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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涵养育人沃土 特色构筑精品内核
——江西九江实验中学文化办学与教育特色发展纪实

九江实验中学创建于 1956 年，是
一所公办完全中学。学校秉承“厚
德、博学、砺志、笃行”的校训，坚
持“以人为本，和谐共进”的办学理
念，形成“精品初中，特色高中”的
办学特色。学校以“办真实教育，做
良知教师，育进步青年”的教育思想
为指导，构建德育体系，创建高效课
堂模式，创新艺术教育特色，建设多
元校园文化，让学生会学习、会生
活、会做人、会创新，健康快乐地成
长，学校的每一天都朝气蓬勃，充满
新的希望。

构建德育体系
聚力培养核心素养

厚 德 载 物 ， 博 学 于 文 ， 砺 志 青
云，笃行求是，沐浴上善道德的甘
霖，成就人生奋斗的精彩，是九江实
验中学办有思想、有灵魂、有内涵、
有品位、有活力又和谐幸福实验教育
的极致追求。九江实验中学将德育工
作放在各项工作之首，坚持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深化学生思想道德建
设，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积极培养核心素养，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以德育人，通过建设
以“感恩励志”为主题、“自主管理”
为特色、“丰富活动”为载体、“文明
养成”为核心的德育教育体系，搭建
学生展示特长、见证成长的舞台，为
学生终身发展服务。

国旗下演讲、主题班会、志愿者
行动等成为德育养成的阵地，雷锋纪
念日、青年节、校庆日等成为德育熏
陶的契机，改革开放成就展、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国家公祭仪式等成为德
育的节点。通过组织游学研修旅行、
中外文化交流、边疆农村结对、艺术
拓展训练等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国防
教育观摩、革命先烈祭奠、环湖长跑

运动、敬老助残捐赠、读书征文比
赛、晨会经典诵读、课间跑操活动、
午间静校指导等感知体验教育，让每
一个学生养成良好的品行习惯、掌握
科学的学习方法、具备健康的心理体
魄，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活动教
育中得到树立。通过科学多样的德育
方法和创新完善的德育体系，九江实
验中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深深烙上了有
自信、尊道德、讲奉献、重实干、求
进取的印记，将来走向社会成为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创建课堂模式
合力开发校本课程

九江实验中学顺应人的禀赋，开
发人的潜能，提升人的素养，完整而
全面契合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初中部
在九江市首创“学案导学”高效课堂
模式，开设学生自主学习大课堂，尊
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分层教学，因
材施教，为每一个学生提供发展的多
元平台，深度开发学生资质和潜力。
创建个性教育、梯度教学、选课“走
班”模式，为每一个学生提供适合成
长的个性空间，努力调动学生学习主
动性、能动性，使学生学习效果显
著。在发掘优势智能领域的同时，学
校致力关注每个学生的弱势智能领域
的开发，促进学生得到更大的发展。
实验中学初中生毕业进入高中学习阶
段以后，厚积薄发，潜力超常，大批
学生考入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充
分体现学生在实验中学打下的坚实基
础和培养的良好素质能力。

课堂是教育教学主阵地，学校力
推教学改革，丰富的校本课程建设不
断向纵深推进，校本课程中必修和选
修作为双车道同步迈进。必修的校本
课有外教口语、日语训练、书法写
字、心理咨询、人防与安全、形体与

语言表达等，以班为单位在指定年级
组织进行。选修的校本课有课本剧编
演、美文诵读、立体构成、版画制
作、素描基础、中国吹奏乐器入门、
英语短剧、日语启蒙、读书与写作、
数理乐趣、门球、校园集体舞等，在
所有班级推开。校本课程的开发，张
扬了学生个性，激发了教师潜能，带
动了课堂教学改革，也使教师的专业
得以发展提升。学校还响应“互联
网+”时代的要求，开设创客课堂，
引导学生协同合作，创新思维，提升
动手能力，让学生在开放创新、探究
体验中学习。

创新教育特色
竭力提升艺术品位

发展是学校的生命力和命脉，创
新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实验中学领导
认为，学校是为学生发展服务的，面
对教育改革新形势，在政策允许的框
架内，要善于发现机会，勇于抓住机
遇，有利于学生成长的事就要积极尝

试、探索，让“试验+实践”的实验
中学形象和作用真正凸显。2012 年
初，学校高中部大力推进新课程改
革，以传媒艺术和美术特色教育点燃
学生“选择普通高中也能上重点大
学”的希望，为普通高中学生打开通
往一流大学的大门。学校高位引领，
打造全国一流传媒功能教室和美术专
业画室，优化课程设置，完善艺考体
系，坚持文化和专业并重，以科学精
准训练、充分有效实践，提升学生的
专业能力和水平，取得优异的高考成
绩，每年有大批学生被录取到中央美
术学院、中国传媒大学等重点院校，
吴跃、聂文清、江凯军等连续两年夺
得江西省艺术联考传媒和美术专业考
试“九江市之冠”，学校成为九江及周
边地区艺术考生首选的品牌。

打造适合的教育，学校与北京、
上海等地传媒和美术专业学校建立教
学、艺考合作关系，聘请博士主导教
学，邀请艺术联考专家、评委到校对
艺术生进行集中指导，准确把握联
考、校考的动态，有效提升报考录取

率。艺术专业课与教育活动相结合，
融学习于活动，以活动带教学，以教
学促质量。

通过校园文化艺术节、经典诵读
大赛、诗歌朗诵节、迎新汇报演出、
名校观摩实训、艺术实践沙龙等活
动，为学生提供训练和展示的平台，
让学生浸润在艺术的氛围中。熏陶着
传统文化和艺术，学生的艺术天赋得
到极大展现，李子露等 6 名学生先后
被中国美院附中、中央美院附中等学
校录取，学生自编自导的校园情景剧

《天晓》《超级英雄》 获得全国二等
奖，《心声》《校园狂想曲》《爱》《路
上的风景》 均获得省、市一等奖，学
校连续 6 年夺得九江市学生艺术展演
冠军。

建设校园文化
全力落实精细管理

文化是学校鲜活的血脉，让师生
在品位高端的文化氛围中汲取精华、
受到熏陶，具备“腹有诗书气自华”
的高雅修养和品行，是实验中学校园
文化追求的目标。编修校志，编撰师
生文集，用健康优秀的文化浸润校
园，以积极和谐的文化营造校园，使
文化因素渗透于教师和学生的观念、
言行、举止之中，充实在他们的教
学、科研、读书、做事的态度和情感
中。校园文化精心设计，每一细微处
都透着师生对于文化的追求和品位的
提升。通过“名人文化班”活动和走
廊过道文化，促进班级文化建设；结
合三节 （科技节、体育节和艺术节）、
四报 （校报、学报、心理专刊和学生
文学）、三平台 （网站、广播和电子
屏） 及板报、宣传栏、大型墙面喷涂
等传媒方式和特色活动，打造特色文
化。发展精神、物质、制度、行为、
特色等多元文化，精神文化丰富师生

文化内涵和格调品位，物质文化使师
生教有其所、学有其所、乐有其所，
制度文化实现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精细化，提高工作效率和教学质量。
通过承办九江市“高中生中华经典诵
读大赛”“百年教育文化展”“最美校
园文化作品展”“中学生退队入团仪
式”“高雅艺术进校园”等大型活动，
使得校园丰富多彩，处处渗透着人本
精神和人文关怀，学生知书达理，教
师儒雅清正。

精细管理是学校健康发展的源动
力和重要保证。九江实验中学积极创
新管理机制，结合人事制度改革，完
善教师量化积分考评奖惩机制，加强
教育教学过程管理，推行智能考勤管
理，明确处室管理人员岗位职责，强
化行政值周和层级管理制度，逐步实
现管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提
高了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为学校跨
越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同时
实施人性化管理，让每位教职员工在
管理中快乐地工作、幸福地生活，在
管理中成就事业、实现梦想。

明确的办学思想、科学的管理制
度、优秀的师资队伍、创新的发展理
念，九江实验中学以品质铸就品牌，
赢得的荣誉纷至沓来，近年获得“全
国教育科研先进集体”“中国名校实验
基地”“全国最具办学特色示范校”

“江西省十大人民满意的好学校”“江
西省艺术教育特色学校”等荣誉称号。

办学校就是做文化，以学校文化
涵养育人沃土，特色创新构筑精品内
核，是九江实验中学不懈的追求。“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九
江实验中学不负韶华，在新时代教育
方针的指引下，将进一步着力文化办
学，创新教育特色，为学生的多彩人
生奠定坚实的基础，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实验教育。

（九江实验中学 胥明辉）

学校文化是教育本质的载体，是一面旗帜，使每一个走进学校的人都有一种对教育肃然起敬的神圣感，彰显学校
教育的魅力。九江实验中学努力积淀学校文化，创新特色教育，着力于以文化人，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让每一个学生都优秀，让优秀的学生更出色。实验中学文化办学魅力不断彰显，学校特色教育的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2020年5月1日，九江实验中学校级领导班子共绘蓝图
（右起：吕敦明、游盛华、郭小婷、胥明辉、谢芳、傅建湘、游云）

乐学向善：心有阳光梦在远方
——武汉市光谷第九小学以“向善德育”积淀成长力量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引导学生
通达完美的道德之境，是教育的神圣使
命。在 30 年的办学生涯中，全国基础教
育创新型校长、武汉市“五一劳动奖章”
获得者、武汉市光谷第九小学校长邱运山
始终恪守“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
准则，他带领学校回归小学教育本真，积
极构建体现儿童立场、具有鲜明特色的向
善文化，提出并践行“向善德育”，让学
生们在雅致、仁爱、和谐的公园、乐园和
家园中，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与浸润中，塑
造美德雅行，奠基幸福人生。

“中国光谷”，一片充满发展生机
与创新活力的神奇热土。既弘扬地域
精神以创新促发展，又勇担神圣使命
为创新育英才，这就是邱运山——这
位光谷地区任职时间较长的小学校长
矢志不渝的信念与追求。在他的带领
下，武汉市光谷第九小学牢记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通
过向善文化引领下的“向善德育”，让
孩子们育“善念”，塑“善行”，都成
为更好的自己，也使光谷九小的教育
呈现出瑰丽多彩的万千风景，特色彰
显，魅力独具。

“向善德育”之本
激发师生潜能，成就健康人生
——办有高度、有情怀的教育

光谷九小是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
区的一所全日制公办小学。1997 年
秋，东湖高新区湖口村广岭小学悄然
孕育而生。2012 年 5 月，广岭小学迎
来腾飞，学校更名为武汉市光谷第九
小学。2017 年 3 月，当代著名教育家
亲笔为学校题写校名。

2016 年秋，邱运山调任光谷九小
校长。秉承 40 年教育生涯中始终如一
的那份梦想、执着与激情，他在传承
学校理念特色的基础上，带领九小确
立了“激发师生潜能，成就健康人

生”的办学理念。结合区“幸福德
育”新型模式的探索趋势，学校提出
了“向善德育”的核心理念，即德育
工作要以“善”作为学生发展的基
点，积极营造具有“向善”特点的文
化氛围，努力探索“向善”德育系列
课程的内涵及途径，全力建设“向
善”九小。

光谷九小的办学理念体现了对教
育和人生的深度思考，成为学校发展
的强力依托和指南。在此指导下，学
校开展了省级重点课题“幸福德育”
子课题“幸福德育视域下向善德行养
成策略研究”，努力构建“德育为首，
多元体验；知行内化，多元发展”的
德育工作模式，唱响向善德育“四部
曲”（校园文化提内涵、特色活动显成
效、课程开发促提升、家校合作共育
人），引导学生思想上“向善”，行为上

“为善”，心灵上“乐善”，激发发展潜
能，获得幸福体验，拥有健康人生。

“向善德育”之形
打造立体空间，促进体验感悟
——建有温度、有故事的校园

“校园环境不但要为学生的学习生
活提供便利条件，还要体现学校精神
风貌，承载育人功能。”邱运山校长
说。学校通过建设以物载德、陶冶情

操的环境文化，让校园成为融熏陶与
教育功能为一体的公园、融学生实践
与娱乐为一体的乐园、融参与与开放
为一体的温馨家园，校园之美、之
精、之妙令人赞叹——

看，“四园一场”（桂花园、紫薇
园、樱花园、银杏园、玉兰剧场） 呈
现了自然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融的新生
态。整齐的教学楼与花木相映生辉，
再配以相关主题古诗词，桂花园 24 棵
桂花树悬挂有二十四节气简介⋯⋯移
步换景，育人无声。玉兰剧场两侧，
17 株白玉兰由校长和师生共同栽下，
寓意“在一起”；4 棵攀爬树，每棵树
都有 5 根主干，根据象形命名为“五
子四季一家亲”。这真是“小”心思，
大智慧！

看，“三池两树”（白沙池、膏泥
池、喷水池、攀爬树、亲子树） 还原
了童年本真的色彩。沙雕、捏泥、爬
树成为学生的课间活动，孩子们尽情
嬉戏，笑语盈盈，欢声阵阵！

看，德育阵地“四馆一吧”（红色
记忆馆、少年先锋馆、中国梦馆、羽
毛球文化馆、儿童书吧） 营造出浓郁
的向善文化氛围。室小乾坤大，“四
馆”整合于一间 90 平方米的功能室
内，融革命传统教育，爱祖国、爱光
谷教育，少先队教育和学校羽毛球特
色教育于一体。小“讲解员”们落落

大方地向来宾讲解学校特色，自豪与
自信洋溢于眼角眉梢。儿童书吧分为
阅读区、涂鸦区、试听区，孩子们既
能进行自然阅读，又能进行音乐、文
章欣赏，还能把阅读与音乐带来的心
得涂鸦出来，给他们带来无穷乐趣。

光谷九小校园，不张扬、不说教，
充满凝聚力又给孩子们足够的探索和成
长的空间。它像春雨、像阳光，像师
长、像朋友，给学生更有力的引领、
更踏实的依靠和更温暖的陪伴！

“向善德育”之神
借力多元课程，放飞梦想之翼
——育有素养、有特长的人才

光谷九小努力办“没有围墙的教
育”，构建教师、家长主动开发，学
生自主参与的多元课程形态，让孩子
们成长的天地更广阔，前行的步伐更
从容。

选我所爱，个性飞扬
学 校 制 定 了 “ 校 本 课 程 开 发 制

度”，以兴趣性、拓展性为主，以发展
学生个性为目标，开发了 3 大板块、
17 个系列独具特色的课程体系，包括
基础性课程板块、选择性课程板块和
综合性课程板块。选择性课程板块由
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构成。校本课程
源于儿童的生活世界，有自然与环境
系列、科学与技术系列、文化与艺术
系列、爱国教育系列、健康心理教育
系列、习惯养成系列等，如“环保与
科技”“礼仪”“心理健康”“小时候
——十个传统游戏”“轻羽飞扬”等，
为孩子提供了成长的百科全书。学校
的心理健康课程注重实效，不但有教
材，还设置了心理辅导室，由专职辅
导教师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综
合性课程包括主题活动系列、礼仪典
礼系列、社会实践系列、手工劳作系
列、创客活动系列和体育活动系列，
这些系列课程与国家课程相融合，为
学生提供了多元开放的知识世界。此

外，学校还以“走班制”形式开设了
40 多个学生社团，涵盖科学、艺术、
体育等领域，让学生们各取所爱、学
有所长。

拓展视野，知行合一
学校围绕“向善德育”主题，形

成了“年年有活动规划、月月有主题
活动、次次都人人参与”的鲜明特
色。各具特色的“家长讲堂”以及展
现学生风采、记录成长足迹的“校园
六节”等，使校园生活异彩纷呈。

“日行一善”循序渐进：推行“日
行一善”，通过主题实践活动，引导学
生存善心、吐善言、做善事，使学生
在寻善、言善、行善、扬善的过程中
感受“真善美”，并逐步实现“日行一
善”到“时时行善”，最终达到“善行
一生”。

“德育四季歌”高亢嘹亮：春季
“远足”实践行活动，夏季“感恩母亲

节”活动，秋季“十岁生日会”，冬季
“新年新愿景”活动，持续不断地为学

生注入成长的正能量。
“研学之路”无限延伸：作为武汉

市首批研学旅行试点学校，光谷九小
创新开展研学旅行实践活动。“跟着课
本游中国”，以校外活动拓展学生成长
空间，升华教育效果。组织学生徒步
5 公里赴生物城慰问演出，走进地铁
站和周边社区开展学雷锋活动，走进
香港感受都市气息，去武汉“红心”
教育基地体验军旅生活，到武汉市科
技馆观看昆虫表演⋯⋯在社会大课堂
中，学生自然笔记作品在武汉市获多
项荣誉，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
提升。学校不仅“走出去”，还“引进
来”。学校圆满承办东湖高新区“五好
关工委”考核验收活动和全区少先队
建队活动，反响热烈；迎接湖北省百
名优秀校长和学生家长代表参观校园
文化，广受好评；迎接武汉市文明创
建检查，此项绩效考核被评为满分；
开展“喜迎新中国成立 70 年，我与祖
国共奋进”活动以及联合湖北省少儿

出版社集团党支部、武汉市教育协会
开展的“红扣子”捐书和党建共建工
作，均被武汉教育电视台报道。

如 今 ， 学 校 已 构 建 了 “ 五 线 并
举”的向善德育网络和“全面德育、
全员德育、全程德育”的“三全”德
育格局，以强大的教育合力为孩子们
的成长奠基护航。“乐学向善”校训铮
铮，“向善德育”品牌熠熠。近年来学
校各项工作全面推进，获得了湖北省
学校文化建设百强校、湖北省语言文
字规范化示范校、湖北省体育传统项
目 （羽毛球） 特色学校、武汉市义务
教育现代化学校、武汉市素质特色学
校、武汉市五星级党支部等 30 余项市
级及以上荣誉。邱运山校长的 《创新
德育形式弘扬民族精神》 等多篇文章
获全国、省、市一等奖。

新近发布的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 指出，学校是公民道德
建设的重要阵地，要把立德树人贯穿
学校教育全过程。光谷九小的“向善德
育”实践无疑已经将《纲要》精神落到
了实处。从有形到无形，从课内到课
外，从全面到全程，“向善德育”实现
了从说教德育、口号德育、功利德育
向伦理德育、体验德育、活动德育的
彻底转变，树立了新时代学校德育工
作的典范。人生向善，洒满阳光；教
育向善，希望无限。在“向善德育”
的旗帜下，光谷九小正引领学生们循
善前行，追光逐梦，踏浪远航⋯⋯

（周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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