展选修课。探索语文、数学、外语、
地理、历史、物理、化学、信息技术、音乐、
美术以及与其他学科间纵向衔接、横向沟通、
结构合理、基础性和发展性相结合的综合课
程，以培养学生的七维素养。在坚持班级教育
主阵地的基础上，为学生发展的多层次需求提
供系统、专业、个性的菜单式德育课程方案，
以求日常教育和专题教育的深入结合，达到

“教有实效，学有成效”的目的。学科选修课
程以走班制上课，按兴趣、能力自由选择，设
立专用教室，教师固定教室，学生流动上课。
目前学校的学科选修课程已有近100门，其中
8门为精品选修课：化学“衣食住行见化学”
（真）、地理“区域地理考察与研究”（忠、真）、数
学“生活中的数学”（真）、政治“以案说理，趣味
学法”（法）、语文“慧心习古韵，妙手著新词”
（美）、心理“阳光心态与潜能开发”（健）、生物
“魅力人生——生物学职业”（真）、信息技术“智
能硬件DIY”（真）。

特色化的艺体课程

这类课程主要分为普及性课程和专业类课
程两类。古筝、足球成功申报大渡口区特色项
目。艺术课程主要为学生提供不同的艺术基础
知识和技能，培育学生终身爱好艺术的情感，
发展学生艺术方面的能力，为他们未来从事与
艺术有关的职业或其他职业拓展发展空间。课
程包括书法、绘画、木刻、雕塑、合唱、舞蹈、古
筝、朗诵、声乐等。学校主要通过“认识艺术种
类—提高审美能力—参与艺术活动—爱好一门
艺术—掌握并提高艺术技能—形成有一定水平
的作品”的程序来实现课程目标。体育课程重
在使学生充实体育技能，培养运动道德，促进

健康心理，体验运动乐趣，提升运动能力，发
扬拼搏精神，增强合作意识，发展运动专业。
学校努力实现大课间活动课程化，足球课程
化、普及化、层次化，并积极推进篮球、羽毛
球、乒乓球、散打、射击、武术的课程化和社
团化。学校是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活动布局学校、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重庆市足球重点学校。羽毛
球、武术、射击、散打等多次获市级金牌。学
校女足近两年斩获国家级别、市级足球比赛多
个冠军，男女足各有一名队员成功入选中国校
园足球精英队并赴西班牙参加国际比赛。学校
W.I.N 啦啦操队在 2017 年全国啦啦操冠军赛
中，荣获公开少年组乙组大集体组街舞规定动
作（2016版）和公开少年组丙组花球校园啦啦操
示范套路（第二套）两个全国冠军，开辟了学校
特色化艺体发展新路径。

实践化的社团课程

学生社团课程主要以学生的实践形式为
主，本着“实践、自主、创造、多样”的原
则，充分发挥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长，增
强其审美鉴赏力、生活表现力和思维创造力，
提高其人文素养和艺术修养。同时社团课程通
过“自主管理、自我服务、自觉提升”的形
式，重在提高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目前学生
社团已达 30 多个，涵盖文化娱乐、实践公
益、体育运动、科技创新四大类，包括礼仪、
志愿服务、法律、棋艺、动漫、音乐、街舞、
模联、汉服研究、话剧、文学、剪纸、科技
等。学校“莎姐”法律社团活动，在中央电视
台《焦点访谈》中播出，电影《莎姐日记》在
学校开机拍摄。学校法律社团和科技社团正在
申报重庆市优秀社团。

生活化的综合实践课程

学校将综合实践活动设为必修课程，重点

突出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研学旅行等。以学
生为本，以学生活动为主，以特色资源建设为
主要策略，突出体验实践，以立足本土、贴近
学生、基于学校为原则，挖掘校内资源、地方
资源和基地资源，按照“一基地一素养一课
程”的思路，构建系列社会实践课程。2017
年，学校与重庆市大渡口区工商联（总商会）
青年委员会启动“青青计划”战略合作，凝聚
企业有为青年企业家与学校有为青年优秀学生
的正能量，开创跨领域合作创新模式，密切学
生与社会的联系，使其增强社会责任感。变知
识性的课堂教学为发展性的体验教学，使学生
通过实践，增强创新意识和探究能力。学校已
开设了春季、秋季社会实践以及寒暑假研学旅
行课程。学校被评为重庆市研学旅行先进学
校，徒步行课程案例获重庆市一等奖。

全面化的教育成果

用脚步丈量青春，以“自得”助力成长，
借改革推动发展。得益于“自得文化”引领下
的“自得德育”办学特色的积极探索与有效实
践，三十七中的德育工作更加专业化、规范
化、实效化。教师的育人能力、课程开发能力
和教科研能力显著增强，参与多个市级课题研
究，多篇论文公开发表获国家级别、市级一等
奖。学校拥有5个大渡口区“三名”工程工作
室：伍平伟名校长工作室，唐家龙、曾凡科、
甘露名师工作室，莫能芳名班主任工作室。莫
能芳班主任工作室被评为重庆市班主任工作
室。2018年，学校在各类优质课大赛中获得全
国一等奖一人，市级一等奖4人，基础教育论
文比赛一等奖11人，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3
节，市级优课10节。学生的七维素养得以养
成，获得了全国“最美中学生”称号，重庆市
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奖提名奖，第二届“学宪
法讲宪法”重庆赛区决赛一等奖、大渡口区首
届“孝善之星”、2018年大渡口区新时代好少

年、宋庆龄奖学金等荣誉。学生的个性特长得
以发展，在第15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
与实践活动中，学校参赛作品“读书伴侣”，
荣获全国一等奖；初中女足队员参加2018年
谁是球王“新时代”杯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大
赛勇夺全国总冠军；武术队在2018年重庆市
大中小学学生武术比赛中，勇夺初中组男子团
体之冠，收获单项金牌7枚、银牌8枚、铜牌
3枚的辉煌战绩，另获中学组武术操集体项目
之冠。学校三叶合唱团获重庆市中小学合唱
艺术展评活动一等奖；在“快乐阳光”重庆
市第十二届高中生才艺大赛中，学生获声乐
类民族唱法一等奖和器乐类一等奖。学生在
学习成长中更加快乐和自信，进入高一级学
校后表现出了极大的发展潜力。学校在区域
内形成了辐射效果，区域影响力和美誉度不
断提升。

德育是素质教育的灵魂，德育工作是学校
永恒的主题。今后，三十七中将继续深入推进
德育校本课程体系建设，建立并健全德育实践
和研究机制，不断提升德育课程理论研究水
平，着力培养德育特色，打造德育品牌学校，
塑造具有责任意识、自信意识、合作意识的自
主发展型人格的一代新人，从而推动素质教育
的整体发展，不断提升办学品位，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

教育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贴近学生、
贴近生活、贴近时代将是立德树人不变的途
径。唯其如此，方能育文明的人、创新的人、
高尚的人、大写的人！无奋斗，不三七！无论
是 37 公里徒步行，还是自得德育体系的探
索，抑或是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重庆市第三
十七中学校将永远在路上，也定当不负自得！
最后，以美国著名作家凯鲁亚克的名言来作为
结语，也与三十七中学校全体师生共勉：“在
路上，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重庆市第三十七中学校 伍平伟 蒋勇 宋卉）

关键词：团结
在长达10个小时的徒步过程中，如果

不是集体力量的支撑，我们不会如此圆
满地走完全程。在途中，最后的一瓶水
几个人分着喝，当有同学坚持不住的时
候有一个坚实的肩膀。我相信这一次成
功不是因为我们之中哪一个人，而只因为
我们是一个团队、一个班级，每当有人疲
惫不堪时，总有一个人拉着你一起前行，
每当你想放弃时，总有一个声音在耳边响
起“加油”。

——高2020级6班 唐林

徒步行让我知道了这个集体真正的力
量。37公里每向前迈出一步就离目的地越
近一步，人生道理也如此，当36公里时，
快崩溃之时，问问自己，你是来干什么
的，找回目标，继续向前，37公里路就在
你脚下！

——初2020级9班 黄义涵

行千里，致广大。在 5 万多步的路程
中，一个大德之人的种种诠释得淋漓尽
致：团队的友爱团结和谐，一个人的责任
感与担当，在每一个脚印中都留下了它独
特的身影。

——高2021级7班 黄子益

关键词：坚持
走了这回，让我明白了只要你努力了你

就是很了不起的人，因为你做了别人不敢做
的事情。你不坚持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初2021级9班 何欣雨

初一到高二，新奇到习惯，徒步行成
了我一个感情深厚的“老朋友”。我知道，
这次再遇后，便是永别，所以让我倍觉珍
惜。一百多公里都走过了，也不差这最后
一次的坚持，我必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高2020级14班 赖柯馨

37公里的漫漫长路对于我们来说的确
是个不小的挑战，它磨炼着三十七中学子
的心智与忍耐，更是教导着我们怀着一颗
不轻言放弃勇于顽强拼搏的心。37 公里，
徒步行，愿我们能不忘拼搏，从中成长，
不断汲取，收获坚持！

——高2021级12班 熊书萍

关键词：感恩
我十分庆幸，这一路上有你们的陪

伴，亲爱的同学们。没有你们，我不会走
完这洒满鲜血与热泪的37公里，一路上正
因为有你们的陪伴，我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奇迹！我会永远记住今天，每一张无忧无
虑的脸，每一张纯洁无瑕的脸，每一张青
春质朴的脸……你们是我——一个老师的
依靠。

——初2016级7班班主任 赵锐涵

家长的陪伴也是支撑我们完成此次活
动任务的不可缺失的一环。在过程中，他
们只是旁观者，但几句关心与提醒也会让
我们的心灵感到温暖，让我们打起十二分精
神，有时，不妨想一想，自己有多久忘记了父
母的关心，在人来人往的世界里拼搏。

——初2021级2班 陈曦

37公里徒步行，我们在路上

“自得文化”引领下的自得德育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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