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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力量在于落到实处、落到细
处。因此，渌江中学积极推进各类活动
的开展，将文化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浸
透其中。

一是大力开展学生自主管理、自我
教育活动。学校全力推进“班级合作学
习小组建设”，让学生自己讨论建立班级
文化：班名、班训、班规、班歌、班级
口号，建立班级学生自我管理组织，做
到“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

二是围绕名家文化的要素，开展德
育系列活动。如：开展“名家文化月活
动”，根据名家文化的内容，把思想品德
教育与名家文化建设相结合。做到月月
有主题、周周有活动。名家文化校本剧
表演体验活动。通过让学生表演体验名
家文化校本剧，去感受名家文化的价值
取向，是让名家文化进入学生心灵，转
化为自己的行为方式。把名家文化说教
转化成表演体验，感受到价值取向的美
好，从而迁移到生活和学习中。让学生
在体验中习得，在体验中受教育，在体
验中成长。

三是全力办好“未来班”，加强学困
生转化工作。学校开创性地设置“未
来班”，按年级把每个班思想表现与行
为 习 惯 较 差 的 1 至 5 人 编 成 几 个 未 来
班，对他们进行集中培训。校长、政
教处主任、年级部主任分别担任未来班
班主任。未来班每半月集中培训一次，
校长及学校师德标 兵 亲 自 上 辅 导 课 。
课 程设置科学合理，既有知识讲座又
有德育活动，以活动为载体，在德育活
动中获得情感体验，在合作中培养行为
习惯。

四 是 广 泛 开 展 学 生 文 明 礼 仪 的
“654321”活动。在学校大力倡导“五讲、

五美”活动，“五讲”，即讲文明、讲礼
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五美”，
即语言美、行为美、心灵美、仪表美和环
境美。在全校开展 文 明 礼 仪 教 育 和 训
练，使教师和学生养成文明礼仪的生
活、学习和工作规范，培养师生言谈举
止高雅得体，文明大方的素养，构建一
个“文明有礼，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

信念的确定，体现着内化于心；习
惯的养成，体现着外化于行。渌江中学
学子在名家文化的熏陶下，茁壮成长。
近年来，渌江中学办学成果丰富。课题
研究获省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两个，市级
科研成果一等奖一个；教师撰写的论文
40 人 次 获 国 家 级 别 奖 励 ， 212 人 次 获
省、市级奖励；参加教学竞赛 3 人获省
级一、二等奖；28 人获地、市级一、二
等奖；学生参加理化生奥赛共有 389 人
次获国家级别、省级、地级奖励。学校
先后被评为湖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
校、湖南省安全文明校园、湖南省“平
安学校”、株洲市课堂教学改革样板校、
株洲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学校、株洲
市绿色学校、株洲市卫生文明单位、株
洲市数字校园建设试点校、醴陵市阅读
推广“先进学校”等，自 2012 年以来年
年荣获醴陵市教育质量红旗单位。

“渌水扬波英才接力早启航，江声流
韵文笔擎天敢揽月”。开拓进取的渌中人
将在易志伟校长的领导下，励精图治，
追求卓越，奋力把学校打造成“学生成
才、教师成功、家长满意”的三湘名校。

（姚 远）

湖南株洲醴陵市是中国陶瓷历史名城、花炮之都、全
国百强县市，醴陵市政府部门在打造“富强、美丽、文
明、幸福”四个醴陵同时，不忘打造教育名片，醴陵市教
育部门领导特别重视学校内涵发展。醴陵渌江中学作为本
地区的窗口学校，在这种重视教育的土壤上，不忘初心，
深耕学校内涵发展，打造学校品牌。

渌江中学源于百年前的醴陵渌江书院。清末，改渌江
书院为渌江中学。几经变迭，几历沧桑。新中国成立后，
续办渌江中学。1987年10月，渌江中学与解放塘中学合

并，取名为醴陵市第十三中学；2005年，醴陵市政府部
门为整合城区教育资源，将醴陵市第十三中学与来龙门中
学进行合并，迁新址于醴陵市城东凤坡里，恢复渌江中学
校名。

学校占地面积160余亩，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绿
化面积60余亩。学校现有7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3778
人，教职工237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55人，地市级学
科带头人22人，全国劳动模范1人，醴陵市师德标兵、
教学能手、优秀班主任等61人。

作为一所有着悠久办学历史的老校，渌江
中学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亦培养了一大批历
史名人。辛亥革命元勋刘揆一、新中国上将宋
时轮等先后在此学习或活动，著名革命家李立
三同志、左权将军曾就读于渌江中学。

为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弘扬先辈的爱国
精神，渌江中学以宣扬“红色文化”，传承革命
精神作为办学宗旨。2014 年学校被授牌为“李
立三红军学校”；2016 年 9 月，学校开设了红色

讲堂，当年承办了醴陵市李立三红军学校德育
工作研讨会；2018 年建设了“立三文化园”，制
作了“李立三简介及革命史、醴陵革命史和革
命人物、红军精神、国家领导人题词”等内容
的文化墙；在 2019 年下学期规划建设一个红色
文化展厅，编写好红色文化校本教材。学校每
年都组织师生祭扫革命先烈，参观李立三、左
权等革命先辈故居，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
扬爱国精神。2016 年 9 月 22 日，渌江中学承办

了醴陵市李立三红军学校德育工作研讨会，开
设了红色讲堂，全校师生重温长征故事，传承
红军精神，担当红色教育重任。2016 年 11 月
学校代表株洲市红色教育集团参加在四川广安
举行的首届“红星杯”校园足球邀请赛，足球
小将们发扬不畏艰难险阻、敢于顽强拼搏的红
军精神，团结进取，勇夺亚军。学校已成为弘
扬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传承红色文化的平
台。

为探究、深化学校文化建设，渌江
中学成立了以易志伟校长为组长的“名
家文化建设推进领导小组”，德育处、教
科室设立了“学校名家文化研究”科研
课题。自 2018 年 9 月以来，学校共举办
了 12 场专题培训会、研讨会。此外，学
校积极开发名家文化校本课程，让师生
走进名家文化。

在渌江中学人看来，文明有礼是名
家的形象，善于合作是名家的胸怀，勤
奋求知是名家的条件，承担责任是名家
的脊梁，自强不息是名家的关键，勇于
创新是名家的精彩。研究名家风骨，学
校以这六大维度为基础开发名家文化校
本课程，每个维度又分六个单元，每个
单元又分三个子维度，每个子维度以认
识、情感、行为为要素，或者以是什
么、为什么、怎么做进行划分。

课堂教学过程也是名家文化实施的
过程，学校通过多种途径强化广大教师
的课堂文化自觉。在课堂文化的构建上
突出了四个要素：一是融入主题文化价
值取向；二是融入新课程理念；三是融
入学科的思想方法；四是融入课堂文明
礼仪。

有机融入学校名家文化体现的核心
价值观。学校要求教师将名家文化的核
心价值观相关要素有机融入课堂，并逐
步形成具有本校特色的课堂文化。营造
一个“文明有礼、善于合作、勤奋求
知、承担责任、自强不息、勇于创新”
的课堂文化氛围。教师要注意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机，使学生热爱学习，相互合
作，承担起学习责任，探求真理，不断
地改革课堂教学方式，进一步提高教学
质量。

全面落实新课程理念。以自主合作
探究的课改理念为指导，实施体现新课

程理念的协同教学模式：“引领自学—互
助合学—点拨展学—达标测学—归纳梳
学”等五个环节，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通过自主学
习，提高学习效果。营造“人人有表达
的愿望，人人有展示的机会”，推进课堂
改革的深入发展。

着力渗透学科思想方法。学校提倡
教师结合所教学科特点和规律，提炼和
挖掘学科思想方法。通过学科思想方法
的渗透，培养学生的能力，提升学生的
科学、人文、审美等文化素养。

构建与实施课堂仪式，规范课堂教
学行为。一是上下课仪式：上课的铃声
一响，学生应端坐在教室里，恭候老师
来上课，当教师宣布上课时，全班应迅
速肃立，学生起立后，齐声说：“坐姿端
正，认真倾听，勇于交流，谢谢老师。”
然后，给老师敬礼。待老师答礼后，方
可坐下⋯⋯

二是讲授仪式：教师讲授时目光要
柔和亲切、站姿稳直、手势得体自然、
语言精练、抑扬顿挫等。学生要做到

“聚精会神地听讲，不能心不在焉、打哈
欠，更不要与同学说悄悄话”“举止得
体”等。上述行为既是对教师的尊重，
又体现着强烈的文明特点。在讲授中，
学生不断接受各种信息，在讲授后，学
生的知识得到改变，实现了对某种知识
的掌握。

三是提问仪式：教师在提问中要认
真提出问题，耐心倾听学生的回答，慎
重评价学生回答，不能耻笑学生的表
现；在面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时，同样需
要认真对待学生的问题、耐心倾听、仔
细解答。学生在提问仪式中一般应该做
到“首先举手，在老师点自己名字时，
方可站起来答题”。

根植深厚文化底蕴 大力弘扬红色文化

循名家成长之道 启人生异彩之门

坚持名家文化统领 深入落实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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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课堂文化建设 开发名家校本课程

渌水扬波铸品质 名家浸润育英才
——记醴陵市渌江中学校园文化建设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名族的灵魂。”历经时间洗
涤、淬炼过的优秀名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学校担负着文化传承的
重任，深入挖掘名家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让名家文化展
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醴陵市渌江中学以名家文化作为学校的主题文化，通过名家文化来引领学校
的发展，在名家文化建设中成为特色文化品牌学校。

湖南人杰地灵，古今名家辈出。在古代，
涌现出了欧阳询、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
左宗棠、谭嗣同等书法家、哲学家、政治家、
军事家、思想家；在近现代，涌现出了毛泽
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李立三、任弼
时、粟裕等革命家、军事家，还有教育家徐特
立、成仿吾，作家田汉、丁玲，哲学家、文艺
理论家周扬，画家齐白石，历史学家翦伯赞，
经济学家黄松龄等。

为传承湖南名家思想、智慧、做人品质，
激励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学校办学品位提
升，2018 年下学期，新任校长易志伟率领领导
班子和教师队伍，在“红色文化”宣扬传承的
基础上，力推名家文化建设。力求通过主题文
化的引领，增强师生精神感召力，促进学校的
内涵发展，提升学校文化品位，助力教学质量
更上台阶。

什么是名家文化？易志伟校长介绍说，名
家文化是指以名家的思想为内核和价值取向，
以研究和实施正确的名家成长的精神和理念，
形成激励师生成长的人生观、价值观为主要内
容的文化形态。通过名家文化建设，使师生员
工对名家文化产生认同，并发扬名家精神，形
成名家的价值取向，进而形成共同信仰的文
化。学校文化建设的主体是学校的师生员工；
学校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价值观；学校文化建设的
载体是各种表意符号——课程、活动、环境等。

名家精神是名家文化的动力，渌江中学在
研究、弘扬名家文化的基础上，基于名家文化
的内涵特征，凝练出属于渌江中学的名家文化
办学理念体系。

核心价值：循名家成长之道，启人生异彩
之门。核心价值观是学校成员对学校发展目标
的认同，又是学校成员办学所遵循的行为准
则，更是学校必须拥有的终极信念。

循名家成长之道。它是指学校办学要遵循
名家成长的规律、道路、方法、规则，师生员
工在传承进取中所遵循的为人、做事、求知的
价值观所形成的做人之道。基于名家文化的要
素，师生成长之道可以概括为：文明有礼、善
于合作、勤奋求知、承担责任、自强不息、勇
于创新六个要素。

启人生异彩之门。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
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每个学生的智能类型
是不同的，分为八种类型：语言智能、数理逻
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运动智能、人
际交往智能、自然观察者智能和自省智能。教
师只有发现学生优势智能的差异、尊重差异，
才能在差异中发展学生的素质。对于学生来
说，初中教育是人生的基础教育，在初中三年
的教育中，教师要发现学生的个性差异，尊重
学生的个性差异，让学生在差异中发展，开启
人生个性特长发展的大门，为每个学生个性得
到异彩绽放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学校来说，

要尊重教师的个性特长，发展教师的个性，让
教师的生命也能在学校中异彩绽放。用名家成
长的精神引领师生，学习名家成长的优秀品
质，塑造师生综合素质。

校训：自强不息，追求更好。自强是指一
个人自觉努力地奋发图强，是无须他人提醒的
自觉努力的行为。是自发自动、自我勉励、自
力图强的一种个性特征。自强是一种精神，是
一种美好的品德，是一个人活出尊严、活出人
生价值的必备品质；是一个人健康成长、努力
学习、成就事业的强大动力。自强是在自尊、
自爱、自信、自勉的基础上充分认识自己的有
利因素，积极进取、努力向上、不甘落后、勇
于克服困难的优秀品质。

历代名家的成长经历都是追求更好的历
程：通过自强，不断地严格要求自己，自发自
动求知、做事和承担责任，通过不懈的努力，
做到精益求精，今天比昨天好，明天比今天
好。这样就会在一个个循环中不断学习，挑
战，进步，再学习，再挑战，再进步。不断完
善自我，走向成功。

校风：立志立德，立功立言。立志是指立
下志愿，树立志向。出自 《左传·襄公二十七
年》：“志以发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参以
定之。”人生要明确发展的志向，围绕着志向去
努力，才能有所作为。立志是人生发展的风向
标，只有明确自己的志向，有强烈的成就动
机，一生努力奋斗，才能有所成就。

立德、立功、立言是人生的三件大事，出
自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与叔孙豹讨
论“朽不朽”的问题。范宣子说，他的家族从
尧舜时期就已经受封为贵族，经历夏商周，一
直到春秋时期，世代受封，延续千年以上，长
盛不衰，这是不是可以说是“不朽”了？叔孙
豹回答，这不能算“不朽”，只能说是“世
禄”。他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
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做人首先要修炼自己的人格，树立高尚的
道德品行；其次，要学会做事，承担责任，为
社会做贡献；再其次，要修炼自己的言行，学
会做文章，当自己离开这个世界时，其言行还
能指导着这个世界，这是名家的特点。立德、
立功、立言即做人、做事、做文章。“三立”，
现在我们可理解为人生的三个更高标准，或者
说是成功人生的“三部曲”。

立志、立德、立功、立言，说得通俗一
些，就是志向、做人、做事、做学问。

教风：求真合作，责任创新。求真是指在
探究自然、社会和教育规律所具有的科学态
度、科学精神。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作为教师，无论是做
人、做学问，还是教书育人，都要做到求真求
是。无论是学校团队，还是学校中的每一个成
员，只有求真求是，才能不断地认识教育本

质，把握教育规律，才能实现教育教学的可持
续发展。

合作是指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之间为
达到共同目的，彼此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的一
种方式。合作是课程改革倡导的一个重要理
念，合作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与教师、教
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进行相互
配合、互相帮助，共同开启智慧的人生。

责任对教师有两个含义。一是在职业道德
上，把教书育人的工作当作个人分内应做好的
事，在各项工作中努力做到尽职尽责；二是当
没有做好自己工作时，要承担不利后果，要对
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进行反思。对于教师来
说，责任意识，是“想干事”；责任能力，是

“能干事”；责任行为，是“真干事”；责任制
度，是“可干事”；责任成果，是“干成事”。
教师的责任心就是关爱学生、关心学校、关爱
社会等。教师的责任是必须使每个学生都进
步，教师有了责任心，教育生活就有了真正的
含义和灵魂。

创新是通过自己的学习与研究提出有别于
常规或常人思路的见解、方法、元素等，并能
获得一定有益效果的行为。教师的教育教学创
新表现为：不墨守成规，勇于教学改革，勇于
接受新的教育观念，勇于尝试新的教学方式，
勇于创新教学方式等。创新是推动教育教学改
革与发展的不竭动力。学校的教师队伍要想走
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也不能没有创新思维，一
刻也不能停止对教育教学改革的研讨。创新是
名家的品质，也是教师教学改革与发展的重要
品质。

学风：勤奋自勉，思辨精进。勤奋指坚持
不懈地、高频率地做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 ；
勤，就是要珍惜时间，勤学习，勤思考，勤探
究，勤实践。学业的精深造诣来源于勤奋。

自勉是指自己勉励自己努力学习，是无须
他人提醒，自觉地承担起学习责任，努力学
习，勤奋不止。世上凡是优秀者都能做到自发
自动地学习，自己勉励自己，奋发图强、奋发
努力，成为同伴中的模范人物。

思辨是指在学习的过程，善于思考，明辨
是非，认真仔细，保证学习的质量，把学到的
知识落实到行动中。学习必须与思考结合起
来，才能真正掌握知识。孔子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即是说，只学习前人遗留
下来的知识而自己不去思考，将会停留在迷惘
之中而不知道正确与错误，只是凭空思考而不
利用前人的知识和经验，那将一无所成。可
见，读过书后不去思考或只去思考而不读书都
是学不到知识的。

精进是指学生的学习每天要付出极大的努
力，通过精准地学习，把每一天的学习任务达
到理解、巩固和应用的要求，使自己的学业能
得到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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