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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德乐学”办学理念：
人文素养的提炼

学校认为，人文素养包括人文知识和
人文精神，其核心是个人对人类生存意义
和价值的终极关怀与思考，指向人的人生
观和价值观。人文素养教育是一种通过教
育提升人内在品质及外在行为素质的教
育，通过理论、实践等教育活动的开展，
将科学的观念、知识进行传授和熏陶，使
其内化为良好的人格、气质以及修养，提
升人的个人魅力和个人价值。

复旦实验中学办学核心理念是“厚德
乐学”。

“厚德”指以“培养和谐的人”为学
校的价值追求，教育和引导师生学习运用
哲学基本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及解决问题，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和价值观，形成师生成长的生命底蕴和人
格精神的支柱。

“乐学”指秉承复旦大学“博学而笃
志，切问而近思”的校训，培养师生人文
底蕴，掌握科学的规律、原理和法则，即
文化积淀、人文情怀、审美情趣与科学的
学习策略方法，是为学之道。

“厚德”“乐学”都立足于人文素养培
育。这一特色定位，承继了复旦人文基因
的办学传统。

高中阶段的人文素养教育，核心在于
引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在复杂的社会环
境下与人沟通相处，在纷扰的世界中学会
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为此，学
校以特色高中创建为契机和抓手，提高德
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构建指向学生
人文素养培育的德育课程体系，形成有复
旦实验特色的德育工作新格局。

在“厚德乐学”理念的指引下，学校
的育人目标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
品行端正、乐学善思、基础扎实、具有终
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中学生”。

“品行端正”，即重视立德树人，培养
富有爱心、懂得包容合作、心态阳光高雅
的中学生。“乐学善思”，即培养乐于学
习、善于学习、勤于学习、乐于思考、善
于思考、勤于思考并且“知行合一”的中
学生。“基础扎实”，即培养思路开阔、能
够扎实地掌握并能熟练运用基本技能和基
础知识，懂得循序渐进的中学生。

为达成育人目标，学校完善“传承中华
经典”研学课程。继续构建和完善学校的

“中华经典——历史之久，文明之盛”“中华
经典——文学之美，山川之丽”“中华经典
——人性之善，思想之奇”系列课程。通过

“中华经典文化研学旅行”，充分发挥隐性教
育的显性功能，带领学生探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魅力，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

开展系列特色活动。通过生命教育
（自救互救、安全法治）、人文滋养 （民
俗节庆、国学经典）、仪式成长 （生涯指
导、自立意识）、综合实践 （经典诵读、研
学课程） 等系列活动，使学生在文化认同
的基础上，拥有丰富的心智生活，成为具
有高度责任心和充满人文情怀的人。

探索劳动教育有效途径。加强学科间
的整合，将劳技课程与“传承中华经典
培育人文素养”校本德育课程有机融合，
在学科教学中渗透劳动技能、观念和态度
的培养；融入家庭教育，引导学生践行中
华传统美德，参与孝亲、敬老、爱幼等方
面的劳动；组织学生参与校内外劳动服
务，使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
度，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养成良好
的劳动习惯。

复旦实验中学先后被评为全国中学生
素质拓展实验校、全国国防教育示范校、
上海市文明校园、上海市教师专业发展示
范校暨见习教师规范化培训学校、上海市
体育项目传统学校、上海市创造教育基地
学校、上海市花园单位、上海市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示范校、区德育先进集体、区
教育系统绩效考核优秀单位等荣誉称号。

文化研学之旅：
人文素养的实践

本着“厚德乐学”的办学思想，复旦
实验中学注重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以

“中华经典”为抓手，培养学生的人文底
蕴和家国情怀。

学校“传承中华经典”研学课程，以
人文德育理念为先导，让学生充分认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滋养学生精神生
命的成长；以研学实践活动为载体，让学生
近距离体验人文精神；挖掘和发挥学校文化
资源的育人功能，提高德育有效性。

万古圣贤点亮历史长河

以学校组织学生开展的“齐鲁文化研
学之旅”为例。行前，学校组织学生作了
周密的筹备：制定活动计划，精心设计每
一天的课程内容；编写研学手册；成立摄
影、手账、研究等活动小组；细化研学管
理过程，严格活动纪律，进行纪律、行
程、规则、研学课题等培训。

学生还根据各自的兴趣点，在教师的
指导下设计了各项研究性课题探究，确定
研学主题，进而明确每个人的任务分配与
角色承担。研学途中，学生在教师的指导
下，结合研学当地的资源特色自主选择与
整合，进行相关课题的资料收集和片段小
结，回校后，各课题组完成小论文的撰写。

整个研学过程中，学生的探究能力、学
科整合能力、合作能力、责任担当等得到了
充分的锻炼。在微信公众号编写和手账绘制
中，在分工合作、记录和收集素材、撰稿或
绘画过程中，在对研学内容的体验、分享和
宣传中，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意识得到提
高，人文素养得到有效提升。

在齐鲁大地上，学生每一天都有精彩
丰富的活动内容：通过体验模拟传统的入
学拜师礼，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洗
礼，学生学会感恩、学会珍惜，培养学生
孝悌、谨信、知书达理的优良品格，开启
智慧之门。

通过体验篆刻、扇面制作，学生将学
习、欣赏和动手操作相结合，感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培养对传统文化的兴
趣和热爱。游览趵突泉了解泉水形成的原
因及布局，培养科学探究意识和能力；参
观李清照故居，感受人文熏陶。

在圣贤故里，学生观看孔府开城仪
式，感受儒家文化与历史积淀；参观三
孔，近距离深入了解孔子的生平和重要思
想；在孔庙诵读 《论语》，亲近圣贤文
化；16 岁成年礼，让学生意识到自己已经
进入了人生新的阶段，需要承担更多的责
任，拥有更高远的理想；亲手制作山东煎
饼，让学生既了解了当地的风俗，又培养
了对劳动的热爱。

在泰山上，学生细品泰山独有的帝王
文化，感悟历史积淀；体验登山就如同人
生，有高峰也有低谷，越是难以坚持，离
成功越近；学习挑山工坚韧不拔的攀登精
神；在异地给父母写明信片，懂得感恩。
参观岱庙时，让学生了解中国古建筑布局
及等级，在历代的修庙祭告碑、经幢、题
名、诗刻等共计 151 方碑林中，了解碑刻
起源及发展史，并通过亲手体验，感受中
国传统技艺的魅力。

皮影是中国民间一种古老的曲艺形
式。泰山皮影非同一般，它的曲风、人物
语言和性格有着鲜明的山东色彩。在观看
的过程中学生深入了解到泰山皮影的特
点，一般皮影通常是一个团队，至少要两
个人，大多都是七八个人配合完成，而泰
山皮影的演出只有一个人，左脚踩鼓，右
脚敲锣，口中演唱，双手指挥皮影，一个
人演出一台戏，因此，泰山皮影又被称为

“十不闲”，对艺人的要求极高。学生们通
过观看表演，既欣赏了艺术，也学习到了
传统艺人执着追求的精神，再亲手制作、
自导自演，培养合作意识，锻炼了能力。

“人常道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夜。
予却言吾不遇恩师，业成亦无期。”“青笔
沙沙纨扇，刻刀札札玉碧。”“传承华夏千
年技，回溯汉华历历。”这是学生们在研
学之旅中的感悟，令人赞叹。

“ 齐 鲁 文 化 研 学 之 旅 ” 综 合 实 践 活
动，通过对历史积淀和人文精神的萃取与
提炼，采用行走、体验、传承、感悟、实
践的综合一体化培养模式，塑造学生作为
中国人的文化自信，让中华经典文化在学
生心中真正“立”起来，让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真正“烙”进学生心中，促进中学生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使
德育更加生活化、近距离化，从而更加直
抵心灵，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笔墨纸砚潋滟世间风流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古今中外的文化浩如烟海、博远悠长，若
无亲历则犹如隔靴搔痒。历史瞬间虽已无
法重现，但丰富多彩的文化研学之旅，能
让学生走近文化、体验文化、感受文化，
帮助他们将文化内化于心，逐渐沉淀深厚

的文化素养。
复旦实验学校的另一个研学之旅，便

是徽州文化。
徽州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名目

众多，徽墨、歙砚、宣笔、宣纸等非遗文
化更是当中的翘楚，声名远扬。

在胡开文墨厂，学生们观摩徽墨、歙
砚制作工艺。徽墨有落纸如漆、色泽黑
润、经久不褪、纸笔不胶、香味浓郁、丰
肌腻理等特点，制成一块徽墨需要经过许
多道精细的工艺流程。学生们亲手体验了
徽墨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描金。在工人
师傅手下看似轻轻松松的工作，却没有想
象中那么顺利，有时候颜色涂不均匀，有
时候会涂到边线外部。学生们体会到了看
似简单的制墨、制砚工艺，需要每一个工
人师傅日复一日、不舍昼夜，用时间和辛
苦铸成，这正是所谓的“工匠精神”。

宣笔制作历史悠久、技艺精湛、质高
品优，因历代“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
一”而驰名中外。宣笔的制作需经过选
料、水盆、制杆、装套、修笔、镶嵌、刻
字、检验包装等八大工序以及一百多个环
节，技艺极为复杂。在宣城市，学生们亲
手体验了宣笔制作的“上胶”过程，切身
感受到宣笔制作过程的艰辛，领悟了华夏
传统技艺的精妙，从内心深处引发对古人
智慧的敬佩以及民族自豪感。

参观中国宣纸文化园时，学生们了解
了宣纸的原料及制作流程，并体验了其中
的捞纸工艺；采访了曾被评为“大国工
匠”、去年受邀参加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大
阅兵的周东红师傅。在与宣纸制作匠人的
交流中，学生们体会到宣纸工匠一天要工
作 15 个小时、捞一千张纸，工作量巨大。
这一行业期待有更多的年轻人投身其中，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得以延续。

尽管中国的“文房四宝”对于每一个
学生都不陌生，但像这样切身体验徽墨、
歙砚、宣笔、宣纸等非遗文化遗产的魅力
与价值，从中丰富学识、增长经验、获得
心灵启迪，弥足珍贵。

黄梅戏与京剧、越剧、评剧、豫剧并称
“中国五大戏曲剧种”。在安庆，黄梅戏大师

生动地表演了《女驸马》，并逐字逐句教学
生们学唱《女驸马》中的经典片段。在短短
半小时内，学生们都能够演唱《女驸马》名
段。带队的教师们也深受感染，携手穿着蟒
袍上台，为学生们上演了一出 《天仙配》，
获得阵阵的热烈掌声和欢呼声。通过深入了
解，学生们感受到黄梅戏的古色古香、典雅
高贵，传承人们伟大的精神以及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历久弥新的勃勃生机。

棠樾牌坊群七牌连座，从外至内的牌
坊代表着忠孝节义。在这里，学生们惊叹于
牌坊群里一个又一个动人心魄的故事；感叹
于鲍家花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精神；震撼
于祠堂中严苛的家规，并从中领悟到鲍家的
兴盛延续多代的道理。这段经历使学生们明
白，保持谦逊的求知态度，秉承严谨的法治
精神，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方能成就一个
人的伟岸、一个家族的流芳。

研学之旅，让学生们实实在在体验到
了本土文化之外的他乡文化。走进他乡，
际遇惊喜，欣赏文化的另一种丰盛。

徽州山环水绕，物产丰富。徽州先民
充分利用古徽州地域极其丰富、极有特色
的动植物资源，结合源远流长的中华烹饪
技艺，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创造了独
具特色的饮食文化——徽菜。在徽菜博物
馆，学生们动手体验了名菜臭鳜鱼的制
作，过程虽然繁复，但吃着自己亲手做的
鱼，脸上都洋溢着满足的笑容。

徽州贡菊如满天星一般装点着深山。
在盐铺，学生们体验到陶渊明笔下“采菊
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并学
习采菊技艺。起初手法略显生疏，有的扯
断了茎，有的把整簇菊花连根拔起。在当
地农民和导游的指导下，学生们学会了技
巧，心中充满自豪感，同时也对热情好客
的农民心生敬佩。

徽州园林有其独特的魅力和风格，依据
地形、地貌、水体等自然因素巧妙地布置建
筑物、构筑物、动植物，构成完整统一的整
体风景组合。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
王羲之、谢灵运到唐宋时期的王维、柳宗
元、白居易、欧阳修等人，都是园林创作者
或风景开发者。学生们来到润一生态园，亲
身体验园林造景。测量、拉线、挖池、铺
砖、种植、装墙等一道道看似复杂的工序，
在学生们的齐心协力下逐一攻克。几个小时
艰苦工作下来，所有学生都大汗淋漓。

通过这次园林造景的体验，学生们的
综合协调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动手实践能
力、植物识别能力及创新学习能力都得到很
大提升，也领悟了具有执着专注、作风严
谨、精益求精、敬业守信、推陈出新的精神
和品格对于个人以及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 扬 帆 千 里 外 谋 生 ， 历 尽 商 海 经 雨
风 。 他 乡 业 大 终 有 志 ， 魂 牵 梦 绕 故 里
情。”渔梁坝是徽商文化故里，这里流传
着一句话，“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
四岁，往外一丢”，说的便是徽州男人的
人生轨迹，徽商就是从这里扬帆起航，离
开故里到外面拼搏。

学生们沿着狭窄的街道，了解渔梁坝
的历史变迁、具有历史贡献的人物等，知
道了徽商从这里起航发家兴业、学子从这
里进京赶考博取功名的历史。仿佛看到当
年挑夫和搬运工忙碌于水埠码头，妻子幼
童趴在临江门楼上眺望牵挂的远方。在对
历史的追溯与感叹中，体会徽商的艰辛与
胆识以及承载历史和命运的徽商文化。

学生们还参观了陶行知纪念馆，学习
他的教育理念、感悟其“爱满天下”的博
爱情怀。踏访中国保存完好的四大古城之
一徽州古城，体会着忧虑、体恤民生之苦
的为官之道、仁德之心。

复旦实验中学文化研学课程的案例和
故事还在继续。以“传承中华经典”研学
课程为依托，通过“中华经典文化研学旅
行”，学校构建和完善着学生人文素养的阵
地，带领学生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
力，在其中淬炼、培育学生的人文素养。

特色课程群：
人文素养的集成

依据“厚德乐学”的办学理念和“品
行端正、乐学善思、基础扎实”的育人目
标，复旦实验中学以特色高中创建为契机
和抓手，在育人理念的梯度发展和引领
下，努力打造“卿云”系列特色课程，推
进构建以“人文素养教育”为核心的特色
校园文化体系；优化中高考改革背景下的
学校运作机制；重视实验教学开展，推进
各级创新实验室项目建设；发挥体育、艺
术、科技学科的育人功能。

人文素养逐渐进阶

酝酿、构建阶段。2002 年，学校提出
“文化育人”的立人主张，人文教育优势

凸显，经典诵读特色项目形成。通过阅读
经典与写作训练，帮助学生提高独立思
考、判断以及就公共事务进行理性论辩的
能力。学生屡屡在文学创作、艺术表演、
经典诵读等市区比赛中斩获奖项，学校也
被评为全国中学生素质拓展实验校、上海
市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校。

实践、提高阶段。2013 年，学校秉承
传统优势，进一步发展经典诵读特色，聚
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学科
育人，构筑学程进阶的集群管理模式，开
展整体课堂教学实践研究，形成“传承中
华经典”主题课程群。

完善、提高阶段。2017 年，学校抓住
上海特色普通高中创建的机遇，将“传承中
华经典，培育人文素养”申报为区第三轮特
色建设项目，整体规划学校特色发展。从

“学程设计、课程育人、环境浸育”3 个维
度，由“传承中华经典”项目的点状特色，
逐步形成“人文素养培育”整体办学特色。

多维课程全面发展

“卿云”系列课程群特色发展。学校
从建设“中华经典特色课程群”起步，逐
步演进到构建基于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的

“卿云”系列特色课程，推进人文素养培
育特色发展。“卿云”系列课程以人文素
养教育为核心目标，构建具有鲜明教育内
涵和特色的课程群，研制系列特色课程评
价指标，从“课程实施、人文素养、学校
发展”3 个维度形成特色发展。

大数据构建个性化教学。学校构建了
一套基于大数据技术精准分析学生学习成
果、即时反馈教学成效的个性化教学实施
系统，打造了一套以教学过程多媒体化为
特色的互动教学中心、以教学网络化为特
征的无边界的教学方式、以教学资源数字
化为特点的资源中心。同时，在充分挖掘
社会资源、高校资源的基础上，利用多媒
体技术开发了一批基于学生主体性学习风
格的学科课程，将课程的选择权逐步交给
学生，给予学生一定的学习空间，让学生
自主设计和规划高一、高二两个学年的课
程，从而逐步实现“我的课程，我做主”。

实验室项目建设创新推进。为缩小课
本到时间之间的距离，学校从“完善制度
文化、改善实验环境、丰富教学功能、助
推专业发展”四方面着手，推进学校实验
教学开展。依托“六艺馆”“画影叙事”

“分子生物与组织培养实验室”“智能机械
实验室”“单片机”“物联网”“物理创新实
验室”等创新实验室，提升创新实验室的
效能，打造特色鲜明的艺术、科学技术教
育模式，营造人文与科学并举的校园文化。

体育、艺术、科技学科发挥育人功
能。做好体育专项化教学试点工作；支持

“三团一队”建设，做强艺术教育特色项
目 （综合版画、绘画、舞蹈、沙画、中国
鼓），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教育，
做好“一校一品”项目“中华武术 （太极
扇） ”；作为上海市青少年科技实践站的
实践点，与华东理工大学药理学院实践站
合作做好实践点学生管理工作，积极组织
学生参加各级各类科技竞赛，以竞赛活动
促进学校的科技教育。

复旦实验中学的集群式人文素养教
育，拓宽了学生的成长路径。其育人理念
体现在人才培养方式特色上，融化于学校
管理特色中，浸染于教师教育教学特色
上，最终呈现在提升学生素养特色上，使
他们人文见长、综合发展、心灵灿烂、具
有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将来，学校将继续秉承人文素养培育
宗旨，让学生成为具有广博的文化理解
力、独特的生命感悟力、深刻的探究思考
力以及坚定的责任践行力的现代公民。

（张田岚 刘海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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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上海市复
旦实验中学，是复旦大
学心理学院附属中学。
1923 年，郭任远教授筹
建 了 复 旦 大 学 心 理 学
院。1925 年，为了更好
地进行教育心理实验、
改进中等教育，郭教授
特创办复旦实验中学。
后学校历经多次搬迁、
变更甚至停办，但与复
旦 大 学 的 联 结 依 然 存
在 ， 二 者 的 校 训 都 是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
近思”。在此历史背景
下，学校从建立之始，
在人的身心成长以及如
何培养人类社会真正需
要的人才方面，就有独
到建树。

承继复旦人文基因的办学传统，上海市
复旦实验中学立足“提升每一个学生的人文
素养”，本着“点上先行、面上融合、整体提
升”的推进思路，对学校的办学特色进行了
全新的思考与定位。近年来，学校以“厚德
乐学”为办学核心理念，由“传承中华经
典”项目的点状特色，逐步形成“集群式人
文素养教育”的整体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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