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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心聚力谋发展 乐德追梦育新人
——江苏省溧水中等专业学校构建乐德德育“123456”体系

秦淮河，是南京的母亲河，溯百
里秦淮河而上，源头便是溧水，在这
里坐落着一所在当地有口皆碑的职业
学校——溧水中等专业学校。近年来，
学校面对新时代德育工作的新形势和新
要求，不断守正创新，构建起一套乐德
德育“123456”体系，为溧水崛起培育
了大批“脸上有笑、手中有技、心中有
爱、生活有趣”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落实一个目标

学校的乐德德育始终围绕“立德
立业”这个核心目标展开，突出

“点·线·面”网格化管理模式，在提
升学生自主管理能力上下功夫，在养
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上下功夫，在增强
综合素质上下功夫，着力培养更多德
技双馨的新时代工匠。

规范两项管理

首先是加强学籍管理工作，除了
做好常规的档案整理、归档、寄送等
工作，还充分利用鉴定、纪律教育、
奖励、处分等措施，加强德育渗透，
发挥其育人功能。其次要认真做好学
生资助工作，按要求足额发放奖学
金、助学金、困难补助，并合理安排
校内勤工助学岗位，积极开展自强自
立、诚信、感恩等主题教育活动。

建设三支队伍

班主任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力军，
学校一方面通过带领他们走进高校向名
师取经，另一方面组建名班主任工作
室，积极开展听课评课、班主任沙龙、
集体备课、教师技能大赛等教研活动，

有效提高了班主任综合素养。此外，心
理健康教育也是做好乐德德育工作的重
要抓手。为此，学校积极加强心理健康
教师的专业培训，提升其专业素养和责
任心，有效保障了心理健康工作高效开
展。由于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学校还注
重从企业中聘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担
任校外德育辅导员，建设起一支阅历丰
富、身正为范的兼职德育队伍，切实将
乐德德育渗透到了育人全过程。

坚持四方协同

学校想要有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光靠教师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不
断拓展育人主体，密织学生、教师、企
业、家庭“四位一体”的协同德育网。
在学生层面，主要是通过 《乐德周
刊》、学校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等渠道
的宣传教育，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的思

辨引领，志愿服务、迎新晚会、创新创
业大赛等活动的体验，帮助学生正信、
正心、正行。在教师层面，主要是以课
题研究为引领，不断完善学校德育课
程；通过组织开展八大主题教育月
（如：理想信念月、文明风采月、遵纪
守法月等）活动、社团活动，增强活动
育人实效；通过开展“最美职校生”评
选活动，为学生树立一批“脸上有笑，
心中有爱”的身边榜样，发挥榜样引领
作用。利用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是学校
德育工作的一大特色，目前，学校通过
与溧水民间文艺家协会深入合作，已经
陆续组建了茶艺、剪纸、舞龙等54个学
生社团，每个社团实施“双导师制”，
一名外聘专业教师指导技艺，一名校内
教师负责日常管理，有效促进了学生的
全面健康发展。为了调动学生参与社团
活动的积极性，学校每年元旦还会组织
盛大的“元旦汇演”活动，让每个社团
都能上台“露一手”。在企业层面，主

要通过参观体验、顶岗实习等方式，带
领学生学习企业文化；通过现代师徒制
培养模式、校企联合开展各类技能竞赛
等，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
家庭层面，主要通过班级群、家长会、
家长开放日等方式增进家校沟通、传播
家校同心圆理念，引领家长积极配合学
校进行德育，形成育人合力。

深化“五爱”教育

“五爱”即爱祖国、爱人民、爱劳
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利用多种活
动深化“五爱”教育，是学校乐德德育
的一面重要旗帜。在具体实践中，学校
通过各种活动引导学生要常怀“三心”
（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祖
国），做好“四个做起”（爱祖国先从爱
家乡做起、爱家乡先从爱学校做起、爱
学校先从爱集体做起、爱集体先从爱同

学做起）。例如，通过组织开展体验红
色远足活动，厚植学生爱乡爱国情怀，
锻炼学生意志；通过校企共办“职业教
育活动周”系列活动，弘扬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通过
开展“青春正步走”“模拟法庭”等法
治教育活动，宣传普及法律知识，增强
法治意识，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落实六项工程

帮助学生制定一份个性化成长方
案、养成一系列良好行为习惯、培养
一个良好的爱好、参加一次校级以上
竞赛、参加一类志愿服务或创新创业
活动、树立一个养成教育品牌，培养
学生良好的品质习惯。例如，为了培
养学生爱运动的好习惯，学校特意将
传统的课间操改为动感韵律操；为了
帮助学生养成爱阅读的好习惯，开展
激情早读活动。通过落实“六个一”，
初步构建起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
人的“三全育人”体系，有效实现职
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

未来，溧水中等专业学校将与时俱
进，不断吸收新思想、新理念，着力打
造2.0版的乐德德育系统，谱写更加灿
烂的新篇章。（魏贤平 孙祥 储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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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等你来 第四辑》

作者：刘震
ISBN：9787302513827
出版日期：2018-11-1
内容简介：
百年清华，莘莘学子心向往之。清

华学生可谓同龄人中的佼佼者，鲜花绽
放的背后是长期的积累，圆梦清华的背
后是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他们有的志向
远大、追求卓越、品学兼优、素质全
面；有的在艰苦环境中自强不息，充满
正能量。他们的精彩故事见证了青葱岁
月与清华的邂逅，也体现出清华大学多
元选拔学生的教育理念。

《清华少年说（第六辑）》

作者：张婷
ISBN：9787302591702
出版日期：2021-11-1
内容简介：
本书收集、摘录、整理了校园内

各方面的典型人物成长故事，有全能
发展的多维学霸，有登上闪耀舞台的
校园达人，有行健不息的别样青春，
有报效国家的责任担当……本书编写
组希望以此来记录过去一年间清华人
物的风貌，同时希望用一个又一个生
动的故事，展现每个清华人的成长与青
春。

《〈五帝本纪〉〈夏本纪〉讲义》

作者：李学勤 著 程薇 张静芳
整理 刘国忠 审校

ISBN：9787302600695
出版日期：2022-3-1
内容简介：
本书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李学

勤先生授课讲义的合集，基于他在2007
年和 2012 年应中国文化论坛之邀讲授
《五帝本纪》和《夏本纪》的录音整理而
成。作为李先生授课的实录，本书最大

程度保留了李先生的原句原意，力图为
读者复现李先生课堂上严肃活泼的生
动氛围。李先生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五
帝至夏亡之间跨越千年的壮阔古史，
并将同时代其他重要史著记载、中国
早期撰史传统、中西古史异同等重要
的知识融入课程授课。为了方便读者
查阅，书后附录李先生授课时推荐使
用的 《史记》 原文，包括 《五帝本
纪》 和 《夏本纪》 及 《史记三家注》。
另外还特别收录了几篇李先生关于五
帝时代和夏代历史研究的论文，以便
读者更全面地认识李先生的相关学术
观点。

《吾心可鉴：澎湃的福流》

作者：彭凯平
ISBN：9787302437352
出版日期：2016-7-1
内容简介：
本书行文朴实真切却蕴藏丰富的

知识和人生阅历，没有任何卖弄所谓
智慧的文字。作者很巧妙地选择了人
们生活中常见的时间作为论述的出发
点，从爱情、亲情、友情、创新、跨
界等在生活、工作中会遇到和关注的
事物切入，将国际心理学界众多前沿
的心理科学实验，以中国读者喜爱的
方式进行解读，帮助读者解决现实生
活中可能面临的烦恼，引导读者沉浸
其中达到福流状态。

《守望与思索：人文清华讲坛实录精
选特辑》

作者：张小琴 江舒远
ISBN：9787302579427
出版日期：2021-4-1
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26位清华大学当代学者

的“每人一课”，集中体现他们的经典学
说、独特思考和重大发现。所有内容均
经过精心准备，代表了当代清华人文社

会学科的至高水平，是清华大学百年来
与国家、民族共命运的思想传统的延
续。26 课内容均来自“人文清华”讲
坛。该讲坛开启于2016年初，是清华大
学的大型学术活动，致力于构建一个人
文思想持续发声的公共空间，推动人文
日新、社会进步。

《师途：清华大学导学故事集》

作者：清华大学党委研究生工作
部 编 赵岑 主编

ISBN：9787302579366
出版日期：2021-4-1
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初心不改”“行之以躬”

“立德立言”“火传穷薪”四个章节。“初
心不改”一章主要展现清华导师们的家
国情怀，“行之以躬”一章主要呈现导师
与学生共同攻坚克难的生平纪实，“立德
立言”一章主要展示优秀导师关于导学
思政和人才培养的理论探讨，“火传穷
薪”一章展示了清华园里动人的导学故
事。

《清华大学荐读书目》

作者：《清华大学荐读书目》编写组
（胡显章主编）

ISBN：9787302484356
出版日期：2017-9-1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经典著作阅读指南，

由清华大学60多位名家学者亲自为读
者撰写导读文章，细陈著作的闪光
点，并推荐优良版本以及相应的阅读
方法。本书内容涵盖四大主题：中国
文化名著、中国文学名著、世界文化
名著、世界文学名著。每个主题下推
荐30种书。清华大学图书馆将每年向
清华新生推荐此书，并配设专门书架
陈列书中提到的120种图书。此次面向
社会发售，谨以此书献给热爱读书、
渴求知识的人。

《学习力：我是这样考上清华的》

作者：陈陆淼
ISBN：9787302454564
出版日期：2017-2-1
内容简介：
本书是写给 550 分以下的学生看

的，目标是把不及格的学生提升为及
格，把中等水平的学生提升为学霸。当
然，前提是你要有决心，能切实行动起
来。本书是作为提升高中学生学习力的
训练手册，旨在提高考试成绩，同时训
练思维能力，相信能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摆脱死记硬背：清华学长总结的高
效记忆方法》

作者：陈陆淼
ISBN：9787302486404
出版日期：2017-12-1
内容简介：
本书从大脑的结构出发，讲述了如

何开发记忆潜能、打开记忆的潘多拉之
盒，重点介绍了思维导图、多种常用记
忆法和特殊记忆法，并针对不同学科总
结归纳了诸多记忆方法和学习方法，帮
助学生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小球大世界：清华乒乓故事》

作者：王欣 钟秀斌 袁帆 主编
ISBN：9787302584308
出版日期：2021-6-1
内容简介：
本书用乒乓球讲述清华体育、清华

精神和清华故事，为读者揭秘清华乒乓
球运动为何普及得这么好？清华乒乓球队
为何屡获佳绩？非专业出身的清华乒乓球
员凭什么脱颖而出？清华乒乓为什么是快
乐乒乓？国运盛，球运盛，清华乒乓怎样
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书中糅合了老故
事与新故事，真切诠释了“无体育，不
清华”的精神。清华乒乓追求卓越、永
不放弃，这正是清华体育之魂。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

打造“行”文化品牌 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创建于 1974

年，是首批国家中职改革示范校、首
批浙江省中职名校、首批浙江省一流
技师学院建设单位，交通特色鲜明，
行业办学优势明显，综合实力居全省
同类院校前列。在办学过程中，学院
不断凝练办学理念、筑牢文化根基，
逐渐形成了以“先行、笃行、智行、
畅行”为主要内涵的“行”文化品
牌，在一流技师学院的建设中，发挥
了文化铸魂、凝聚人心、推动建设、
引领发展的特殊作用。

“敢为人先，勇于开路”
的“先行者”

行者，以先为荣。
“敢为人先，勇于开路”的“先

行”精神深植于浙江交通技师学院代
代垦殖者的血脉当中。1988年，在浙
江省政府部门明确学院的办学经费主

要依靠“有偿培训、勤工俭学”筹集
后，学院凭着“摸着石头过河”、敢闯
敢干的精神，率先进行学制、招生分
配制度改革，创建校办产业，步入市
场化办学的轨道。通过加强学院治
理能力和规范化建设、大力改善办
学条件、创建职业活动导向教学新
模式等一系列改革举措，推动学院
走出了办学低谷，并逐步确立了“立
足交通办教育、融入市场求发展”的
办学理念。

此后，学院不断践行“先行”之
志，率先推出学分制、率先推行系
部二级管理，成为首批省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首批浙江省企业新
型学徒制试点学校、首批全国交通
系统规范化技工学校、首批国家重
点技工学校……“先行者”精神推动
了学院的快速发展，从建校之初的百
余名师生，到如今近万人的办学规
模，学院已成长为浙江省内规模较大
的技工院校。

“求真务实，知行合一”
的“笃行者”

笃行者常至，善为者常成。
这是全院师生心口相传的行动圭

臬。学院坚持以“求真务实，知行合
一”的态度干事创业，一路走来，各
项工作蹄疾步稳：

高质量开展专业建设，主动契合
交通行业和地方产业发展对技能人才
的需求，动态调整专业设置，打造全
国职业院校交通运输类示范专业 1
个，省级品牌示范、优势特色专业5
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2个。

高度重视教学改革，继2001年学
院成为职业活动导向教学改革项目试
验学校之后，2012年，又被确定为一体
化培养试点学校，通过完善“三位一
体”技能人才培养体系，打造一体化课
程教学2.0版。2021年，基于“三阶递
进、思维融合”的汽车类高技能人才培

养模式获得浙江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构建以提升

素养为主线、制度建设为保障、人才
引进为重点、梯队培育为核心的师资
培养机制，师资队伍建设成果喜人，
教师先后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交
通职业教育专业带头人、全国交通运
输职业教育教学名师、百行百星、教
研之星、浙江青年工匠等诸多荣誉。

“崇德重智，科技助跑”
的“智行者”

智是谋之本。
学院秉承“厚德精艺”的校训，

在“德育为先、能力为重、知行合
一、全面发展”育人理念基础上，提
炼形成独特的“1974 融通德育”体
系，潜移默化地培育具有“工匠精
神”的技术技能人才，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成效：师生获国家专利 35 项，
发表论文338篇，申报立项市级及以

上课题30项，获市级以上教科研成
果奖项83项。近3年，学生获国家技
能比赛一等奖235人次、省级一等奖
166人次。学生就业后普遍展现出较
高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精神，许多优秀
毕业生被评为全国劳模、技术标兵，
成为行业一线的骨干和精英。

为进一步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近年来，学院重视利用科技力量
助力教学与管理，“十四五”期间，学
院将以智慧校园建设为抓手，建设业
务应用和资源管理平台、大数据实训
平台，建成中心数据库，开发网络
化、精品化的专业课程资源，推动管
理方式、治理结构和教育教学手段的
重大转变，在现代化、高质量职业教
育的跑道上实现数字赋能、科技助跑。

“追求卓越，畅达天下”
的“畅行者”

行稳致远，方能畅达天下。

学院以“追求卓越，畅达天下”
作为立德树人的目标愿景，主动对接
产业、亲近行业、携手企业，建立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长效机制，让学生
在更广阔的天地间畅行无阻。

目前，学院已与省内外253家企
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包括博世、庞
贝捷等10余家国际知名企业以及中国
中车集团、浙江交投集团、京东电商
等200余家国内大型企业。校外实习实
训基地达到241个。每年超过300家企
业进校招聘毕业生，平均每名学生有5
个岗位可供选择。

同时，成立对外合作部，为广大
师生搭建国际交流学习平台，先后与
日本丰田、韩国现代、美国通用、戴
姆勒等跨国企业建立品牌冠名订单
班，引进国际通用职业标准，组织师生
赴海外学习、进修，为学生“畅达天
下”创造良好条件。

凝心聚力谋发展，踔厉奋发启新
程。浙江交通技师学院将传承和发
扬 新 时 代 交 通 精 神 ， 充 分 发 挥

“行”文化品牌引领作用，以干事创
业的澎湃热情耕耘不辍，力争将学校
建设成为浙江一流、国内有影响的技
师学院。

（李忠跃 管武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