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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课上我
们讲红色故事，用故事打动人、说服
人。” ──黄祐

“新理论、新观点不断出现，思政
课教师的‘一桶水’是‘活水’，老师
要有‘学不厌’的精神和毅力。”

──韦林
黄祐、韦林是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研究部两位普通教
师。他们质朴的感悟表明，读懂中国、
中国道路不仅帮助形成思政课堂教学逻
辑、创新传统思政课程教学，而且还以
活泼的课堂组织形式、生动的案例和对
国情贴切把握，赢得了大学生们的热捧。

逻辑一 看得到事实

“以故事载道，深刻的思想、抽象

的道理转化为鲜活的故事、生动的例
子，接地气、有文气，更见视野。”黄
祐老师根据教学内容，讲述相关的历
史故事、革命故事、领袖成长故事，

“以此帮助学生理解理论产生的社会历
史条件，把握重大政策制定的社会实
践依据。”

出现在广职院思政课堂上的何止
是红色故事。诸如老人跌倒扶还是不
扶？五一节旅客“买短乘长”问题你
怎么看？甚至于热播电视剧 《都挺
好》 中苏明玉是否应该原谅父亲苏大
强都成了学生们热议的话题。

“不同问题从不同角度分析后果、
利弊、责任。引导学生多方考虑问
题，培养社会责任感、职业道德、以
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意识，做
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张宁珍老师说

逻辑二 说得出道理

“爱国可以表现在细节处。注意自
己在网络上的言行也是爱国的一种表
现。”

“在课堂上回顾中国历史，学习当
下新思想、新理论，让我越来越热爱
我们的国家。”

“在这里可以听身边事，倾诉自己
经历，还可以说说自己的心里话，我
喜欢这样的课堂。”

“课堂上，手机参与互动、通过投
屏我们即时知晓同学们的观点，相互
点评，增进彼此间学习交流，增强全
班互动性。”

部分学生的课后感言意味着，思

政组教师们付出心血悄然种下的“育
人”种子已生根发芽。

近年来，广职院督促和帮助教师
提高教学水平，从慕课、翻转课堂，
到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探索开发
个性化、专题化、系列化的教师教学
项目。黄金燕老师说：“信息化教学手
段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代感和
吸引力，拓展内容深度，提升思想高
度，讲出学生看不到、吃不透的内
容。让思政课成为学生愿意学，真心
学、终身受益的课程。”

逻辑三 想得到未来

作为思政课的顶层设计者和实践
者，广职院党委书记李卫东认为：“在
青年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里，思政课教学有责任帮助青年扣好
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基于此，广职院一边将思政课打
造得“有滋有味”，一边落实“立德树
人”的大目标，将社会大课堂搬进思
政小课堂，有效引导青年学子的爱国
情、强国志、报国行。

课堂上，刘洋老师发布了“谈谈
自己理想”的话题。

2018 兽医 3 班张柳丝同学说：“我
联想到中专时在工厂实习的经历，这
段我最不愿意回想的记忆坚定了我的
理想，我要好好读书，多学知识，争
取获得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

“只有在基层体验过最苦最累的工
作，才会有奋发向上的动力。”陈记铨
同学认真思考后输入了这句话。

学生是否爱听思政课？怎样进一

步 激 发 课堂活力？为推进思政课建
设，李卫东多次走进思政课堂，认真
聆听教师讲课，留心观察学生反应。
他欣喜地看到思政课的“到课率”“抬
头率”和“点头率”不断提高。“这说
明学生真正听进去了，并且表示认同
和点赞。”李卫东说，思政课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广职院
目前已立项课程思政改革试点课程
154 门，20 多门思政元素丰富、信息
化手段强的课程通过了达标认定。通
过课程思政建设标准、课程标准、评
价标准等系列标准，广职院构建了

“专业课程负责人+课程共建人”双负
责人制度，实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今后还要进
一步深化和拓展，形成一套可复制推
广的成功经验。 （邓洪燕）

思政课堂里的逻辑魅力
——记广西职业技术学院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二）

坚定地行走在“文化耕种”的原野上
——浙江省海宁卫生学校文化育人纪实

红色里孕育天使情感
厚植文化深度

文化如何落地生根，厚植的土地
非常重要，海宁卫生学校在对校本文
化追根溯源，进行思考。建设符合新
时代特色、又与本校的专业实际相对
接的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溯源：海宁地处嘉兴，中共一大
的诞生地，2005 年 6 月 《光明日报》
发表的署名文章 《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 中首次提出并阐释了

“红船精神”，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源
头精神。

正本：2017 年 10 月 31 日，党的
十九大闭幕一周，新一届中央领导专
程前往上海和嘉兴，回顾建党历史。
一大建党时的初心与使命，与十九大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形成历史呼
应。“红船精神”是历史的，也是当代
的，所承载的文化与精神，正成为新
时代的呼唤和坚持，是新时代青少年
爱国主义教育及理想信念教育不可忽
视的重要资源。

厚植：通过寻找“红色文化”与
天使文化的极佳契合点，探索出融红
色于天使情感特色的海卫校园文化，
一艘红船，代表着实现中国人民幸福
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使命，是共产党人
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一袭白衣，代

表着预防疾病、保护生命、减轻痛
苦、促进健康的使命。是医护工作者
的守护生命初心。弘扬“红船精神”
与“天使文化”建设在育人的目标上
有着高度的契合。

在“红船精神”的引领下，融合
校园天使文化，将学生培育成拥护
党，理想坚定，职业使命感强，“勤于
学习，精于操作，善于沟通，甘于奉
献”的卫生健康人才。

视听闻涵养家国情怀
感知文化温度

真正属于一所学校的特质文化，
需有意识培育，用心去涵养。海宁卫
校的天使文化有温度，蕴含着家国情
怀，体现着人文关怀，提升着师生的
归属感、获得感，孕育着文化自信。

眼之所触皆文化：建设卫生健康
特色的文明校园，校园文化的气息一
定要浓郁起来，突出红色传承、突出
职业定位、突出专业特色。天使文化
的三大基因要素“选择了海卫、就选
择了奉献”“健康所系、生命相托”

“追求卓越，铸就品牌”，塑造了海宁
卫校天使文化的“第一符号”。能让师
生们一下子就记住这所学校。以“一

校一品”整体系统性文化建设与“一
班一舍一品”的特色性文化建设相互
交映。在每个学生的视野范围内，每个
角落，都体现着专业与育人文化的融
合，新时代与传统文化的统一，家国情
怀与海卫天使文化的结合。

所听所闻皆文化：建设文化厚重的
文明校园，更根本的，要看学生日常生
活方式里的文化需求能不能得到满足
和释放。日常生活里的文化，就像土
壤，要重耕耘、重浇灌。一是每天美文
晨读，可以是《三字经》《弟子规》，更可
以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有一切歌颂美
的文章。让一天在美的颂扬中开启。
二是每日的课堂中不断渗透家国情怀、
核心素养，开设专题的“天使情、红船
心、青春志”主题红课。三是每周社团
及活动各有特色，就医帮帮团，养老敬
老志愿者，红歌唱，经典颂等等。四是
每年的大型主题活动引领其中，南丁格
尔传光授帽仪式，职业素养大赛等。让
有益的活动滋养心灵，让志愿服务成为
习惯，让文化在日常中温润。

温暖又不急躁，厚重又不沉重，
一切只有恰恰好，不断增加学生对自
身校园文化的情感认同，自然就会在
提升学校文化品位、文明程度的同
时，实现学生核心素养、教学质量的
同步提升。

“三术”里滋长医护素养
传承文化梯度

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在于促进学生
全面、可持续的发展，作为一所卫生
健康类专门化学校，将校园天使文化
之“奉献、重托、品牌”三基因要
素，融入学生核心素养，形成特色的

“三术”文化梯度建设路径。
1.勤学精技习“医术”，育专业人
勤于学习，夯实文化基础：学校

积极响应中职课程改革，实施“大类
融通，多次选择”的课改方案，实现
分学期选课、先学后择专业的目标。
第一学期以专业大类组班，共同学习
文化基础课，并同时开设文学、书
法、艺体等方面的选修课，增强学生
人文素养；随后进行专业选择，优化
课程体系，以“核心课程模块＋自选
课程模块”的任务模式为基础，建立
公共基础课与职业素养对接、专业核
心课程和岗位核心技能对接的课程体
系，同时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
学方法，夯实人文科学基础。

精 于 操 作 ， 强 化 专 业 技 能 ： 在
“岗位化”技能教学改革的实践中，按
“能力递进”的培养模式，将专业实训

内容按基本能力、核心能力、综合能
力分为三大模块，采用过程性评价与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全程评价方式。
每年举行技能竞赛，从人人达标赛、
班级对抗赛到全校总决赛，学生在比
赛中不断晋级，形成你追我赶的技能
学习氛围，促成了人人学技能、班班
比风采的良好局面。

2.爱与奉献养“心术”，育职业人
善于沟通，优化职业能力：在当下

的医疗环境中，良好的人际沟通是医护
生必备能力。让学生沐浴在天使文化
氛围中，传承与凸显“奉献”基因要素，
通过开设“人际沟通”“心理健康”等课
程，借助社团活动，心理团体辅导及校
园心理剧比赛，使学生在学习心理常
识、学会人际沟通技巧、活动场及赛场
中激发自信，体验沟通协调的作用，职
业综合能力优化提升。

甘于奉献，锤炼职业道德：未来的
“白衣天使”要将“爱心·奉献”入心、入

脑、化行。在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教师持续渗透“四心”教育，即爱心、细
心、耐心与责任心；同时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医护行业的职业道德紧密
结合，开展“诚信友善、敬老孝亲、敬业
奉献”等主题讲堂，促使学生在活动中
体会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

3.担当至善修“仁术”，育社会人
“追求卓越，铸就品牌”是学校改

革发展的目标，面对生命，“白衣天
使”在担起健康服务重任中，渐臻人
生“至善”之境。

勇于担当，强化责任意识：党建
工作为引领推进团建，依托“微党
课、团课”等载体开展担当系列活
动，提升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关注学
生干部在平时的学习、生活及活动中
的风向标作用，自觉体现榜样与表
率，引领全体学生在校内服务的基础
上，形成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止于至善，实现自我价值：“止于至

善”是《大学》三纲之一，它所表达的是
一个人做人的最高境界。在校党总支
部统筹下，针对慢成长学生及经济困难
家庭学生群体，开展“天使导学”与“天
使助学”项目，在言传身教中引导学生
感恩社会；组建“海卫志愿者”，在校内
外发挥自身所学所长，帮助有需要的
人，传递“大爱之心”。

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学习医术、
涵养心术、修炼仁术，实现着个人价
值，提升未来的服务能力，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近几年，海卫学子参加国家护士
执业资格考试获证率稳定在 99%左
右，居全国同类学校之首；在全国、
浙江省医药卫生类技能大赛中共获得
33 金、23 银、29 铜的佳绩；学生的核
心素养及毕业生的综合职业素质得到
用人单位的广泛赞誉。升学就业渠道
畅通，每年学校通过五年一贯制、单
考单招途径升入全日制本科、大专院
校，升学率高达 80.6%。学生就业率
达 99%，用人单位满意率 98%。多名
学生已硕士毕业。硕士毕业的海卫学
子王彦，现已是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
院的专任教师。“母校培养了我良好的
习惯和自主的能力，从而提升了我的自
信，让我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
一名护理教师。”王彦这样表达。毕业
生中不乏行业中的佼佼者，有医院院
长、医药公司经理、省职教之星、护理部
主任等，更多的学子在护航生命健康的
岗位上无私奉献、默默奋斗。

海宁卫校的文化自信不是一蹴而
就的，深耕德育文化的海卫人，有这样
一种期待和憧憬，习惯是一种慢养，文
化是一种熏染，海卫人始终坚守着，让
新时代文化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
芽。始终坚信着，文化如水，润物无声，
海卫人对未来医护健康人才的守候和
期许，必将散发盈盈暗香。

(董晓燕)

教育给予受教育者更重要的东西不是知识，而
是对知识的求欲热情、对成长的信心以及对生活的
热爱。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身为职教人的海宁卫生学校始终把育人文化
建设作为首要思考和实践的问题，作为一所中本及
中高职衔接全日制学历教育为主、融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医药卫生岗位培训、社会健康促进教育、养
老护理培训等为一体的医药卫生健康类专门化学
校，从文化建设的深度定站位、温度定品质、梯度
定路径，形成海卫特有的文化“味道”。 礼仪训练礼仪训练：：端庄的仪态端庄的仪态

实训操作实训操作：：专注的眼神专注的眼神

扬孟子之风 显文化之蕴 圆品牌之梦
——山东省邹城市北宿中学孟子思想特色文化发展纪实

高瞻远瞩：孟子品牌创建不凡改革

北宿中学自建校之初，一直将建设特色品牌化学校作为
教育工作的重点。由此，学校提出了以“弘扬孟子思想”为总
抓手，开展、实施孟子文化教育的构想。山东省邹城市北宿
中学以“思想为先，践行为本，弘扬至上，传承发扬”为指导思
想，把学校作为“孟子思想”传播的有效场所，并把学生培养

成了“了解孟子思想、学习孟子思想、践行孟子文化、弘扬孟
子文化、丰富儒家文化”的主体。

山东省邹城市北宿中学将孟子思想中的核心“民本”
发展为“人本”进而内化为“学本”。并将之贯穿学生的自
我管理之中。实行学生自主管理，这个自主管理是学生课
堂自主学习外化为自主管理和自主生活的体现。让学生在
自己的集体中当家做主，是吸纳自我管理，更大限度发挥
学生的自主性。

独树一帜：孟子文化缔造教育魅力

北宿中学结合历史名人万章，大力做好特色文化建设
大文章，发展形成了学校“孟子·万章特色校园文化”，感
召北中莘莘学子；与此同时，构建了以孟子和万章传统文
化为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建设阵地；为全面打造“三色”
主题文化选定了基调。即蓝色文化——孟子·万章优秀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中国梦·中国教育梦文化，绿色文
化——生态环保文化，积极打造绿色校园。

学校为“孟子思想”教育设定了行善、人本、仁爱、
养气、法先的核心理念，依据这五大理念，重新界定和解
读了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校训。真正做到“孟子思
想”根植心中，“孟子思想之花”绽放在校园的每一个角
落。北宿中学在走廊的墙壁上悬挂介绍孟子生平的挂图

“孟子圣迹图”以及以“孟子思想”文化为主题的图片，还
科学设计出一些浓缩的体现善文化教育的核心理念，诸如
将“行善、人本、仁爱、养气、法先”等口号标语书写、
张贴在校园的各个角落，使校园真正变成师生们学习文
化、养成道德、提升思想的“思想家园”。

异彩纷呈：孟子特色铸就人本之风

对北宿中学学生而言，接受“孟子思想”文化教育的机会
随时可见，课外活动同样成为学校播洒“孟子思想”文化的有
利时机。国旗下讲话、孟子文化主题班会、孟子文化教育大
会、“儒家文化”故事征集、收集孟子名言相互交流、孟子文化
手抄报展览、“孟子在我心中”征文、设立“日行一善”授星榜、

定期举办孟子文化艺术节等活动，以此激发学生学习孟子文
化的激情，也为学生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

如今，因为“孟子文化”教育，北宿中学吸引了邹城
教育界的目光。2012 年 6 月 7 日，中国 《法制日报》 的记者
在山东省司法部门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北宿中学进行“青
少年法制教育”专题采访。对北宿中学校园普法工作进行
全面报道。学校先后荣获济宁市实验室建设规范化学校、
济宁市中小学教育教学网络资源基地、济宁市文明单位、
山东省家庭教育现代化实验试点学校、山东省规范化学
校、全国“零犯罪”学校等荣誉称号。

一个以弘扬孟子思想为终极教育目的的学校，必拥有
儒雅气质。北宿中学用实际行动践行了这一点。路漫漫其
修远兮，北宿中学在追求特色教育的道路上，永远不会停
止前进的脚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北宿中学必将为我
们带来更多的惊喜，让我们共同期待北宿中学鹏程万里、
展翅翱翔的那一天！

(山东省邹城市北宿中学 赵瑞利)

孔孟桑梓之邦，文化发祥之地；东方君子之国，邹鲁
圣贤之乡。邹城作为国家级别历史文化名城，承载着孔
孟之道，延续着千百年的礼教之风。一座以弘扬“孟子思
想”为目标的学校正走入学界视野，并彰显出强大生命
力，这所学校就是山东省邹城市北宿中学。学校依托“孟
子故里”的属地文化，制定了详细的孟子思想特色文化发
展方案。近年来，山东省邹城市北宿中学卓有成效地开
展了以“弘扬孟子思想”为总抓手的独具魅力的文化教
育，取得了良好育人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