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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第六中学

“五育并举”特色发展
教学楼
近年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第
六中学 （以下简称“六中”） 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打造全
员协作育人、全程联动育人、全方位
联动育人的教育工作新格局，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落实到各学科
的教育目标中，融入校园文化，贯穿
学校管理，培养了一批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六中秉承“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办学理念，以“彰显学校特
色，打造美育品牌，强化德育管理，
构建和谐六中”为目标，深入贯彻
《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
教 育 质 量 的 意 见》 要 求 ， 积 极 推 进
“五育并举”，着力构建德、智、体、
美、劳融合的育人体系，努力增强融
合育人效果，做好学校特色发展文
章，开展具有时代特征、校园特色、
学生特点和教育特质的实践活动，推
动学校“五育并举”日常化、多样
化、特色化发展，努力让每一名学生
都享受到高质量的教育。

“五育并举”，全面发展
六中立足课程目标，积极落实
“五育并举”全面发展要求，充分发挥
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聚焦质量、课
堂、队伍和管理，设计多种课程延
伸，对教学进行有效支撑，拓宽覆盖
面，丰厚课程内容，进行高品质课堂
架构，努力提升育人质量，为学生终
身发展奠基。
以课程为抓手。六中注重“五
育”在各学 科 的 渗 透 ， 探 究 在 学 科
内 发 掘 现 有 课 程 的 “ 五育”融合方
法。结合学校文化内涵，丰富和细化
以“融合学习”为目标的阳光课程体
系，开发系列校本课程，如“心随舞
动——中国民族民间舞”“环境污染的
治理”“彩铅世界”“国画选修”“中国
传统、法定节日感恩手册”……强化
各学科以校本课程为载体向“五育”
集中整合，不断构建“五育并举”的
课程体系，打造跨领域、跨学科的综
合课程。

以课堂为阵地。六中将“五育并
举”融入课堂教学，推动教学创新，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通过开设教研组
长论坛等，及时分享学科课堂的“五
育”融合经验，以教研组长带动教
师，以教师带动课堂，让“五育并
举，融合育人”的观念深入人心；还
通过探讨过关课、研究课、示范课以
及各学科不同课型的融合育人方法，
探究在课堂教学中如何提高融合育人
效果。让“五育并举”成为教师应具
备的教学新基本功。
以劳动教育为途径。六中充分发
挥校内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作用，在
原有基础上扩大基地规模。把劳动教育
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学生须定期在本
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参加劳动锻炼，了
解掌握花卉、农作物的栽种、管理、收
获、储藏、销售等常识，感知劳动的艰
辛与快乐，探索植物成长的奥秘，渗透
生物、地理等学科，促进良好劳动观
念、劳动技能、劳动习惯、劳动精神
的养成。同时，学校系统规划劳动教
育实施方案，落实劳动教育的管理机
制，合理安排劳动教育课时，明确劳
动教育的目标、内容、组织、评价
等，将构建具有学校特色、科学可操
作的劳动系列课程提上日程。

多彩社团，启智润德
六中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开展了一系列健康向上，格调高

雅，兼具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
多样性的社团活动，全面落实“五育
并举”的工作目标，赋能学生成长成
才。现有春蕾志愿者社团、馨语心理
社团、尚善国学社团、流光永恒摄影
社团、霓裳舞蹈社团、调色板美术社
团、墨香书法社团、擅言社团、花卉
社团、跆拳道社团、乒乓球社团等 20
多个社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参加社团活动，形成了班班有特
色、人人都参与、个个能创造的生动
局面，实现了学生特长发展的层次
性、递进性。
德育铸魂强信念。社团活动以把
牢政治方向为根本遵循，自觉融入学
校“大思政”工作格局，引导青年学
子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
智育提质长本领。学生社团不仅
是培养兴趣爱好的课堂，同时也是学
习本领的平台，如日语社团的成员在
教师的悉心指导下，定期开展日语兴
趣课程，提升日语水平；播音主持社
团的成员将兴趣爱好与职业发展相结
合，在社团活动中了解影视表演、播
音主持、编剧导演、摄影摄制等领域。
体育锻炼强体魄。体育类社团积
极开展各类体育运动，引导学生享受运
动乐趣、提高身体素质，如跆拳道社团
和田径社团坚持定期训练，全年集训近
200 次，
培养了学生强身健体的习惯。
美育熏陶塑品格。美术社团为文
化生创造了更多接触美术的机会，而

校园里无处不在的书画作品，也在潜
移默化中提升了学生的鉴赏能力。一
年一度的社团风采展示周，既是展示
也是展望，活动现场精彩纷呈，对推
动实施美育熏陶行动，营造以美育
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校园文化
氛围发挥了积极作用。
劳育促进显担当。学生社团充分
发挥劳动育人的重要作用，以志愿服
务和劳动教育为切入点，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劳动观，如每年新生报到期
间，春蕾志愿者社团的成员踊跃加入
志愿服务大军，为新生提供热情周到
的服务；花卉社团基于学校的劳动教
育基地，线上线下开设劳动教育课
程，在“半亩花田”种植区努力耕
耘，美化校园环境，享受劳动的乐
趣，增强动手能力……

六中素以“艺文兼修”特色著
称，“为每一名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要求”一直
是学校特色办学的初衷。学校创新构
建美术教学“自主培养”模式，不断
创新美术教学模式，强化美术专业技
能训练，不断加强美术教学硬件设施
建设；学校开设了全市仅有的日语特
色班，弥补部分学生英语成绩不理想
的短板。这些特色教学的开展，让学
生的升学途径越来越多元，高考也从
“独木桥”变成了“阳关道”。经过多
年实践，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套具有六
中特色的美术教学模式，即“高一培
养兴趣，高二夯实基础，高三强化专
业”。对于高一新生，学校重在培养他
们的美术兴趣，挖掘潜能、提振信
心，为有潜质的学生开辟崭新而又宽
广的成才之路。学校在高二年级专门
组建了两个美术班，为美术生夯实专
业基础；每周日下午，本校美术教师
或外聘专家还会为美术生“开小灶”，
加强专业训练。对于高三学生，学校
从 7 月起就安排具备资深教学经验及
很强专业水平的专业团队开展美术集
中训练。去年，学校还专门让语数英
科任教师也陪同训练，助力美术生一
手抓专业、一手抓文化。在这样的培
养模式下，六中不仅有许多毕业生被
国内知名艺术院校录取，还实现了从
“小美术”到“大美育”的转变，取得
了累累硕果，如永康市中小学生书画
比赛一等奖、金华市中小学师生现场

“尚美”育人，体艺双馨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
美育工作的意见》 指出：美是纯洁道
德、丰富精神的重要源泉。美育是审
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关
涉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精神教育，
对人的言谈举止和礼仪规范具有打磨
作用。美育是以创造性的方式和创新
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它与人的创
造性思维又有直接的关联。美育在体
现思想、道德、行为规范的同时，又
鼓励进行艺术实践活动，是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不可缺少的环节。

写生比赛一等奖、浙江省“兰亭奖”
中小学生书法大赛二等奖、全国中小
学师生书画比赛二等奖等。
另外，体育也是六中的一大特
色。学校努力配齐配强体育教师，开
发体育课程资源，培养优质体育生。
在协调好文化课的基础上，六中组织
20 多名体育生，从高二开始，每天下
午开展两节课的训练，周一到周五不
间断。学校体育教师何涛与篮球教练
胡幼波还在暑假自愿义务为体育生强
化训练。为了拓宽体育生的发展之
路，2021 年，永康六中在高一段选拔
了 8 名跆拳道特长生。未来，他们将
先取得跆拳道二级运动员资格，再努
力考入理想院校。
近年来，六中教学质量稳步提
升，特色办学成效凸显，先后获得浙
江省绿色学校、浙江省二级特色示范
学校、浙江省中小学心理辅导一级
站、浙江省健康促进银牌学校、金华
市中小学校艺术教育先进集体、金华
市依法治校示范校、金华市信息化特
色学校、金华市首批数字校园示范
校、金华市清廉学校等荣誉称号。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
对新希望、新机遇，六中将以更开放
的视野审视教育，以更大的勇气推进
改革，以更扎实的工作推进“五育并
举”，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在和谐育
人的征途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让
学生拥有更加辉煌的明天！
（徐晓光 方婷）

校田径运动会开幕式

艺润芳华 美育人生
——江西省南昌市实验中学以
“和美文化”谱写华美乐章
江西省南昌市实验中学创办于 1980 年，
是一所全日制公办完全中学，获评江西省重
点中学、江西省首批普通高中特色学校、全
国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全国深化实
施素质教育典型学校、江西省绿色学校、江
西省德育示范学校、南昌市文明校园，是景
德镇陶瓷大学优质生源基地，南昌市首批中
小学 （幼） 音乐、美术学科教学研究基地，
南昌瓷板画研究中心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基地，全国中小学音乐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联盟校。

课改范式：
“美的课程”
南昌市实验中学利用校内外课程
资源，积极构建适合本校特点的特色
课程——“美的课程”，旨在培养和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人文精神和审
美情怀，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与观
察、想象、记忆、思维、实践操作等
能力，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
和学习方法。
构建两大课程体系
学校构建了面向艺术特长生及全
体学生的两大类校本美育特色课程体
系，凸显美育办学特色。
面向艺术特长生的校本课程，在
近 40 年的特色化办学实践过程中逐
步形成并不断加以完善，主要包括：
美术学课程群、音乐学课程群、传媒
学课程群、艺术实践课程与艺术活动
课程。通过专业的艺术课程传授专业
知识，培育学生的艺术素养，提高学
生审美、立美及创造美的能力，帮助
学生升入艺术院校。
面向全体学生的校本课程，在艺
术特色办学的基础上，着力打造美育
文化，旨在依托艺术教育优势，逐步
建成面向全体学生的校本课程体系。
包括学科美感课程、艺术必修课程、

学校秉承“尚美向善 求真务实”的校
训，历经 40 余年的发展，披尽狂沙，真积力
久，深厚地积淀了“以和为本，以美为标，
标本兼治，和美共生”的和美文化，秉承
“艺润芳华、美育人生”的办学理念，崇尚
“以美立校、以美育人、以美益智、以美健
体、以美促劳”，激发师生的尚美情趣，培育
师生的美感素养，提升师生的审美能力，增
强师生的立美意识，奠基师生的美丽人生，
把美育特色作为引领学校发展的指南。
学校长期以来坚持“专注美育塑艺教特

艺术选修课程与艺术活动课程。旨在
激发学生的艺术兴趣，培养学生的美
感素养，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
能力。
研发美育特色教材
学校深化高中新课程改革下的艺
术班专业校本课程标准及教材的改革
与研究，探索编写高中艺术教育文化
和专业课程教学大纲，构建了完整的
高中艺术班美育特色教材。
为提升教师驾驭美育课程和专研
美育教材的整体实力，学校分批选派
音乐、美术教师到对口艺术院校脱产
进修。先后有 15 名教师到中央音乐
学院、上海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
院、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
湖北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重点
艺术院校进修学习。
跨学科多途径开发特色校本教
材，在各学科课程教学中渗透美育。
编写了具有地方美育特色的课程资
源和校本课程，普通高中艺术类
校 本教材有 《声乐》《钢琴》《身韵》
《舞蹈》《简谱教程》《乐理》《音乐欣
赏》《色彩》《速写》《结构素描》等14
种。编写的普通高中文化类校本教材
有 《道德经妙解》《数学之美》《我
用英语说中国之美》《历史三原色》
《七彩江西》《环保教程》等20余种。
开发美育校本课程
在美育特色课程体系框架的指导

色，多元开放促全面发展”的办学策略，以
美术绘画、音乐舞蹈及编导传媒等艺术教育
为突破口，逐步把艺术教育渗透到各常规教
学中，通过多彩活动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与
立美能力，完善学生人格，形成学校美育特
色，从而实现培养“品德高尚、人格健全、
基础扎实、特长鲜明的现代学子”的“和美
文化”育人目标，打造“低进高出、高进优
出、优进特出、多元发展”的品位高雅的求
知殿堂和人文见长的区域名校，为南昌市爱
好艺术的莘莘学子提供成就梦想的舞台。

下，学校结合实际开发美育特色校本
教材，面向全体学生实施。通过社团
活动、选修课、社会实践等活动，增
强学生内在的学习动力，提升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学生素质得以充分发
展。
普及与个性相结合，综合拓展。
各科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既传授学科
知识，又进行美育渗透，帮助学生感
受学科之美和人文之美。各教研组提
炼各学科“和美”元素并加以整合，
开发本学科的美感课程即校本特色课
程。校本特色课程是学生的必修课
程，高一、高二每名学生必须选择一
门校本课程、参加一个社团，并参加
与校本课程相关的社会综合实践及体
验活动；非艺术特长生必须通过 《识
简谱教程》 和 《简笔画教程》 的学
习，掌握识简谱 （或五线谱） 和画简
笔画两项基本技能，以此落实校本艺
术必修课课程目标。为满足不同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需求，学校还开设了美
育特色选修课程。分门别类、多种多
样、普及性与个性化相结合的课程，
综合提升了学生欣赏美、发现美、创
造美的能力。
课程设置百花齐放，广拓路径。
经过多年的美育特色课程摸索、总结
和积淀，学校现已形成完备的美育特
色选修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大类：
文化类课程、艺术类课程和艺体类课

程。文化类选修课程。以语数外、政
史地、理化生为基础，开设与学科相
关的选修课程，主旨在于激发学科兴
趣、开拓学科视野、提升学科素养，
包括中国古代文化、财商教育、经典
外语影视欣赏等 9 门课程。艺术类选
修课程。开设音乐类、美术类、传媒
类选修课程，主旨在于引导学生全面
发展、学有所长，推动美育特色化发
展，包括合唱、舞蹈与形体、速写、
色彩、广播电视编导基础等。艺体类
选修课程。主旨在于全面推动素质教
育和美育特色并行发展，包括剪纸、
泥塑、篮球、武术等 14 门课程。
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提升品质。
学校着力传承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努力培育学生审美立美能力，不断
发掘高雅艺术价值之美，努力扩宽
艺术教育资源，现已将瓷板画、管弦
乐、赣剧等高雅艺术融进校园、汇入
课堂。充分利用社会资源，邀请华东
交通大学管弦乐队为师生演出，聘请
厦门大学、江西师范大学等国内高校
的优秀专业教师来校授课，不断开拓
创新寻找适合学生艺术发展之路，将
美育特色发挥到极致。同时，开设艺
术专业周六线下辅导课，包括舞蹈、
古筝、葫芦丝、声乐、管乐等，充分
满足学生的兴趣发展需求，调节文化
课程可能带来的紧张压力，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

德育模式：
“以美育德”
学校德育工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是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德树人，
“用美涵养人的道德品格，用美培育人
的全面发展”。具体说来是倡导“知行
合一、尚美向善”的“美的德育”，主
要从“美的传承、美的核心、美的环
境、美的探索、美的体验、美的心灵、
美的队伍、美的盾牌”等开展实施。
绿色生态教育创造美的环境
学校高度重视绿色生态环保教育，
研发环保校本教材，开设环保教育课
堂。在校本课程建设中自编关注绿色、
体验绿色的校本教材，围绕绿色生态课堂
教学模式，开展绿色生态主题班会，将
环境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的课堂教学中。
另外，把绿色生态教育与学生日常
行为规范相结合，将打扫卫生、垃圾分
类、不带一次性包装食品进入校园、节
水节电等日常文明行为习惯作为学生日
常行为规范的考核要求。把绿色生态教
育与班级活动相结合，经常开展“我们
与低碳”主题黑板报评比及主题班会、
环保手抄报评比，通过废弃物的再利用
等各类活动，培养学生的节约意识和环
保意识，从而带动全校学生的环保行为。
近年来，教研组结合学科知识举办
环保讲座，共举办各类大小型环保讲座
164 场，惠及师生万余人次。2005 年受
邀参加美国巴金汉姆友谊学校发起组织
的 多 国 “ 爱 护 环 境 JEM 地 球 峰 会 ”，
2009 年成立了创建国际生态学校领导
组织机构，建立了一支稳定的环保宣教
队伍，开展环保教育工作。2017 年获得
“全国生态文明教育示范学校”
荣誉称号，
是省级“绿色学校”
、南昌市首批“生态学
校”
、
南昌市首批
“花园式学校”
。
多彩社团活动促进美的探索
学校积极开展异彩纷呈的社团活
动，先后成立了书画协会、文学社、器
乐团、舞蹈队、合唱团、动漫社、烘焙
社、相声社、剪纸社、心理社等 37 个
学生社团。社团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营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极大地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了学生的人
文素养、科学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2017 年面向全市举办的校园文化
艺术节和精品社团展示活动，以及相声
社的快板、剪纸社的手工制作和心理社
的手语表演 《我真的很不错》，得到社
会和同行的高度肯定。
校园实践活动享受美的体验
为了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美、在实
践中感悟美、在美育特色活动中锻炼成
长，学校“周周有活动，事事有主
题”，潜移默化，润物无声。将美育与
学生在校、在家的生活联系起来，与社
会实践活动联系起来，以丰富的德育活
动为载体，通过各种“美育特色活动”
体验，努力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美育素
养。现已固定形成了国防与爱国主义教
育、节日与纪念日主题教育、社会研学
教育、文明礼仪教育和校园艺术节五大
系列校园活动。
学校“美的教育”实践成效显著，教
师敬业爱校，
学生乐学亲师，
校园一派和
美气象。南昌市实验中学多次在全国、
省、市各项比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
如舞
蹈节目《鄱湖晨曦》、器乐节目 《瓷风琴
韵·祈福》 荣获全国第六届中小学生艺
术展演活动一等奖和原创奖，其他如江
西省第七届中小学幼儿艺术展演活动器
乐一等奖、江西省第五届中小学合唱节
一等奖等，在艺术教育领域有较大的影
响力。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校友成长为
卓有成就、声名远播的行业翘楚和兴业
之才，他们当中有影视明星刘涛、邓
超，《中国好声音》学员歌手刘柯，德国
法兰克福国立歌剧院独唱演员易思衡，
知名主持人章艳，上海东方卫视主持人
汪洋子，交换空间设计师肖毅锋等。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学校将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按
照“新校区，新起点；新规范，新追
求”的要求，全面落实特色教育优先发
展，加快推进学校美育特色发展，努力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打造名校风范，以
豪迈的步伐向全国知名、全省一流的美
育特色类品牌学校阔步前进！
（黄凌云 罗红敏 陶国清 吴志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