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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文教 文以道育
——记广东省东莞市横沥中学“文道教育”品牌建设

“文道教育”品牌内涵解析

横沥中学所创的“文道教育”学校文化
品牌，道以文教，文以道育，源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基于现代教育发展需要，根于地
域丰厚文化水土，成于学校礼文化办学特
色，向于未来学校思考规划，并在横中人的
教育实践中日臻完善、与时俱进。

“文”一字出于 《易经》 贲卦彖辞：“刚
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
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释名》 解释“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
《周礼·天官·典丝》 云“供其丝纩组文之
物”，《考工记》 言“画绘之事，青与赤谓之
文”，《礼·乐记》 曰“五色成文而不乱”，以
上种种均指轨迹、条理、纹路之意，延伸至
当今教育，人所施行的治校制度、构建的校
园环境、开展的特色活动、日常的教育教学
行为等均为“文”。

“道”作为哲学概念，最早出自黄帝时期
的 《广成子·自然经》，与汉字同在，与中华
文明同在。《说文解字》 中言：“所行，道
也。道，所行也，事也。”道即所走的道路，
所行的方向。万物各有其道，故天有“天
道”，人有“人道”；而人从属于天，故“人
道”出于“天道”。“天道”一词转换成现代
的语言，则可作天地万物运行的方式、本质
或客观规律解，如能量守恒是物质转化的规
律，勾股定理是直角三角形的结构规则等。
对于横沥中学来说，具体可理解为数理化生
等自然学科所揭示的规律，学生所需要形成
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人道”一词转换成
现代语言，即人类社会运作所应遵守的基本
伦理、法则和规律，如为政之道、为师之
道、为生之道、为人之道，文有文道、艺有
艺道、舞有舞道、诗有诗道。对于横沥中学
来说，具体理解为“礼文化”所蕴含的伦理
道德、言行规范、社会公德、仁义之心、责
任担当等人文素养和生命关怀。

“文道”相合，正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在
《通书·文辞》 中所言，“文以载道”——
“文”是要寄寓“道”的，即文学、文字需要

表达思想，要能够作用于社会。对教育而
言，道通过文而教化，文通过道来培育，教
育者施行的治校制度、构建的校园环境、开
展的特色活动、日常的教育教学行为都要符
合客观的教育学规律，达到让人全面发展的
目的。

“文”规定纹路，是“道”的载体和外在
体现；“道”寄于“文”，孕育其中，化入人
心，在人心中运行，即形成文明、文化。无

“道”则“文”为虚，有“道”则“文”为
实。文道并重、互融共生，“兴文达礼”的目
的是明道，“明道立人”的途径是兴文。要努
力让教育中的所有事情都“适于其时、合于其
道”，这个“道”就是学校应秉持的教育价值
观，多数教师要追求的价值取向、认同的教育
理念、秉持的职业操守，呈现为五观 （学校
观、教育观、教学观、教师观、学生观）。

横沥中学的文化理念来源于深厚的文化
底蕴，结合现代教育思想，每一条都有着广
泛而深刻的理论含义和实践意义。它是学校
日常工作的行动指南、策略和方法，并且已
经改变和正在进一步改变着学校的内涵和学
校的形象。

“文道教育”理念体系

“用‘兴文达礼，明道立人’的校训精
神，来涵养师生的生命气象，凝练出‘文道
九核’，实践‘培养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和国际
开放视野的高素质现代公民’教育理想，是
横沥中学六十余年来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是‘崇仁守礼，善学慎思’‘身正行范，学教
相 长 ’‘ 容 正 仪 端 ， 知 行 相 成 ’ 的 精 神 根
基。”袁怀敏校长以其深邃的教育理念概括了
横沥中学“文道教育”创新之内涵。

他说，“文”的核心是“礼”，“礼”是
“文”的支柱和框架。具体指社会的典章制度

和 道 德 规 范 ， 故 孔 子 曰 ：“ 不 学 礼 ， 无 以
立。”文明守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长期
以来被人们视为衡量每个人为人处世的道德
标准之一。礼包含三个层面的具体指向：第
一，礼貌礼仪礼节，其旨在言行之正；第
二，规范及秩序，其本在敬让之心；第三，
形成家国天下一统的内在机制，其体在思想
价值之一统。“兴文达礼”正是通过教育落实
学生的文化基础、人文素养与规则意识，来
达到人人彬彬有礼、社会和谐运行的理想境
地。

横沥中学校训中的道，含有天道、人
道、教育之道、学校之道、学习之道多重意
蕴。天道即天地自然万物运行的规律和法
则，客观世界内在的属性，事物运行的方
式、本质等，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但可知可遵循。人道即自然人生命
新陈代谢生老病死的规律、社会人的基本道
德规范和社会价值与人类社会的基本遵循和
普遍法则。教育之道在于赋予学生生命智慧
和成长能量，教育学生知道他是谁，教育学
生探索世界的真实模样，知道如何与世界、
与他人相处，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唤醒
生命之光，激发创造力，成就最好的自己。学
校之道在于为学生的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培
育植根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公民。学习之道的基
本原则是善于学习、学会学习、终身学习，学
习就是要钻研事物的微观细节从而来理解是什
么促成了宏观上的问题与矛盾。“明道立人”
正是要洞悉与明确客观的泛教育规律，以此为
指导，培育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

谨遵“兴文达礼，明道立人”的戒训，
学校以“培养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和国际开放
视野的高素质现代公民”为办学宗旨，矢志
培养中西会通的有识之才。该校提出的办学
宗旨蕴含了以下六层教育含义：

一是智识教育，其着力点是系统知识。
“少知而迷，无知而乱”，学校正以知慧智，

即通过知识的学习和训练，在一定知识领域
内培养基于事实的智识能力，然后因小通
大、推肉合灵，达到对一般事物的理解力和
判断力。二是仁爱教育，“仁者无不爱。凡爱
人爱物，皆爱也。”学校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
培育学生的知识和行为，更在于提升学生的
思想道德水平和境界，不论对周围的人，还
是外部的环境、自然、社会乃至宇宙，都怀
有关爱之心。三是伦理教育，通过笃行人伦
的美德，来确立人心中的仁义根基。在学校
里，通过德育课程和规章制度，教导学生做
善事、行善举，因为只有当人人都怀有善
心、行善举的时候，家庭才会和睦团结，社
会才会形成和谐的氛围。四是礼规教育，人
的素养真实体现在行为上，夫子云“听其言
观其行”，行为儒雅端正的人才真正体现文明
的内心、具备文明素养，中华现代文明人不
仅应该做到语言的文雅，更要做到言行一
致。五是公德教育，遵守公德之道必先培育

“公”的意识，每个公民虽都拥有一定的权
利，但同时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履行一定
的职责，只有遵守公德，才能形成良好的公
共秩序。六是担当教育，随着社会的日益进
步，学校教育不但要让学生收获知识，更要
注重培养学生的责任担当意识，横沥中学正
是通过课堂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
勇于承担、敢于担当的精神。

此外，横沥中学依据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遵循中学生身心发展的普遍规律，参
考中国古代经典文献与地方文化风骨，基于
对学校文化品牌的深入解读，提炼出了“文
道教育”学校品牌下的横沥中学学生九大核
心素养。

身心健康——身体健康自如，心灵充盈
完满；人伦恩义——笃行人伦美德，确立仁
义根基；言行举止——仪容洁雅端庄，言行
雅正合礼；为学品格——修身则法贤能，为
学则至精广；文化底蕴——人文积淀丰厚，
古今中外贯通；科学态度——思维科学严
谨，研究注重实证；责任担当——勇于承担
责任，做好分内职务；知行合一——参与社
会实践，历练处事能力；思想境界——视野

宽广高远，心怀家国天下。

文道校本课程体系建设

袁怀敏校长形象地比喻，“生命”就应当
像一棵树，扎根沃土，正直挺拔，生为栋
梁，担当满怀。“让学生们像树一样成长！”
就是他提出的教育理念，已经根深蒂固地植
根于明德学子的思想和行动中。

学校在“文道教育”的价值体系支撑
下，融合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内容作为课程
文化之基础，发扬地域特色文化资源与学校
优秀办学传统，依据“文道教育”下的“办
学宗旨六项教育内涵”与“九大核心素养”
开发出“文道校本课程体系”，统率极具校本
特色的“兴文”“明道”两大校本课程模块，
并下辖“伦理课程”“礼规课程”“智识课
程”“公德课程”“仁爱课程”“担当课程”等
多个功能具体的子课程。整个课程文化系统
结构完善、统合严谨，包含 10 多项二级课程
模块，其中包括“经典诵读课程”“明达社团
课程”“知行研学课程”等模块。

学校不仅在全年段开展 《论语》 诵读，
而且根据年级不同进行深浅不同的阅读内
容，初一为 《朱子家训》，初二为 《大学》，
初三为 《孟子》，做到初一年段诵读、浅讲、
日常要求,初二、初三年级段诵读、深讲、延
伸阅读。学校每周都有一节课集体诵读，并
安排教师做讲解，帮助学生很好地理解文
本。为激发学生对经典诵读课程的内驱力，
学校颁布了课程评价标准，教师将根据学生
一学期情况评出“经典诵读之星”，并在学期
末散学礼上接受校长表彰。

在“明达社团课程”中，学校为学生提
供了丰富多样的社团课程资源，着眼于激
发、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开发学生
的潜能，促进学生个性的发展和学校办学特
色的形成。如今，横沥中学共开设了 50 多个
社团和兴趣小组，分为“明人道”和“达天
理”两大类型，其中“明人道”包含国球社

（兵乓球）、跃动篮球社、乘风社 （田径）、太
极社 （武式太极）、齐心球社 （足球）、跆拳
道、御美舞社 （舞蹈队）、麒麟醒狮等社团，

“达天理”包含 3D 打印、牛顿也吃苹果、无
人机、偃师工坊 （创意机器人）、“造物者”

（创客）、趣味生物学、智创生物学、趣味数
学等社团。学校为学生们每周安排两节社团
活动课，每个社团根据学生一学期情况评出

“明达社团之星”，学期末散学礼上列队走校
道接受校长检阅表彰。其中，不乏一些明星
社团，比如该校的“创客”社团，已申请 6 项
发明专利，承办了 2018 年横沥镇“百年牛墟
风情节创客教育展示活动”。在 2019 中俄国际
青少年十万个创意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2 个、二
等奖 5 个、三等奖 7 个，并且有幸到中俄创意
大赛现场参加颁奖典礼。横沥中学因此也荣
获了中国青少年创新教育实践基地的荣获称
号，肖春琳老师荣获全国优秀辅导老师称号。

横沥中学的知行研学课程要求学生在教
师的指导下，自主地运用研究性、实践性的
学习方式，发现和提出问题，培养探究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文道教育下的知行研学课程
由“经典研学”“礼仪研学”“游学研学”三
个板块组成，对文道教育进行研究与实践相
结合的综合研究型学习。

经典研学课程部分负责在提升师生文化
知识储备的平台上施加“文道教育”的影响
力。通过对文道渊源、《大学》《论语》《孟
子》《中庸》 等经典的讲解，促进学生对中华
传统文化的了解。

“不学礼，无以立。”人心中的高尚品德
必须通过外化的礼仪得到体现，而“文道教
育”下的礼仪研学正是要通过礼仪培养学子
们“崇仁守礼”的高尚品质。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研学课程
通过走出教室的综合实践活动，在亲身实践
中对学生进行知识积累与人格养成教育。

学期末，学校根据学生一学期在三项课
程的综合表现情况最终评出“知行研学之
星”，为学生们的追学赶超提供不竭动力。

科普教育 开启科技梦想

2018年7月28日，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主
办、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机器人文化艺术专业委
员会协办的 2018 第四届全国青少年机器人及
人工智能创新大赛正式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
20多个省市的600余名参赛选手参加了本次大
赛。横沥中学肖春琳老师带领的创意机器人团
队成员肖蕊、施颜培、马舒畅、张琦同学荣获
FLL 项目工程赛三等奖和优胜奖。

肖蕊、施颜培、马舒畅、张琦只是横沥
中学科普教育活动中涌现出来的优秀学生中
的一部分。在横沥中学，师生人人爱科学、
学科学蔚然成风，一大批科技特长生脱颖而
出。在 2018 届东莞市科技创新大赛中，横沥
中学共获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在 2018 年东莞市中小学生创客嘉年华活
动中，该校创意 STEM 活动机器人小组荣获一
等奖 4 个、二等奖 5 个、三等奖 10 个，并且荣
获最佳成果展示奖。2018 年，机器人设计团
队参加广东省少年儿童发明大赛，荣获三等
奖 2 名。同时经过大赛后有 4 个作品申请专利
通过，到目前为止横沥中学已经有 13 人次学
生申请到专利。在第十五届东莞市中小学生
电脑机器人竞赛中，林志豪、梁培锋、香俊
源、吴俊祺荣获创意闯关项目一等奖，毛淑
婷同学荣获超级规迹赛二等奖，周诺、张庭
菲荣获太空之旅项目三等奖，林文聪、乐炳
杰、陈泓宇同学荣获创意闯关项目三等奖。

这一项项科技成果，既凝聚着获奖师生
的智慧和汗水，得益于横沥中学重视并加强
科技教育，培养了学生的科学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更离不开袁怀敏校长的执着坚守。

自 2012 年任横沥中学校长以来，袁怀敏
就对学校的科普工作高度关注。在他的指导
下，科普工作小组不仅确定了科普特色教学
的基本主调，培养更多的创新人才，并且在
他的带领下成立了专门的科技小组，由肖春
琳老师做全校的科技辅导员，各个科组都参
与进来，同时开展了接近 55 个校本课程，在
科普发明的师资方面做了最大限度的开发。

近几年，学校先后投入上百万元，把实
验楼二楼整个楼层作为科技活动场所，有百
校创新人才培育基地办公室和教室两个，同
时还有专门的乐高机器人功能教室、3D 创客
研究室、创客活动设计功能室、创客活动教
室、无人飞机功能室，还购置了各种硬件设
备，如电脑、打印机、多媒体等，硬件设备
较为齐全。

在校本开发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的
成绩，有 3D 课程、机器人课程、麒麟醒狮队
课程等，在科普方面更是一年上一个台阶。
近几年来，学校成功获得了东莞市科普标兵
学校、东莞百校创新人才培育基地 （ 该校
是东莞市首批初中 6 所学校之一）、东莞市创
客学校 （首批）、东莞市科普教育协会理事单
位、《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 教评测重点督评
示范校等荣誉。

“创新教育要定位在以培养人的创新人
格、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
袁怀敏校长深谙此道，他说，“要通过科普活
动、创新教育、创新学习、探究实践活动，
增加学生的科学知识，使之逐步形成科学的
方法和科学精神，进而达到培养和提高学生
科学素养的目的。”

文 化 ， 说 到 底 是 以 文 “ 化 ” 人—— 人
化。漫步在横沥中学校园，景点旁、花丛
中 ， 醒 目 的 板 面 、 插 牌 ， 或 留 言 或 寄 语 ，
以富有诗意的语言，烘托出一个意蕴浓厚
的氛围，营造出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大
境界。

秉承“培养具有中华传统美德和开放国
际视野的高素质现代公民”的办学宗旨，沿着

“兴文达礼，明道立人”的校训一路走来——
横沥中学特色鲜明的文化气息，彰显着传承与
创新，演绎着严谨与开拓，成为素质教育的沃
土、人才辈出的摇篮、教育创新的阵地。

啊，魅力横沥，沃土情深！
（高 歌 海 凤）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文化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
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
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近年来，东莞市横沥中学围绕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大力实施“文化铸校”工程，
将文化的种子播进育人沃土，精心培育，构
建了独具特色的核心文化体系——文道教
育，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和
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我们树立了一个“以
文化人、以文育人”的育人典范。

袁怀敏校长在校园电视台作学术报告

中俄创意梦想学校获得11项奖励

教师节送花

期中考试总结大会

百日誓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