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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顶层设计纵横有序，
搭建行动德育立体场域

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按照
《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中的要
求加强行动德育的顶层设计，
以乐行教育文化理念为统领，
围绕核心素养研究制定了《行
动德育实施纲要》，架构出完整
的行动德育体系，促进学生全
面和谐发展，着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行动德育实施纲要》不但
从横向考虑价值观培养的作
用，而且从纵向考虑青少年不
同年龄阶段的衔接，整合德育
资源和实施要素，总结梳理出
以“十九三”模式（“十大领
域+九种方式+三条路径”）为
框架的顶层结构，整体呈现学
校《行动德育实施纲要》。

《行动德育实施纲要》一改
德育目标碎片化、内容抽象化
的现象，实施“做中思悟”的
德育策略，通过具体的德育行
动实践指南，凸显德育的可操
作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让行
动发生”成为学校德育工作的
基本呈现和根本要义。

（二） 实施策略一以贯之，
勾画行动德育清晰路径

行动德育勾画了“践行·
思辨·乐悟”这一清晰的实践
路径，让学生先做后悟，将所
获道德与情感最终内化于心、
上升为自觉主动的意识，践履
所思，知行合一，并从中收获
成长的快乐。这是躬身而行、
慎思笃行、内省悟化的过程，
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交错
往复的过程。

1.亲历践行，用实际行动
体验生活。

“践行”是行动德育的实施
基础。教师关注学生的生活经
验和成长轨迹，将自己的视野
放于学生的生活世界之中，从
中找寻有探讨价值的主题、素
材和典型事例，以鲜活生动的
行动项目代替传统单纯的说教
方式。

在 《行动德育指导纲要》
统领下，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
将传统意义的教师节庆祝活动
规划为“我爱您，老师”行动
德育项目。以“认领项目—自
主策划—行动实施”构成项目
内容。认领即由学生自发去承
担此项目的完整过程，要达到
升华情感、印象深刻的目的。
认领项目后，项目组学生拟定
了“问卷调查、礼发于心”两
项行动内容。

例如“问卷调查”，即从暑
假开始先通过资料查询，了解

教师节的来源以及尊师重教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渊源；通过
调查问卷完成问题调研，如：

“当今社会教师的社会地位如
何”等。

整个“我爱您，老师”行
动项目的实施，让学生更加深
刻地认识到尊师重教是我国的
传统美德，真实体现了行动德
育的育人目标，使学生在行中
有思，思后乐行，在学生自发
自愿的行动自觉中完成了道德
品质的提升。

另外，学校坚持开展了10
余年的“至乐之境，至美之
行”实践活动，也逐渐改变为

“行动项目”，学校发布要求目
标后，从过去的学校为主或是
家长为主的组织改变为更多让
学生自主认领、自主组织实

施。学生事先要对所要去的社
区、博物馆等目的地做好“攻
略”，由学生带领学生，在行走
中体验，在体验中升华。这样
收获的不仅仅是行之所见，更
是责任与担当。

2.审视思辨，用辩证思维
生发情感“思辨”。

“思辨”是行动德育的发展
阶梯。行动德育注重学生对行
动的体悟与反思，鼓励学生通
过真实体验抒发真实情感，引
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
并通过自省、询问、思考、分
辨、感悟、内化，形成自己的
思想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学
生与世界交流、对话，形成正
确的价值观。

“我的班服我做主”围绕
“为什么要做班服”“做什么样
的班服”“怎么用班服”各抒己
见，激荡思维火花，民主开展
班级自治；“班级涂鸦秀”让学
生在辩论中不再束缚天性，让

“涂鸦”扮靓教室，成为独特的
班级文化……学生在开放的思
维环境中以辩证视角看待问
题，多元理解、思维生长、情
感兴发、完成道德品质的提升。

3.乐悟内化，用正确的价
值观引导正确的道德行为。

“乐悟”是行动德育的追
求。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思索，
形成独立的理解与创造。通过道
德情感、道德知觉、道德推理的
协同培养，将道德认知内化为自
觉的道德行为，实现德育与学生
日常现实生活的对接，使认识、
体验、践行相结合。

每年升入五年级的学生都
会特别兴奋，因为他们即将开
展为期一年的“种植行动”。从
整理土地到播种浇水、除草除
虫直至收获，学生经历了完整
的种植过程，对收获的蔬菜发
自内心地珍惜；分享劳动成
果，真正体味到劳动的意义和
价值。

每到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
鼓号社团纳新的时候，高年级

“展示团”的哥哥姐姐都会深入
每个班级展示高超的演奏技
巧，激发学弟学妹的报名热
情；入选后的“预备队”新队员
都将分配到一位学长作为“师
父”手把手教他们进行基础练
习。学弟学妹向往晋级“展示
团”，跟随学长刻苦训练，而高年
级的学生也认识到自己的一言一
行都将成为学弟学妹的参照，从
而主动自我加压严于律己，师徒
之间的相互支持、鼓劲，成为凝
聚团队力量的无形动力。在这种

“以老带新，新老激励”的良好氛
围中，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鼓号
队自2010年至今连续10余年在省
市区各级比赛中均荣获金号奖冠
军的好成绩，并代表山东省参加
全国鼓号操大赛拿下了队列奖。

这种自我感悟不同于传统
的言传身教，这是学生内心萌
生的潜在价值观感受，并终将
随着学生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
的不断积累而自发参悟，将道
德认知内化为自觉的道德行
为，实现德育与学生日常现实
生活的对接，使认识、体验、
践行相结合。

（三） 迭代更新德育载体，
“智能”推动德育创新

“行动学院”是基于学校行
动德育模式实施的德育课程载
体，以 APP 程序形式，形成

“发布任务—认领任务—执行任
务—积分评价”流畅的行动指
导主线，使传统德育与数字德
育有效结合，用智能化手段推
动学校德育工作的创新发展。

学校还建立了以“行动学
院”为载体的“行动德育”实

施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在
每学年初发布本年度的《行动
学院项目手册》，其内容涵盖了

“五育”目标，融入了学校特色
课程和德育品牌特色，根据
《行动德育实施纲要》中涉及的
十大领域选取适合的行动德育
形式，整体规划全学年德育实
施内容。以“美育素养”领域
为例，除了学校常年坚持举行
的“班级艺术节”“书画展”

“华服节”等规定动作，还针对
不同年级设计了各具特色的美
育活动，分层级提升学生审美
情趣、创美境界。

《行动学院项目手册》中涉
及的项目可通过校级行动任务
公开招标、班级行动任务执行
以及重大时政任务认领等多种
形式呈现。其中，校级项目的
实施，可由各班认领或打破班
级界限组成“任务组”通过参
与招标形式认领，班级行动则
由各班自行制定。实施过程必
须遵循自愿报名、全员参与、
注重过程、强调自主几大原则。

以“班级文化艺术节”为
例，“行动学院”首先发布该任
务。各班在认真解读具体的任务
内容及要求后，有参与意向的可
递交策略创意书和经费预算书，
参与公开招标、汇报方案，经由
家长代表、校领导、学生代表组
成的评审组打分投票后，决定将
此项活动交与方案优、预算性价
比高的班级承办。

中标班级将成立“任务
组”，明确统筹、美工、宣传、
后勤等分工，推动“班级文化
艺术节”的落实，在班主任和
相关负责领导的协助下完成任
务。之后，“任务组”进行述职
汇报，总结此次任务。评审组
给予相应评定，颁发“任务完
成证书”，给予等级评定，记入

“行动学院”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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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德育领域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育人目标：培养热爱生活、乐学笃行的少年君子

行动德育形式

实施路径：“践行·思辨·乐悟”

（一）源于乐行教育哲学
早在10余年前，济南市

历下实验小学就确立了“乐
行教育”的办学理念，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寻乐行
的根，在时代精神中明确乐
行的方向，构建了丰富的乐
行文化，最终提炼出乐行教
育哲学。

“乐”是兴趣的提升和志
趣的凝练，“行”是实践与笃
行。“乐”与“行”不是两个
独立的词，而是一个完整、
循环的过程，是教育的起点，
是教育的过程，更是教育的目
标。学校始终注重“乐中行—
行而思—思后再行—行而
乐”的循环往复，形成乐思
行的育人闭环，把“行”上
升到促进学生完整人格形成
的高度，培养学生成为热爱
生活、乐学笃行的人，进而
影响其一生的发展，实现阳
光六年、厚德一生。

在这一理念的统领下，
学校将教学与德育作为落实
乐行理念的双轨道，探索形
成了教学领域的“乐学·思
辨·践行”、德育领域的“践
行·思辨·乐悟”的双模式
与双策略，架构起了从课内
到课外、从书本到生活、从
内化到行动的教育教学“闭
环”空间，化知识为智慧，
化智慧为美德，化美德为快
乐，真正实现真善美的价值
追求，快乐至善，实践求
真，人生尚美。

（二）指向行动德育内核
行动德育的内核是实

践。实践是我们每个人开始
融入社会的第一任务。德育
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脱离实
践行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推行德育生活化”
要求新时代德育工作者深刻
认识德育之本，源于实践行
动，经历思考认识，又归于
实践行动。从生活出发，追
求更美好的生活，让德育目
标循环往复、螺旋上升。

（三）归于生命成长立场
正确的行动，会带来美

好的收获，生命的成长是
“动起来”“看得见”的过
程。生命是一场持久的养成
行动，生命的成长立场正是
建立行动目标、发挥潜能、
实现目标的过程，每个人都
是“行动者”，都在行动中不
断长进。

在充分尊重德育行为养
成规律的基础上，学校将

“践行·思辨·乐悟”作为
德育的完整过程，相互衔
接、相互促进，通过“践
行、思行、乐行”，促使学
生将德育素养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从而实现德育的育
人价值。

（四）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
根本问题。立德树人是我们
党对教育根本问题的回答。
因此，行动德育必须以此为
遵循，以树人为核心，以立
德为根本，在新时代深入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践行·思辨·乐悟
——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行动德育模式与策略的实践探索

（一）“行动德育”概念
及内涵

德育要靠行动，行动彰
显德育。

所谓行动德育，就是指
有意识地通过一系列德育行
动，为学生搭建基于亲身体
验的情境或场域，使学生沉
浸在生动的道德教育过程
中，形成道德品质优化及道
德行为规范的德育策略体
系。行动德育更倡导在活动
中教育、在生活中培养、在
项目中具化，在各种实践体
验中实现由“行”到“思”，
最终上升到“悟”的道德培
养。其基本内涵为：

贵于真：行动德育需要
将行动落实到真实体验中；
需要处于更广阔、更真实的
社会生活中；需要来源于真
实的生活场域，从学校走向
家庭、社区、社会，再回归
学校教育。

落于实：行动德育要实
现“做中思悟”，德育的需求
不能流于形式而要从学生道
德需求实际出发；德育的过
程不是摆设而是体验；德育
的生成不是说教而是在行动
中思悟，在思悟中升华。

精于行：教育的精髓应
在行动中发生，“精于行，器

之华”，工匠精神如此，道德
培养更是如此。良好的行动
是道德习惯养成的根基，精
彩而美好的行为则是德行升
华的表现。

（二）“行动德育”目标
1.落实根本任务，实现

育人实效。
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通

过“行、思、乐”循环往复
的过程，引导学生在生活中
实践运用，在实践中审视反
思，在思辨中提升道德认
识，让道德提升从“行”与

“思”的交错递进中，从体悟
到思悟再到乐悟，发展学生
的道德思维、道德判断及道
德反思能力，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

2.结合育人目标，实现
“五育并举”。

多年来，学校围绕“乐
行教育”确立了“培养热爱
生活、乐学笃行的少年君
子”育人总目标，并根据育
人目标提出了“仁爱担当、
善思明辨、乐观健康、尚美
博艺、探索创新”的育人分
目标，德智体美劳“五育并
举”促进学生完整人格的养
成。“五育并举”是健全人格
培养的具体路径，更是行动
德育有效实施的行动方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在多年的德育实践中，济南市历下实验小
学始终坚持以实践、融入、审辩、体验、
生成为主体过程的行动德育，总结探索了

“践行·思辨·乐悟”行动德育模式，为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打下根基，为学校可持
续发展提供动力。

探本溯源立根基——
“践行·思辨·乐悟”行动德育模式的提出

横看成岭侧成峰——
“践行·思辨·乐悟”行动德育模式的解读

鱼翔浅底竞自由——“践行·思辨·乐悟”行动德育模式的实践

济南市历下实验小学的
“践行·思辨·乐悟”行动德育
模式，为学生架构了一个从

“行”到“思”再到“悟”的过
程，变说教化为行动化，变被
动参与为主动架构，实现了德
育工作由学生安排、由学生组
织的新型德育样态。

（一）从“不敢做”到“大
胆做”

行动德育的实施并不是一
蹴而就的，面对性格各异的学
生，学校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和成长规律，爱护学生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鼓励学生独立
思考、自由探究、大胆创新，
充分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保
护其好奇心和进取精神，让学
生在自助餐式的“践行”活动
中 选 择 适 合 自 己 的 “ 发 力
点”：“一席”演讲、乐雅书
院、乐行实践，提升学生“参
与力”；创客空间、科技达
人，引领学生发现、探索、实
验，增强学生“探究力”；社
区公益活动、红领巾寻访、法
律学习与宣传，彰显学生的

“实践力”；主题辩论会、思维

发展课，增强学生的“思维
力”。学生在一步步的“践
行”中逐渐形成勇于实践的探
索精神，形成不竭的道德体验
动力，进而大胆尝试，不断拓
展自我成长的领域。

（二）从“让我做”到“乐
于做”

在行动德育模式建构中，
学生是德育活动的建构者、参
与者、执行者、受益者。从育
人的起点，到育人的终点，环
环相扣，细密周全，所有环节
都是为了使学生获得自主的成

长能力。独立设计活动体现了
自主，合作践行扩大了自觉，
分享思辨提升了自我发展。学
生在行动德育中充分发挥主观
能动性，自我实践、自我体
验、自我获得的全过程参与让
学生“乐于做”，并从中得到自
主成长的快乐。

（三）从“自己做”到“一
起做”

在行动德育中，每一个项
目都需要学生共同努力才能完
成。从任务认领到执行总结，
学生在每一个活动的不断践行

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
做”模式下的单打独斗只能解
决个体某个环节的任务，只有
团结一致“一起做”才能实现
整体目标的达成。

一所重视行动德育的学
校，一定是充满生命活力的
地方，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被
熏陶、被激励，在不知不觉
中拥有了健全的人格、健康
的心理、强健的体魄。济南
市历下实验小学愿继续推动
德育变革，致力德育灿烂，
给学生一个美好而灿烂的人
生！

（郑晓云 李瑭 吕然
叶蓓蓓）

陌上寻芳花满蹊——“践行·思辨·乐悟”行动德育模式的张力

行动德育实施纲要框架

“美育素养”校级活动表

行动德育领域

美
育
素
养

适用年级

一至六

年级

一至六

年级

一至六

年级

一至六

年级

一至六

年级

一至六

年级

一至六

年级

一至六

年级

行动德育任务

诗情画意诵中秋

童心向党礼赞百

年主题画展

奇思妙想，向经

典致敬

传统研习——吕剧

班级艺术节

“春光为裳 不

负韶华”美术主题活

动

华服节

校园达人秀

行动德育形式

文化传播

班队课程、

劳动实践

亲子互动

文化传播

仪式节会

劳 动 实 践 、

科学探究

文 化 传 播 、
劳动实践、公益
服务

文化传播

达成德育目标

引导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而
感到震撼。诵读经典，感受经典
的魅力。

队员们用稚嫩的画笔大胆地描
绘出了对祖国和党的热爱，作品中
处处洋溢着纯真的童趣。

让学生用自己的创意致敬经
典，表达对名画的理解。

使学生在欣赏戏曲中受到传统
美德的熏陶,培育深厚的民族情感，
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把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小
学生文化教育。

培养了学生团结合作的精

神，加强了学生欣赏美、展示

美、创造美的能力。

使学生在积极的情感体验中提
高想象力、创造力，提高审美意识
和审美能力，增强对大自然和人类
的热爱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

以华服为载体，带领学生传
承汉礼文明、展现汉文化之美。
学生浸润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中，感受并展现当代少先队员的
精神风貌和民族文化自信。

学生发挥各自在艺术方面的
特长，用多种表演形式，用焕发
着青春、散发着活力的独有的艺
术语言展现少年儿童蓬勃向上的
精神风貌。

实施内容

1.按照低中高3个年级段，学生诵读有关中秋节的诗文。要求落落大方、
声情并茂地诵读，眼前仿佛是一幅幅青烟袅袅、缱绻曼妙的画卷。

2.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以手抄报的形式表达自己对中秋节的
认识，在动手动脑的实践活动中加深对中华传统节日内涵的理解。

3.用行动表达自己对家人和朋友的祝福。

1.利用课上时间带领队员们学习建党知识、党的历史知识，让学生
了解党史、激发爱国情感。

2.在了解党史的情况下用绘画、手工等形式庆祝建党100周年，绘出
心中所想、所感，为祖国献礼。

（该主题需结合每年的时政要点适时调整，例如2018年改革开放40
周年主题画展、2019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主题画展、2020年致敬抗疫先
锋主题画展）

1.父母和孩子一起临摹一幅名画。
2.挑选名画，做足功课，寻找道具，启发灵感。
3.拍照上传对比图片，展示成果。

1.定时邀请山东省吕剧院专业演员给学生生动形象地讲解吕剧的发

展史、吕剧使用的乐器。

2.观看《墙头记》《喝面叶》《王小赶脚》《借年》等吕剧经典作品，

欣赏二胡独奏《赛马》、唢呐独奏《百鸟朝凤》等经典民族器乐演奏。

3.演员与学生手把手现场示范和互动,让学生近距离接触吕剧戏曲文

化。

1.日常排练。
2.参加“历下区班级艺术节合唱比赛”。
3.开展“班班有歌声”活动，拟定活动实施方案，营造“合唱活

动”的良好氛围。
4.为确保活动期间的安全工作，学校要制定安全预案。
5.发动家委会参与排练活动。

1.春暖花开的时候，让队员们走出教室，去户外享受春天，给春天
穿上衣裳。拍摄各种关于春天的花衣裳图片。

2.用绘画等形式表现春光为裳。
3.进行项目化展示，以歌、舞、画、诗等形式展现春天的美好景色。

1.录制华服节专题视频。
2.学生着汉服进行礼仪展示。
3.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华服知识并进行展示、交流。
4.华服Q衣秀，着华服打卡济南景区拍照。
5.华服诗词诵读秀。

1.达人秀设置“舞蹈”“器乐”“声乐”“语言表演”“书画”分项，
面向全校征集学生视频作品。

2.相关学科教师进行海选，筛选展示节目。
3.校园展示，将精品节目面向全校展示，举办专题文艺晚会。

评价形式

获得最美诵读小童星

称号同时可以获得梅香章

评选一、二、三等奖

评选一、二、三等奖

开 展 红 领 巾 争 章 活

动，获得兰质章

设置优秀指导教师，

艺术节合唱比赛一、二、

三等奖

评选一、二、三等奖
和菊芳章，竹节章

个人风采奖，最具潜
质奖；

梅香章、菊芳章、兰
质章

评选各分项校园小达
人与兰质章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