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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作为谋实事 让教育回归本来
——山东省临朐县海岳中学教育发展纪实

突出文化亮点
装点菁菁校园

教学楼上“夸父逐日”的大型浮雕和“学
贵有恒”的金色大字；国学大道两旁古圣先贤
的画像和名言；旗台的背景浮雕、古朴典雅的
国学教室，直至每个教室门玻璃上精选的成
语、典故、诗文……浓郁的校园文化使师生
的心灵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熏陶。教学
楼走廊上的“国学文化长廊”，各班级教室内

设置“国学”专栏，利用黑板报、班会、早
读课等宣传国学文化，设置经典诵读墙报……
这为进一步营造班级国学文化氛围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目前，学校的校园诵读由最初的阶段
性举办校级诵读比赛转变为校园常态化国学诵
读践行活动：每周的升旗仪式全校齐学齐诵
国学经典，每天的晨会课和午间活动进行全
校诵读；广播站每天中午播放国学歌曲，学
校持续开展每期一次的班级齐诵国学经典、
古诗对诵、经典接龙等形式的全校性国学诵
读展示活动。另外，新生开笔礼、毕业成童
礼、国学素养大赛等更是成为学校“童蒙养

正、明理成才”的重要展现。

诵读美文经典
启迪人生智慧

每周一节的国学课，分年级学习《弟子
规》《三字经》《千字文》《孝经》《大学》《论
语》等。每天利用晨读进行20分种相应内容
的诵读，采取教师带读、学生齐读、领读、自
由诵背等多种形式。每到放学时分，校门前排
列整齐的学生队伍中响起的琅琅诵读声，已经
成为东二外亮丽的风景线。早在10年前，学
校便组织骨干力量编撰了《国学启蒙》读本，
还增编了一套国学校本教材。随着国学经典诵
读活动的持续深入，学校进一步引进北京育灵
童国学研究院编撰的国学教材，并邀请国学名
师王东亮作为学校国学工作室客座讲师为学校
国学教育提档升级。目前，国学教研组老师们
的身影已经更多地出现在大众面前，他们录制
的《弟子规——孝篇》《三字经——圣贤篇》
《孟子选段》《诚信》等国学讲堂在温江电视台
开播；经典诵读节目《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在文庙广场广受好评；教师编排的少儿国
学经典诵读节目《满江红》获区一等奖，并参

加了成都市的比赛，赛后成都电视台少儿频道
还对小演员们进行了专题采访。在大家的努力
下，诵读国学经典活动正在从课堂向课外延
伸。学校通过先后推出的《弟子规学习评量
表》、学生践行弟子规日记、家长意见反馈等
扎实的践行载体，将家长也拉进了经典诵读的
队伍当中。截至目前，学校已连续4年邀请校
外辅导员成都电视台节目主持人陈岳到校为一
年级新生家长开设传统文化与家庭教育专题讲
座，同时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等活动感染
家长、培训家长，构建起强有力的教育共同
体。

坚持立德树人
培育天府好少年

“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培
养学生良好的生活习惯；“用人物、须明求、
倘不问、即为偷”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培养学
生良好的学习习惯。每个班级分时间段确立了
《弟子规》的班级践行点。学校还另外编印了
《东二外国语实验学校校园生活“三字经”》，
利用班队活动课进行学习讨论，规范引领学生

课间、集会、就餐的文明行为习惯。与之对应
的，每学期学校都会举办“孝顺好孩子”“文
明礼仪小标兵”“文明礼仪示范班”“师德标
兵”等系列竞赛评比，受到了全体师生的热烈
欢迎。此外，学校还在国学经典教育中加入有
关传统节日以及风俗习惯的介绍，甚至还将国
学活动与“天府文化”做了实践结合，制定出
国学游学系列活动，以国学活动周做载体，鼓
励学生争做懂感恩、有孝心的“天府”好少
年。

2018年12月29日，一场规模盛大的国学
素养大赛决赛在东二外国语实验学校举行，全
校1100余名师生及数百名家长参与了此次活
动。这是学校“国学立根、双语达人”办学路
途中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学校植根传统文化、
培育美德少年的一项重要实践。东二外的孩子
们在“文轩杯”成都市青少年经典诵读大赛温
江区决赛中斩获一等奖，在成都市决赛中喜提
第二名；五年级孩子表演的《劝学》诵读节目
获区民办协会一等奖；学前班的《大学》诵读
节目受邀参加公平街办迎新活动获得高度评
价。传统文化的种子早已在每个东二外的孩子
心中生根发芽，一群具有世界眼光、中国脊梁
的时代新人即将向我们走来！

（蒋婉舒）

植根国学精粹 弘扬中华美德
——成都温江东大街第二小学外国语实验学校传统文化教育深入人心

仁义礼智信，温良
恭俭让。这是中华民族传承千

年的处世标准，也是中国人骨子里
流淌的民族性格。成都温江东大街第二
小学外国语实验学校以培养具有外语特
长、双语并重的高素质学生为己任，植根
千年国学精粹，紧抓经典诵读传统，坚持鼓
励性原则、浸润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和自
主性原则，为广大师生树立起文化自信。
徜徉在东二外国语实验学校，东西方
文化在这里交融，如何讲好世界语
境下的“中国故事”，全体

教育人一直在行动。

党建引领
干部作风转变促管理效能提升

学校办得好不好，关键看管理；管理是不
是到位，关键看干部。

学校按照“围绕教学抓党建，抓好党建促
教学”的思路，以“一四三一”推进党建工

作，对中层以上干部提出“讲团结、讲正气、
讲奉献、讲作风、讲服务”等五项要求。以完
善的工作例会制度、班主任会商制、教师研教
制层级推进工作。学校工作思路清晰透明，决
策机制、执行机制不断完善，工作前瞻性、计
划性和落实力不断增强。

学校在“校长—分管领导—处室 （级
部）”垂直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了横向的调研
机制，每天四次对课堂（自习），每天一次对
课间操，每周两次对食堂、宿舍、办公室调
研。五项调研，既是督查，也要指导，各项调
研都形成调研报告，找出亮点和创新性做法，
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的意见和建
议，由责任处室和级部迅速落实整改。对教学
常规落实实施“晾晒”，即对学校教师学案批
阅、谈心交流、个人与集体备课等的“晾晒”
交流，每周一次，分档公示，并在周日的办公
会上通报亮点，指出不足。五项工作调研和常
规“晾晒”机制的建立与实施，优化了过程管
理，增强了工作调度，提升了管理效能，逐步
打造成为学校的管理特色品牌。

关心教师
广搭平台让每名教师收获职业幸福

关爱教职工，尊重教职工，激发教职工的内
驱力，是海岳中学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法宝”。

学校关心教职工工作和生活，努力改善办

公和生活条件，搭建多种形式教师专业发展平
台。组织教师参加各类研讨会，开展“对标”
对口学习活动，建立“二次培训”共享机制；
开设“名师讲堂”，使教师的知识结构、学科
视野、教学能力不断提升；利用“备课组长论
坛”“班主任论坛”及教学质量分析会，大力
推进“136”高效课堂建设，以“一进三评”
开展多层次听评课活动；定期举行优质课、

“常规晾晒”明星评选活动，在公众号推出
“教师风采”栏目，落实多元化激励策略；同
时，组建教职工篮球、乒乓球社团，举行教师
远足活动，充分展示教职工的风采。

2017 年、2018 年由于高考成绩连创新
高，2017届毕业班老师有三分之二受到市县表
彰，2018届毕业班教师的受奖面则达到全部，
教师们真真切切地收获了职业成功带来的幸福
感。

一主两翼
多元育人为每名学生打造梦想出口

实实在在为学生找出路、想办法，是海岳
中学发展的关键。

海岳中学生源主体多为县中考落榜学生，
学校针对性打造育人模式，提出了让海岳的学
生“有学上、上好学”的目标，确立“一主两
翼”育人方略，以学生特长发展为主线，以德
育活动和社团活动为支撑，发掘学生潜能，培
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系列化开展德育活
动，加强学生励志教育，建立升国旗制度，开
展“法律进校园”活动，倡导“光盘净桌”行
动，宿舍管理实施德育化项目，激发学习动力
和自我发展意识，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社团化
实施分年级、层进式的学生特长发展实施方案，

不断加强特长教学，提升学生的专业素质。
3年来，海岳的学生不断在全县中小学演

讲比赛、辩论赛、篮球赛、足球联赛、田径运
动会、越野长跑中取得佳绩；200余人次在省
市县绘画、征文比赛、艺术展演等文艺评比中
获奖；2018级丰明阳、赵文菲两名同学在山东
省和全国模特大赛中获奖……多元育人模式，
让每名学生找到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拓展出绚
丽的人生舞台，向着人生理想一路高歌！

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傅文明说，教育本
身并不复杂，教师用心教，学生努力学，干部
们做好服务工作，就一定能收获育人成果。

是的，职工用心，干部带头，管理机制规范，
育人模式多元。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担当
作为谋实事，让教育回归本来。也许，这就是临
朐县海岳中学取得特色发展的原因。

（山东省临朐县海岳中学 马金伟）

海岳中学是一所坐落于沂蒙老区临
朐县的民办普通高中，规模小、底子
薄，学生管理难度大。近年来，学校秉
持“为每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理
念，坚持党建引领，广搭平台，以“一
主两翼”方略，构建多元育人模式，蹚
出了一条特色办学之路。

整齐划一课间操整齐划一课间操

新华杯读书征文获奖学生合影新华杯读书征文获奖学生合影

““鉴赏鉴赏++实践实践””美术教育模式美术教育模式

表演社团学生迎新年晚会走秀表演社团学生迎新年晚会走秀

成果主要创新点

（一）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创新
提出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围绕地方

制造产业转型升级为导向，以企业项
目设计创新为载体,以课程共建（创
新与转化）为抓手，以双师队伍建设
为支撑，以基地平台建设为依托，以
协同育人机制建设与服务体系为保
障，汇集“五位一体”要素，构建艺
术设计类专业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

（二）产教融合模式的创新
形成“双学院”“双导师”“专

业+企业+项目”的产教融合与协同育
人特色模式，解决了人才培养的实践
与创新能力问题，实现人才培养与地
方产业转型升级及经济社会发展紧密
对接。

（三）校企合作“共赢”机制的
创新

在“产学合作”中，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建立长期稳定的协同
发展关系；共同推动行业创新发展与
人才培养中，实现校企“共赢”局
面。

模式的构建与措施

学院从当前高等教育对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目标出发，以及行业发展对
艺术设计人才的需求，围绕制造产业
转型升级，企业对产品创新设计需求
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从多方位
展开合作，全面提升校企协同育人的
质量标准。

（一）专业共建
根据近年行业发展趋势以及产业

转型升级对艺术设计的需求，在充分
调研和广泛征求行业意见的基础上，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人才培
养方案、专业核心课程等，共同确定
合作专业课程及内容、实施标准及教
学目标；协同合作目标及专业建设发
展方向等。

（二）课程共建共施
针对专业核心课程群建设的应用

性提升，学院与地方企业、教育部门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多家单位合作，利
用企业教育资源优势、企业实际项目，开
展一批产学合作课程建设，强化课程与社
会实践结合，提升课程的质量内涵建设。

（三）双师共培
近年选派一批青年教师去企业进

修半年锻炼，加强了解行业发展新动
向，及时掌握行业最新设计趋势、新
技术、新材料的运用等；另外，还聘
请一批国家级别大师、企业高管、设
计师等到学院兼职授课或联合指导毕
业设计；打造了一支高水平的“双师
型”教师团队。

（四）基地平台，共筑共建
学院与地方知名企业建立一批产

学合作基地、产业学院等，以企业实
际项目展开教学与合作。基地平台建
设，增强高校转型与企业产业升级的

“黏合度”，破解高校和企业联动不足
的难题，有力地推动产教融合与协同
发展。

（五）创新转化，互助共赢
校企双方确定企业年度产品项目

设计开发方向，教师带领学生提前了
解行业发展趋势、项目设计开发要
求，及时做好调研与初步创意设计方
案，为开展项目教学提前做好准备，
提高设计成果转化率，增强企业产品
设计开发竞争力。

（六）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利用高校人才、学术科研与企业资源
优势，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学
院利用科技研发服务平台资源，以及
教师承担的科研、专利、艺术设计奖
项等成果基础，与企业展开多项合作
与科技攻关。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一）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升
近年来，学生获得国家和省级

等奖励150多项、产品设计专利授权
达 200 多项、产品设计转化 100 多
项、孵化10多个项目、40多人获职
业水平技能证等，毕业前实现“人
人有专利、个个在转化”。根据学校
近年调查，毕业生全部就业，分布
在珠三角一带经济发达城市，主要
服务区域产业从事与艺术设计相关
工作，3—5年成为行业骨干；毕业
生创业率、薪酬待遇均高于全省高校
平均水平。

（二）产学深度融合成绩凸显，
社会影响日益扩大

近4年来，学院在产学合作中取

得一系列成果。获得了省级教学改革
项目“高校艺术设计应用型人才培养
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研究”等 10 多
项、教育部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11项；在特色专业、教学团队、实践
基地、产业学院、国际化合作与交
流、精品课程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高质量的成果。同时科研成果也提
升显著，校企共同申报“广东省陶瓷
艺术设计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2项
省级工程中心获批认定，教师主持

“当代石湾陶艺的传承与创新发展研
究”等一批项目，横向经费也逐年上
升。

该院在创新人才培养与服务社会
能力方面显著提升，影响日益扩
大。多次在佛山电视台、《广州日
报》《南方都市报》《珠江时报》《佛
山日报》等10多家媒体及多家新闻
网站被报道。湖南、江西、广西等
周边及省内相关高校设计专业负责
人纷纷前来该院考察，了解人才培
养模式与教学改革举措，获得了兄
弟院校的广泛认同。

（吴斌 李玲玲 方新国 王晓
娜 罗春燕 白雪松）

新模式 新协同 新育人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艺术设计类专业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模式构建与实践探索”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正进入攻坚克
难的关键时刻，如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
能力，适应国家新形势战略发展的需
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校企
协同育人无疑成为高校探索人才培养的
重要途径。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是广东省高水平
应用型理工科大学，坐落在全国先进制
造业基地——广东省佛山市，该校以耕
植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为导向，
以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形成
“双学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鲜明特
色，多次荣获“中国产学研创新奖”，
2018年获国家级别教学成果二等奖。

近年来，该校工业设计与陶瓷艺术
设计学院教学副院长吴斌带领教学团
队，围绕当前艺术设计类专业校企之间协
同育人合作协同效率低下，缺乏持续与深
度合作的现状，展开深入研究与探索；结
合人才培养规律和产业行业发展对人才的
要求，提出“校企+N”合作模式，“艺术
设计类专业校企协同育人的新模式构建与
实践探索”经过近5年的实践探索，打通
了校企协同育人、产教融合的壁垒，为高
校艺术设计类专业人才培养提供实践探
索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