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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年龄、家庭背景、性格
特征和知识基础等方面情况各异，
这一切就犹如百川汇于学校这一海
洋。他们就像水一样变化万千，在
身心发展、知识水平、性格特征、
兴趣爱好、主观目标、价值观念等
方面都存在诸多不同。因此，学校
根据学生不同的认知水平、学习能
力和自身素质，选择符合其自身特
点的课程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让
他们像海纳百川那样，不断升级知
识储备，成为具有时代气息、适应
现代社会需要、着眼于未来社会发
展的新型学子。

滨水学校注重挖掘和发挥适合
各年龄段学生不同层次的德育功
能，努力做到全员德育，生生自
主。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进，学术
研究与经验传播同行。从水的品德入
手，以“若水文化与德育”校本课程
为载体，着眼于学生良好品质的形
成。以悠久的水文化历史为基础，通
过对水品质的分析、与水有关的名人
故事等，让学生充分了解水文化的源

远流长，向水学习。
学校充分运用德育平台，小至

班队课、中至若水校本课程、大至学
校德育主题活动，以达到若水文化浸
润生命的德育目的。梯度德育，不仅
让学生深刻体悟若水文化的意义，培
养了学生上善若水的良好品质，也提
高了全校师生的若水修养。

例如，一年级以水清澈的品
质，教育刚入学的儿童注重仪表整
洁，以水亦方亦圆的特点教育孩子
遵守学校的规矩，并在此阶段无痕
渗透常规教育；二年级以水受日照
能蒸腾向上的特点，让学生懂得上
进；三年级以水总是自上而下流的
特点，教育学生做个谦虚礼貌善问的
孩子；四年级通过水流百川汇聚的特
点，教育学生团结友爱；五年级用滴
水穿石的故事，告诉孩子恒心与毅力
的重要性；六年级利用世间之水，不
论何种形态都一心向东流的特点，力
求培养孩子树立目标努力奋斗；七年
级借“水威力无比，汇聚而成江海”
之势逐步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树立

集体荣誉感，懂得齐心协力才能共同
进步的道理；八年级以“水可载舟，
亦可覆舟”引导学生感悟“舟水之密
——相惜”；九年级借“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引导学生学会包容别人，
有容人的胸怀，有容人之短的胸襟。

校本课程将学科与若水文化的
内涵转化成具体的德育目标开展教
育活动，用综合实践的方式，把若
水品格根植于学生心灵深处。学校
各学科教师利用学科与若水文化精
神相结合的契机，延伸出各学科综
合实践系列活动。例如语文根据
《语文课程标准》 编制古诗词鉴
赏、阅读指导，英语学科编制口
语、话题类课程，音乐、美术学科
编制了适合不同学段学生的音乐、
童谣或者手工制作等，学生行为习
惯养成的活动由道德与法治教师负
责编制等。体验和感悟水文化的品
质，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研
究性学习能力，并随着年级的上升
实现螺旋式巩固，以实现良好学习
品质和思想品质的形成。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

若水灵动 滋润成长

教育不仅在于课堂之上，也在于
家庭、社会对学生点点滴滴的影响。
家长和社会力量对学生细心呵护、多
加关心，同时以身作则为学生树立正
确的垂范榜样，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
对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加以引导，
也是促进学生成长的重要力量。

学校与滨水社区开展项目共建工
作，优化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
体”的立体式育人网络，通过社区教
育、家长学校、家委会等组织，使学
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互补
充，形成德育合力，提高育人实效。

定期举行家委会换届活动，改革
家委会制度，确保年级家委会每个班
都有一名代表，学校家委会每个年级
都有一名代表，切实将家委会工作任
务落到实处，落到每个年段、每个班
级。完善家校联系制度。通过家长委
员会、家长会、家校互访等形式对家

庭教育的内容、方式、方法进行指
导，切实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和家教
质量；制定每学年家访方案，做到全
员家访、多学科家访、校级领导家
访，尤其重视单亲家庭、离异家庭、
贫困家庭、留守儿童等特殊家庭，对
其进行多次家访，指导家教工作。

发挥法治副校长、德育基地和村
委会的作用，密切联系，共商教育对
策，结合实际情况请法治副校长到校
举行法治教育讲座。

壮大家长志愿者“爱心护岗”队
伍，呼吁全员参与。校园周边交通在学
校、家委会成员、部分家长志愿者的通
力合作下得到很大改善，拥堵、逆行情
况鲜少发生。在此基础上，学校倡导所
有家长志愿者加入到这个团队，每人每
年付出半小时，在校园周边交通安全方
面为学生保驾护航，效果显著。

丰富假日小队活动，融入主题式教

育。由家长参与的假日小队活动开展得如
火如荼，反馈良好，既增进了学生之间的
友谊，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又使孩子
和家长之间有了更深入的沟通，一举多
得。在此基础上，结合学生特点，给各
年段制定教育主题，让家长在选择活动
场地时有所参照，力争在这9年时间里让
每一次假日活动都变得愉悦而有意义。

一直以来，学校遵循教育教学和
人的科学发展规律，广泛涵养优质教育
资源，营造和谐人文氛围，追求师与
生、教与学、人与校的和谐；以若水文
化为依托，促进学校人文精神的提升、
教学相长的整合、人情校景的融合。

未来，学校将深入推进素质教
育，创建若水特色学校，办人民满意学
校，助师生共同成长，推动学校的创新
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把学校建设成为具
有丰富文化底蕴的现代化学校。

（颜东升 王 莹 陈亿珍）

万物生长，离不开水的润泽；人要
生存，离不开谋求社会职业的知识和技
能。在芸芸众生里，每一个人都是人生
大舞台上的扮演者。学校引导学生自信
自强，“天生我材必有用”。相信自己，
不妄自菲薄；问心无愧，做更好的

“我”；让人生大舞台因为有了“我”的
加入而更加精彩，从而抒写不悔的人生。

滨水学校立足学生未来发展，加
快实施素质教育的步伐，体现“面向
全体”的素质教育精神，开展各类社
团活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为未
来竞争奠定基础。

学生社团文化覆盖面广。如：文
学社、探索发现社、陶笛社、陶艺
社、舞蹈社、篮球社、健美操队、合
唱社、国学社、书法社、棋类社等丰
富多样的兴趣小组。从学科上看，活
动不光有语数外等学科，还有体育、
音乐、美术、科学；从形式上看，大
部分活动做到让学生全员参与，开发
学生的潜能、发展个性特长，促进学
校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在社团发展的基础上，学校以特

色创品牌，打造了“三张名片”，让特
长学生有了更多发展机会。

“清水之韵”健美操队是学校的第
一张名片。“流水不腐”的勤劳、“滴
水穿石”的坚持引领着队员们在各种
赛事上屡创佳绩，获得全国奖项 6
个、省级奖项14个、市级奖项36个、
区级奖项11个。在2017—2018全国啦
啦操联赛中获国家级别冠军和第二
名，在2018中国体操节全国啦啦操联
赛总决赛中，获国家级别冠军。

学校的第二张名片——美术组水
拓画工作坊同样硕果累累，2018年 7
月，获得市中小学艺术节学生艺术实
践工作坊一等奖，当年10月底代表厦
门市参加福建省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
节，获得省一等奖的好成绩，被推荐
报送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
动获得全国三等奖的好成绩。

学校第三张名片——足球社团近
年来也迅速崛起。共有低年级和高年
级 3 支球队，除学校的足球教练外，
还聘请了外籍足球教练。足球队顽强
拼搏，充分体现了水的坚毅、团结、

上进等美好品质，促进了学生的全面
发展。学校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
足球特色学校”，3年来共获得国家级
别奖项21人次，省级33人次，市级98
人次，区级464人次。

将水洒落地面，它会一边渗透深入
到地表以下，一边不断向四周扩散延
展，这是其他许多事物都无法企及的能
力。人之求学也需要学习水的这般精
神，既要扎实深入地打好基础，又要对
浩如烟海的知识信息有选择地兼收并
蓄。所以，体验显得尤为关键。总要有
不断的学习、磨炼、反省、改进，才能
得以提高、成长和发展。

滨水学校坚持“以人为本”的思
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意识，注重
德育活动的组织实施，充分发挥德育
基地及社会实践基地的作用。活动讲
实效、重过程，力求每次活动都能让
学生乐于参加、积极参加、获得体
验、受到教育。

学校结合“学雷锋纪念日”，广泛开
展“学习雷锋精神，清洁校园活动”。使
学生意识到环境保护靠大家，做一名环
保小卫士，杜绝乱丢乱扔行为。

清明节，学校带领学生到鳌园进
行扫墓活动，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
育。学生为烈士敬献亲手制作的小白
花、花环，诵读清明诗词，表达了对烈
士深深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学校结合
实际，精心策划组织庆六一活动，让学
生度过愉快而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使
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体验到童年生
活、学校生活的乐趣，爱生活、爱学
习、爱家乡的情感也同时得到激发。

丰富多彩的活动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进班级、进课堂、进头脑。
校园广播站、LED屏幕、宣传橱窗、
黑板报、国旗下的演讲等各种平台，
积极宣传、营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导的校园氛围。

通过学习雷锋、祭英烈、学习和
争做美德少年、童心向党歌咏比赛、向
国旗敬礼并签名寄语等主题活动和“文
明小白鹭”等志愿者活动，学生学会了

奉献、学到了负责任、学会了爱党爱国
爱民，努力做一个有道德的人、有理想
的人、有民族自豪感的若水少年。

在积极开展校园活动的同时，学
校也加强法治安全教育。把安全教
育、法治教育贯穿到整个学期，常抓
不懈，充分利用国旗下的讲话、班队
活动进行教育，规范学生的课间活
动，杜绝不安全隐患。邀请法治副校
长到校举行安全教育讲座。加强行政
领导、教师值日工作，确保学生在校
园内能安全活动。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面向全体学
生，开展以预防和发展为主的心理健康
教育，增强心理健康意识，提高自我发
展能力。各班通过“说悄悄话”、谈
心、评语改革等诸多形式，尊重学生主
体地位和个性人格，全面落实心育“面
向全体学生”原则和“预防与发展相结
合”原则，提高育人效果。

水无定性，可依据不同的容器
形状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无色清
水，浑黄浊水，皆能予以净化。更
可贵的是，不管我们如何摆弄水，
水永远能展现出其最好的一面。学
校倡导学生在团队中学习水的精
神，积极主动调整自己、适应变
化，朝着目标一路前行，虽路漫漫
其修远兮，却上下求索而不息；包
容并济，用坦荡的胸怀迎接挑战、
战胜难关。

团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实
施阵地。滨水学校加强团队建设，
推行自主管理，创建具有滨水九年
一贯制学校特色的团队，提高德育
渗透能力。夯实基层组织建设，规
范基础团务。不断完善“学生自主

发展”的德育模式，让学生自己管
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通过加强
学生自我管理队伍建设，进一步提高
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效率。定
期召开大队部、自主管理委员会会
议，听取各委员对班级、校风的情况
汇报，采纳合理的建议。

学校在少先队方面着手加强少
先队基础建设，提高辅导员综合素
质，抓好少先队常规工作，大力推
进养成教育；在团委方面夯实基层
组织建设，规范基础团务，以团组
织为核心和纽带，以学生会作为学
生“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
育、自我监督”的主体组织，以学
生社团及相关学生组织为外围手臂
延伸。改进学校团委对学生会组织

的指导管理，确保学生会组织依法
依章程独立开展工作。学校团委切
实承担起对学生社团的归口管理职
责。严格规范执行校级团的代表大
会定期召开制度，增强代表广泛
性，推进提案制及大会发言制度。
鼓励学生争当热爱祖国、理想远
大、勤奋学习、追求上进、品德优
良、团结友爱、体魄强健、活泼开
朗的若水好少年。

学校实现了德育管理制度化、
常规化：有针对性地通过国旗下讲
话、主题班会教育、心理激励等主
题活动，让不同身份的学生明确各
自的责任，开展自我管理。通过

“班干部联席会”“年段六评小组”
“学生会干部考核组”3个平台，根
据《文明班级考核办法》，实施学
生自我管理和考核。开展中学部自
主管理委员会主席团竞选和小学部
大队委竞选活动，以“我的干部我
来选”活动，让学生通过自己的选
票选出自己的代表。开展“我的班
规我做主，我的班规我遵守”活
动，各班级以民主的方式形成各自
的班规，让每个人的行为都接受大
家的监督。开展“我的学习我做
主”活动，全体学生在班主任的指
导下根据《本学年成长计划》进行
自评，反思自己，引导学生掌控自
己的学习。完善“诚信书吧”和

“诚信考场”建设，培养学生自我
管理意识和诚信的优秀品质。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至高境界的善行就像水的品性一样，泽被万物而不争名利，故天下
至善者莫过于水。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提出的“若水文化”即是一种水之精神，是提炼了人
们在治水、用水、管水、护水、乐水等体验中，受到的一种启示、灵感，内涵包括自强不息、追求卓越、
海纳百川、博学创新、以人为本、以水为善、以水为师等。

滨水学校坐落于风景秀美的集美湖湖畔，周边风景优美，名校环绕，文化底蕴深厚。水文化便是滨水
学校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传承、借鉴、探索、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学校文化，并融合在学校的理
念、制度、校风、教风、学风及管理过程之中。学校以“水之道德”感染学生，以“水之品格”养育学
生，推动了良好教育氛围和群体力量的形成。

以“若水课程”进行梯度德育

以“团队建设”促进德育管理

以“活动载体”进行德育体验

以“社团品牌”拓宽德育发展

以“家校社”形成德育合力

己亥末，庚子春，一场突如其
来、态势凶猛的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
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牵动着所有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心。疫情发展形势严
峻，防控刻不容缓，在这危急时刻，
河北省邢台现代职业学校坚决贯彻落
实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积极响应号召，全面动员、全面
部署、全面加强各项工作，用实际行
动彰显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决
心。面对这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如何
让308名滞留在校的西藏学子在保证
健康的同时，学习、生活和心理不受
疫情影响，学校领导班子面临着艰难
考验。面对时艰，学校站在民族团结
的政治高度，强化责任担当，实行层
层包联，筑牢疫情防线，织密防控网
络，成立了以书记、校长为组长的新

冠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采取多项
切实有效的措施，极力降低留校学生
对疫情的恐慌，为藏族学生的生命安
全、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严格实施全封闭管理
筑牢第一道疫情防线

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长，且发病
前期症状与普通感冒发烧极其相似。
面对这样的情况，隔离是直接有效的
防控手段。因此，邢台现代职业学校
积极采取措施，封好学校的门，严格
控制人员及车辆进出，把好入口第一
关。学校在第一时间全面关闭西藏学
生所在校区，除值班班主任每天定时
进出外，其他人员未经校长批准一律

不得离开学校，与西藏班无关的人员
一律不得进入校区。除此之外，学校
对于出入人员及车辆管理也十分严
格。对入校人员一律测量体温，登记
好进出时间和体温后方可进入，环卫
车辆要按照规定时间进入学校清理垃
圾，进校前要对车辆进行消毒，其他
车辆一律不得进入。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疫情防控
工作隔离是核心，物资是关键，必要
的防控物资储备是防控工作的重要保
障。学校在接到上级疫情防控工作后
立即着手购置防控所需的体温计、口
罩、手套、消毒液等物品，为学校警
卫室、学生食堂、学生宿舍值班人员
配备手套、电子测温仪，为300多名
西藏学生每人配发一支体温计，每天
每生发放一个口罩，为学生食堂、宿

舍、卫生间等人员密集区配备足量的
消毒液及紫外线灯。

充分的保障工作推动了学校各
项防疫管控工作的有序开展。学生
宿舍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区域及核心
要地。学校每天对宿舍楼每个角落
进行紫外线、酒精双重消毒，确保

生活区域杀毒无死角，并以宿舍为
单位进行分散管理，通过视频形式
每日组织学生进行有益身心的文体
活动，监管每个学生定时定量摄入
水分以保证学生的身体健康。在饮
食管控上，学校加强食堂科学管
理，提高饭菜质量，采购充足的水
果、牛奶每日发放，给学生增加营
养，增强自身抵抗力。

科学管控严格执行
确保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再科学的
决策、再有效的措施，如果不能落到
实处将毫无意义。只有不折不扣地将
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各项要求、各

个措施不折不扣地落到实处才能有效
防止疫情在学校传播蔓延。

按照学校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的要
求，各部门负责人严格落实相应防控
措施。民族团结工作部严格按照上级
主管部门要求，认真填报在校西藏学
生的相关情况，西藏班班主任、管理
教师不休假、不外出，随时待命，确
有特殊情况的必须向学校防控工作领
导小组请假。所有疫情防控工作责任
落实到人，措施落实到位。学校要求
每位教师认真落实好“零报告”制
度，及时报送当日信息，确保信息及
时、畅通、准确。对出现异常情况
的，学校第一时间上报并积极配合有
关部门做好工作，坚决杜绝瞒报、迟
报、漏报的情况。

科学的管控措施和一流的执行能
力，使邢台现代职业学校在这场没有
硝烟的战争中始终掌握着主动权，直
至复学，全体西藏班师生无一例感
染，无一例疑似。没有哪个冬天不会
过去，没有哪个春天不会来临，在学
校党委的领导下，在上级领导的关怀
下，邢台现代职业学校必将守护好每
一名师生的健康，取得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最终胜利！

（刘 敏）

科学战“疫” 我们一路同行
——聚焦邢台现代职业学校西藏班留校学生防疫保卫战

为留校藏族学生发放抗疫物资为留校藏族学生发放抗疫物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