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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莆田第一中学

推进“五正”教育 培育“德美识丰”新学子
“正容”为先

强化德育规范教育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画好立
德树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这个教育同心圆，对于实现社会主
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
要意义。莆田第一中学坚持系统的德
育理念，把“正容”作为“五正”德
育体系的首要环节，不断强化德育规范
教育。

学校遵循教育规律和育人规律，强
化德育规范的建立和督促，注重实现
行为的自查自律。一方面，学校从检查

“四不一要”等入手，进而推进着装、
形体、神情的容貌之正，要求学生从着
装、个人卫生、形体仪态、精神面貌等
各个方面，展现莆田一中学生良好的
外观形象和外显的气质气象。同时，
坚持开展“德育之星”“文明之星”“三
好学生”评选，发挥榜样学生的模范带
头作用，树立“人人都是行为规范管理
者”的理念，实现学生行为的自查自
律。另一方面，学校抓好德育“四个节
点”，即入学抓规范、开学抓纪律、返
校抓面貌、在家勤督促，强化德育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努力做到“家校”
一致性规范教育。

“正言”为要
营造文化育人氛围

为营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人氛
围，抓好文化浸润养成教育，学校以

“正言”为先导和契机，倡导师生都使用
文明用语、礼貌用语，构建班级特色文
化，打造学生个性化成长环境，积极开
展“美室杯”“美舍杯”活动，创造一种

“字字句句总关情”的文化氛围，构建班
级中兼具内涵和特色的文化气氛，使学
生在耳濡目染中接受正确价值观的引导。

在丰富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学校积
极创设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发挥环境
的教育功能，丰富和完善校园内宣传标
语、展板、心语心愿墙，力争让每一面
墙、每一个角落都发出正能量的声音，
规范学生的言行。同时，也让学生耳濡
目染，接受良性熏陶，实现潜移默化的
教育引导。

“正行”为本
创新德育实践模式

每一种成功都并非偶然，是付出与
实力的体现；每一个成功者都并非巧
合，是素养与品质的体现。一次成功活
动的育人效果远胜于千百次的说教，自

主的体验感悟胜过千百次的被动灌输，
要想实现德育由灌输性向自主性转变，
必须在体验感悟中实现“正行”。

在强化浸润的基础上，学校不断推
进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加强生态文明
教育，通过坚持和完善校内劳动卡、体
育锻炼卡制度，培养学生的劳动实践能
力，组织参加志愿者活动，践行“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
神，进一步使外化的德育规范内化，提
升学生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另
外，学校充分利用综合实践活动和主题
德育活动，推进校内外实践基地建设，
完善寒暑假德育主题作业制度，积极推
动学生走进田间、工厂学习一项技能的社
会实践活动，以及开展“厨艺大比拼”亲
子活动、举办“奇思妙想”创意节等活
动，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增强学生的动
手能力，加强学生的团队意识和环保意
识，在体验感悟中实现“正行”。

“正心”为重
完善德育体系

聚焦完善全员、全程育人新格局，
学校构建和实施了独具特色的“三年一
体”主题推进式德育和“三位一体”的
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在落实“四育人”目标、实现全员

育人理念的基础上，学校坚持抓好主题
推进式德育，实现“三年一体”全面健
康成长，借鉴新课程改革的模块化思
想，把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具体划分
为：高一侧重校史教育、心理学习方法
衔接、养成教育、人生规划；高二侧重
责任与包容、异性正常交往、综合实
践、劳动养成；高三侧重成人意识、励
志成才、理想信念、感恩回馈教育等，
从而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和理想、前途、信念教育，引领学生
主流价值观和高尚人格的形成，使德育
更清晰、更专业、更高效，促进学生全
面和个性化发展。

为帮助学生树立积极健康的心理心
态，学校遵循心理发展和教育教学规
律，逐步构建了一套以“点线面三位一
体，防导优和谐发展”的心理健康教育
模式，提高学生的心理潜能，培养健康
的心理和良好的心态，进而促进学生素
质的全面提高和健康成长。

“正人”为基
立德树人润物无声

“五正”教育体系中，正容、正
言、正行是精神面貌的具体表现，彰显
气质、品位和人文素养，正人则是最终
要求和终极目标。学校立足强化、重视

浸润、强调体验、力促养成，坚持对学
生行为规范按照“正容、正言、正行、
正心、正人”要求，寓教于乐，创新德
育实践模式，润物无声，让行为规范的
自觉意识融入学生的生活，在日常学习
生活中引以为鉴，时常对照，不断提升。

通过学校的教育与引领，学生的行
为习惯逐步走上良性发展轨道，在自觉
参与中思想感情得到熏陶，精神生活得到
充实，道德境界得到提升，成为“德美识
丰，行雅志坚”的莆田一中优秀学子。

在教育教学改革进程中，莆田第一
中学秉承传统，注重科学发展、内涵发
展和外延发展。学校德育成效显著，“以

‘五正’教育引领学生德育成长”获得全
国首批“一校一案”落实 《中小学德育
工作指南》 典型案例，获福建省德育建
设“百优”示范项目；基本形成“基础
类+拓展类+特色类”的课程结构，为学
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提供课程
支撑；教学方式创新，教研氛围浓厚，
各项管理制度日趋完善，办学模式多
元，办学特色彰显。

近 10 年来，学校荣膺全国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单位、全国百
强中学、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
学校、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活动特色单
位、全国国防教育特色学校、全国生态
文明教育特色学校、首届福建省文明校
园、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办学成
绩蜚声海内外。

着眼未来，学校将在“五正”教育
体系下，继续保持办学模式多元化、民
族文化多元化、培养目标多元化、学生
发展多元化的发展局面，将学校打造成
为学生多样化成长、全方位发展的舞
台，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

（蔡金清 林海君）

在素有“海滨邹鲁”
“文献名邦”之誉的福建

莆田，教育发展为地方经
济腾飞增添了力量。创办
于 1906 年的莆田第一中
学秉承“进德、力学、求
实、超越”的校训，以

“为全体学生负责，为学
生终身负责，为中华民族
负责”为办学理念，按照

“12345”总体办学思路，
全力打造“文化一中、品
质一中、学术一中、多元
一中、和谐一中”。

为 充 分 发 挥 课 程 在
人 才 培 养 中 的 核 心 作
用，莆田第一中学根据

《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 意 见》， 提 出 了 “ 强
化、浸润、体验、养成”
的德育养成模式，推进实
施“正容、正言、正行、
正心、正人”的“五正”
教育，确立了着眼于学生
终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的教育方向——

山东临沂新桥中学是一所地处偏
僻的农村中学。近两年，学校确立

“守正创新、攻坚化桥”的办学思想及
“打造最美乡村中学，向美而行”的办

学目标，全校师生共同努力，创新育
人理念，创新合作学习、课程改革等
教学思想，并将其深深根植于全校师
生的心田，促进了每一个生命绽放精
彩。

把“化桥”教育作为办学灵魂

2019 年 8 月之前，学校做“桥文
化”的课题探究，并将“桥文化”作
为校园文化的“主角”，建成了同“桥
文 化 ” 相 关 联 的 36 个 社 团 。“ 桥 文
化”的元素，在这所已有 52 年办学历
史的校园里荡漾，具有一定影响力。
但教师们开发的“桥文化”是琐碎
的、不成体系的；并且建校至今，学
校没有贯穿始终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灵
魂，发展的想象力和创新动力出现梗
阻。

如何升华、提炼出学校的办学思
想和办学灵魂？全校师生集思广益，
在校园文化上下功夫，对学校的建
筑、道路、门牌进行了命名，重新设

计了校徽，使其全部蕴含着“桥文
化”的含义。同时邀请有关专家来校
指导，在红色文化、传统文化、创客
活动、智慧课堂、智慧食堂、智慧
安 防等发展优势上，理清了办学思
想——守正创新、攻坚化桥。

在教师与学生的深入交谈和讨论
中，教师们“深深扎根乡村教育这片
沃土，做立德树人的搭桥之师”的信
念，以及学生“我们是踩着老师们用
脊背搭起的‘人桥’、德智体美劳得到
全面发展的学生”的感恩，凝聚成了
学校的办学灵魂，即：在乡村教育这
片沃土上成功“化桥”。

就这样，“化桥”文化成为了学校
的校园文化、“化桥”教育成为了学校
的办学灵魂。

让教师深深扎根乡村教育

新桥中学“新”在哪里？于教师
而言，首先是要愿意终身扎根乡村，
终身做立德树人的乡村教师。

为让教师们自愿终身扎根乡村教
育这片沃土，学校积极开展月度及年
度“身边的十大榜样”优秀教师评选
活动。把当选教师的照片和事迹制作

成喷绘图，立于学校醒目处，进行广
泛宣传。在年终的全校师生及家长大
会上，榜样教师披红挂彩，上台接受
表彰。

学校每月都为教师过生日。校领
导班子把当月过生日的教师召集到一
起举办生日聚会，送上朴素感人的生
日祝福。同时，学校班子成员每年召
集当年退休教师举办欢送会，感谢他
们的辛勤奉献，并在九九重阳节走访
已退休的老教师。

为优化教师年龄结构，经学校多
方争取，区教体部门连续两年为学校
输送了 36 名新教师。教师们在“桥文
化”课题探究中遇到瓶颈，校领导陪
教师拜访专家、教授，让他们为课改
指点迷津；教育专家举办教育讲座，
教学能手举办优质课和公开课，不论
路途多远学校都会派出同科教师外出
观摩学习；只要有机会，学校都会派
教师参加各种类型的公开课、优质
课、讲课比赛等活动，让教师们经风
雨、见世面。

社会的赞誉、生活的关心、事业
的关爱逐渐温暖和融化教师们的心。

年轻教师姜自波酷爱创客活动，
联手几位志同道合者创建了创客、机
器人、3D 打印社团。连续两年，社团

学生在临沂市兰山区中小学创意素养
能力展中大显身手，100 余名参赛学
生全部获奖，还为学校捧回了优秀组
织奖。

功夫不负有心人，教师们自愿终
身扎根乡村教育，在这里已蔚然成
风。去年驻城学校从乡村学校招考教
师，尽管进行了宣传，学校却无一人报
考。有一名女教师自愿放弃城里学校的
优越条件，调到了这里工作。这，就是
留住教师的例证。

使乡村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对于一所学校来说，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教育工作者的
神圣使命。

学校地处蒙山腹地，孟良崮战役
纪念馆、《沂蒙山小调》 诞生地等与学
校近在咫尺。临沂是著名的智慧物流
城，小商品批发闻名全国。这成为让
学生接受红色教育、沂蒙精神教育、
祖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果教育的基地。
每个月末，学校都会组织全校 54 个班
级优秀学习小组的学生，到基地接受
革命传统教育，感受改革开放给革命
老区临沂带来的巨大变化。

在红色文化和改革浪潮的耳濡目
染下，学生志愿服务热情高涨。九年
级学生殷志莹自告奋勇申请成立“临
沂新桥中学志愿服务队”，学校帮他们
制作了红佩带。节假日、周末休息时
间，志愿者们在校团委的带领下，到
镇敬老院为孤寡老人服务，清理河道
和广场上的垃圾，他们的事迹引起了
新闻媒体的关注报道。2020 年 4 月，
学校被授予“兰山区青年志愿服务先
进集体”称号。

为有效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
自 2017 年秋推广了智慧课堂，校领导
和教师们通力探究出了“361”智慧课
堂实效教学模式。2020 年，学校开始
实施“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项目
领衔实验学校”这一国家级别区域性
实验项目。有了这两个项目作为推
手，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得到有力提升
和促进。

强壮的身体是学生有效学习的根
本保障。学校认真开展早操、课间
操、眼保健操、春秋运动会等体育锻
炼，夯实学生健康基础。为引进特色
体育运动项目，学校多次登门拜访橄
榄球俱乐部，真诚聘请橄榄球外教。
于是，学校男女两支学生橄榄球队成
立了。外教精心施教，学生潜心训

练，短短数月时间，他们便取得了不
菲的成绩。2020 年 9 月，两支橄榄球
队参加了临沂市第十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中临建社杯”橄榄球比赛，获男
子乙组盘级冠军、女子乙组碗级冠军。

各类社团也为学生们展示才艺实
现梦想提供了舞台。刘洪申老师酷爱
书法，姚鲁卉老师酷爱音乐，在学校
的引导下，两位老师率先组建了书
法、舞蹈、竖笛等特色社团。短短一
年时间，部分学生的作品被学校校史
办收藏，舞蹈、竖笛社团数次登上了
学校元旦和“五四”联欢会的舞台。

学生们虽出身于乡村，但他们劳
动的体验并不丰富。为此，学校分批
组织学生到学校的餐厅参加义务劳
动，体验劳动的艰辛；引导家长带领
学生体验劳动的乐趣。为了开阔视
野，学校组织学生到兰陵农业科技示
范园、临沂大学东朱汪有机蔬菜种植
示范基地长见识。

近两年，临沂市新桥中学连续获
多项表彰，被评为区教育督导工作
先进单位、文明校园、教育教学工
作先进单位、教育教学工作进步奖、
学校安全管理先进单位、学校工会女
工工作先进单位、教育系统先进党组
织、德育工作先进单位、工会工作先
进单位、团队工作先进单位等数十项
殊荣。

新时代如何振兴乡村教育，学校
由此有了新的感悟：只要把“化桥”
教育作为办学灵魂，师生心往一处
想、劲儿往一处使，定会化新桥为

“新”桥。
（临沂新桥中学校长 全宗旭）

山东临沂新桥中学

扎根沃土 师生合力化“新”桥

传承红色基因，延续红色血脉。
为将红色资源、红色传统、红色基因
有机融入到新时代青少年的红色教育
之中，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时代要求，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东洲
中学利用当地资源，秉承培养“重情
重义、至善至美”优秀学子的育人目
标，本着“拓展三谭精神、以红色环
境熏陶人、以红色活动培养人、以规
范管理约束人、以情感构架感染人”
的思路、以“传承‘三谭精神’精
髓、打造‘红色教育’品牌”作为学
校特色与品牌建设的突破口，坚持

“三谭精神的红色教育与德育和教学相
融合”的核心理念，走出一条有特色
的“红色教育”办学之路，积极构建
红色文化的记忆场、教育场，让红色
基因融入学校的文化血脉，根植于全
校师生的心中。

发扬“三谭精神”文化
打造红色文化载体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
量，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更是
凝聚民族精神的纽带。红色文化是中
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
中凝聚而成的，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
革开放新时期得到继承和发展的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是不怕流
血、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集体主义
文化，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的爱国主义文化，是为人
类求解放和自由的共产主义文化。

在“三谭”故居，追寻东江纵队
开展革命斗争的历史烽烟，在“三
谭”革命事迹展览馆，触摸革命先烈
的轨迹⋯⋯学校位于“文风甲端郡”

“彦硕辈出”的明城镇，有着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及红色教育资源。在这
里，不仅能看到浑然天成的优美景
观，还能听到慷慨激昂的红色革命故
事。近年来，学校高位推动、系统谋
划，充分利用好明城红色的育人资源
对师生进行思政教育，在新生入学、
团员入团和党员入党的时候，有关人
员都必须先到上述基地进行参观学习
和培训。

学校注重营造具有红色特色的校
园环境，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每个师
生，彰显学校育人功能，让红色文化
渗透到师生心里，演绎成一种自觉，
浸润成一种习惯。在校园内矗立了

“三谭”铜像、建造了红色校史长廊、
在墙上标注了“爱国、奋斗、为公”
的平山精神、建起了党建宣传专栏、
彩绘了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墙画、
制作“四有”好少年宣传画、在每个

课室门口悬挂了“三谭”语录等，实
现红色教育点硬件整体和谐、细节丰
满、氛围浓厚。阐释学校红色教育目
标和愿景，彰显学校鲜明的办学特
色，让学生感受红色魅力，接受红色
熏陶与洗礼，激励学生学习革命精
神，懂得以校为荣、向前辈学习，养
成良好的品格，做重情重义、至善至
美的东洲人。

用好课堂教学主渠道
筑牢红色教育主阵地

红 色 资 源 蕴 含 了 崇 高 的 理 想 信
念、厚重的先进文化、丰富的革命精
神、崇高的人格魅力，具有超越时空
的强烈感染力、说服力、震撼力和强
大的教育功能。对学生进行红色文化
传承，课堂教学是主渠道。学校积极
倡导各学科教师将我国丰富的红色资
源融入到课堂教学的设计之中，传承
和弘扬红色文化。

学校按国家标准开足开齐“道德
与法治”“综合实践”“卫生与健康”
等国家课程，严格执行落实好国家课
程标准，学校要求各科任教师结合学
科特点，深入钻研教材内容，挖掘教
材中的知识点和爱国思想，将红色文
化思想融入到对学生的道德与法治教

育当中，加强学生民族精神与爱国主
义的培养力度，让学生形成奉献意识
和社会责任感。教室、学生宿舍等校
园区域由学生定时打扫，通过劳动实
践，让学生体会劳动的艰辛，对学生
进行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等光荣传统
教育。

打造红色校本课程，凸显红色教
育特色。把红色教育融入立德树人全
过程，增强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
学校利用明城特有的红色教育资源，
编写了 《“三谭”的故乡》《走进东
洲》《熠熠“三谭”》《古诗文阅读》
等多本校本教材，形成了学校“红色
教育”系列校本课程，让“三谭”精
神进校园、进课堂、进师生头脑，扎
实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
育，使之成为一个全校联动的课程体
系。

突出特色活动育人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红色基因是爱党爱国，是无私奉
献，是自强不息，是坚定信念，代表
着革命精神的传承，鼓舞我们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红色
基因是新时代抓好学生红色教育的重

要资源，要深度挖掘本地红色资源，
让红色文化浸润社会、校园、家庭的
每个角落。要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
色教育，践行红色精神，让红色基因
根植学生心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
传。学校系统性、计划性、系列性地
开展活动，寓教于乐，寓教于行，培
养师生良好的品德。学校除开展支部

“三会一课”、国旗下讲话、班会课、
团队活动课等常规性活动和开学思政
教育第一课、节假日主题教育、校史
教育、“三谭”精神专题教育、党建的
主题教育、党员“争先创优”活动、
邀请专家作专题讲座等专题活动外，
还开展了具有本校特色的系列活动。

红色影片人人看，学校在每学期
考试后的时间都组织学生在课室里观
看 《长征》《地道战》《铁道游击队》

《闪闪的红星》 等一系列经典红色电
影；红色歌曲班班唱，除要求音乐课
上老师一定要教唱红色歌曲外，每班
都有形式丰富的“红色歌曲班班唱”

“红歌每天五分钟”等活动，每学年都
组织一次“红色歌曲”合唱比赛；红
色基地人人去，利用好本地红色文化
资源，开展入学教育培训；红色英雄
大家写，学校开展了系列红色寻访活
动，用身边的英雄榜样，进一步影响
学生、感召学生。

另外，每年 9 月开学季，学校都
会开展为期一周的军训课程。让学生
在军训体验中锻炼身体，磨炼意志，
展现出东洲学子的风采。学校通过徒
步、重走长征路等研学活动，践行红
色文化之旅，让学生在体验生活的同
时，深刻理解“纪律”与“服从”的
内涵。

红 色 教 育 结 出 累 累 硕 果 。 近 年
来，学校先后获佛山市中小学教师继
续教育先进单位、佛山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先进单位、佛山市安全文明学校
以及“爱国、诚信、知礼”现代公民
教育先进单位、佛山市五四红旗团支
部 （总支）、高明区维稳综合治理先进
单位、高明区先进基层党组织、高明
区实施乡村战略先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让师生感受历史的温度，感受先
辈的人格魅力，红色教育方能焕发持
久的生命力、方能与红色文化同频共
振，从而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懂得要
成为什么样的人，自觉传承红色基
因，把个人前途命运和国家前途命运
紧密联系在一起。东洲中学讲好红色
故事，让那些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生动鲜活的战争实例、震撼人心的峥
嵘岁月跃然于屏幕上、跳动在音符
里、闪光在互动中，深深地根植于师
生的红色基因中。长饮沧江水，红色
育后人。今后，学校将继续以日夜兼
程、风雨无阻的奋斗姿态，扎实推进
红色教育这一利党利国利民的政治工
程、文化工程，落实“把红色资源利
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
因传承好”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全新
的姿态和蓬勃的朝气，不断地向前发
展，不断地向前迈进！

（梁水添 罗碧尘 梁伟平）

讲好红色故事 让红色基因根植学生心底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东洲中学红色教育彰显育人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