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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坚定达德信念

“修身达德、兼济天下”教育思想
的提出和形成，是贵州师大附中对爱
国救国传统与家国天下情怀的总结和
传承。1901 年，黄干夫邀集凌秋鹗、
贾一民、李仲公等 34 人借贵阳城南忠
烈宫后院左厢创办算学馆——达德学
校，这就是贵州师大附中的前身。在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达德师生不忘
国耻、发愤图强，积极投身革命事
业，涌现出王若飞、黄齐生等一大批
进步师生、校友。这是达德历史中的
光荣一页，也是贵州师大附中爱国救
国传统、家国天下情怀的源头，并由
此凝练出了“修身达德、兼济天下”
的教育内涵。

“修身达德、兼济天下”教育思想
的提出与形成，是对学校教育先贤丰
富教育思想的传承。教育先贤黄齐生
先生提出的“仁、智、勇”的达德校
训取意 《论语》“知者不惑、仁者不
忧、勇者不惧”，以“好学、力行、知
耻”为训诫，旨在培养学生“富贵不
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之人格。
学校今天重新整理和解读“修身达
德、兼济天下”的教育主张，就是全
面传承学校的历史文化，同时进行开
拓创新，聚焦学生发展的完整性和全
面性，促进每一名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与完善，造就全面发展的人
才，这是老一辈教育者的重任，也是
当前每名贵州师大附中人的使命。

“修身达德、兼济天下”教育思想

的提出与形成，充分响应了当前全面
培养学生核心素质的需要。全面培养
学生核心素质从概念提出到理论探
讨，再到实践推广，具有鲜明的传统
性和民族性，深刻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精神内涵。“修身达德”是对学生品德
培养的要求，“兼济天下”则是对学生
宽广胸怀和远大理想的要求，从个人
修养、能力到人生目标，充分体现对
核心素质的落实，这与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提升学生核心素养高度吻合。

明晰时代新意
重塑培养目标

修身方能达德，达德方能兼济天
下。结合新时代党的育人方针，贵州
师 大 附 中 通 过 审 慎 理 解 “ 仁 、 智 、
勇”校训和“修身达德、兼济天下”
教育思想的文化内涵，深入挖掘校史
中的红色基因，将学校德育工作体系
实现目标细化、方案细化、过程细
化、总结反思常态化，并贯穿于学生
高中三年的学习和生活中，引导学生
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
内涵和实践要求，使学生具有过硬的
政治素质、高尚的道德品质、严谨的
法治意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助力学
生形成积极健康人格和良好心理品
质，从而实现核心素养提升和全面发
展的目标，着力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高中三年培养目标如下：
高一年级侧重于“仁”的教育，

即仁爱和谐、仁者爱人。注重学生养

成习惯、扎实基础、健康身心、端正
态度、明确目标，让学生成为有理
想、立大志、明大德的青年学子。

高 二 年 级 侧 重 于 “ 智 ” 的 教
育，即智慧聪颖、智者不惑。要建
设社会主义强国，青年学生必须努
力学习增长知识、增长才干，成为
一名有本领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高三年级侧重于“勇”的教育，
即勇于挑战、勇于担当。高三年级由
于高考冲刺，学习压力大、学习困难
多，学生会出现迷茫、焦虑等心理困
惑，这时应引导和培养学生习得勇于
挑战、不畏困难、持之以恒、吃苦耐
劳等优秀品质；高三毕业后，学生将
步入高校大门继续深造，这说明高三
是学生成人之前接受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教育的好时机，理应让学
生形成自觉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和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意志，自觉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

高中三年德育培养目标虽各有侧
重，但又前后衔接、相互融合、全面
贯穿，勇毅强健的身体需要长期的历
练，高雅良善的道德修养需要长期的
陶冶，精进过硬的本领需要长期的锻
造。贵州师大附中用三年的时间，落
实培养目标，且力求目标精准、实施
有力、保障到位，为学生的健康成长
和全面发展保驾护航。

践行六大途径
提振精神风貌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贵州师大附中高度重视德育
工作，坚持守成与开拓、继承与创新
相统一的原则，着重从课程、文化、
活动、实践、管理、协同等多方面施
力，力求让德育工作落实到小处、实
处，引领学生更好地生活和学习，成
就精彩人生。

课程育人。为培育“修身达德、兼
济天下”的学子，学校在推进课程改革
的进程中，结合本校实际，构建独具特
色的智慧课程、创新课程和活力课程：
以思想政治、历史、语文、地理课程教
学为载体，深入贯彻思政课程教育；以
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课程教
学为载体，开发学生的科学思维与能
力；以音乐、美术、体育、劳动课程教
学为载体，推动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开发德育校本课程，涵养学生乐观
向上、积极进取、责任担当的素养。

文 化 育 人 。 从 视 觉 文 化 打 造 开
始，学校“达德臻美”文化建设发掘
工作也迈开了步伐：国旗下讲话、手
抄报展评、演讲比赛、校园广播节目
等都围绕“修身达德、兼济天下”主
题开展，校园文化不仅存在于校园，
而且“生长”在每一名师生的心中；

校 园 文 化 长 廊 主 要由学生创作的书
法、绘画作品组成，既展示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髓，又描绘了不同时期祖
国建设的美好景象；黑板报紧跟时代主
旋律，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重要阵地；课本
剧展演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平
台，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提升了校园
文化品位，已成为全省知名的文化品
牌；读书周活动促使学生增加阅历，增
强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达德书院充分
挖掘“达德臻美”的文化内涵，将校友
王若飞、学校创始人之一黄齐生等革命
家的革命事迹同“达德臻美”的校园文
化进行充分展示，让学生感受文化熏
陶，赓续红色血脉。

活动育人。活动是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参与形式，学校紧扣时代特征，
不断创新、创造、创办主题鲜明的学
生活动，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和
行为习惯。连续举办了 33 届的校园科
技文化艺术节主题突出，学生用舞
蹈、京剧、相声、小品、朗诵、演唱
等丰富多样的形式，表达了对党的祝
福和对祖国的赞美；“一二·九”歌咏
比赛，用不一样的活动主题抒发着一
样的爱国热情；秋季田径运动会已连
续举办了 49 届，学生文明观赛、文明
参赛，充分体现了“友谊第一、比赛
第二”的体育精神，彰显了更快、更
高、更强、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
展示了“仁爱和谐、勇毅强健、勇于
挑战”的精神特质；高考冲刺誓师大
会诠释了“勇于挑战、智慧聪颖”的
校训内涵，旨在点燃他们对实现梦想
的渴望；高三毕业典礼是学生在学校
参加的最后一次集体活动，承载了对
母校的怀恋，对美好未来的畅想，许
下“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承诺。

实践育人。学校团委、青年志愿
者协会、校学生会定期开展社区服
务、学雷锋活动等志愿服务，引导学
生践行仁爱和谐的思想，培养学生服
务社会的能力；历史教研组认真梳理
学校的红色基因，积极开展研学活
动，传承红色精神，让红色基因世世
代代传下去；地理学科组以贵州独特

的喀斯特地貌为载体，在贵阳乃至贵
州开展地理学科研学旅行活动，增强
了学生保护自然的意识，形成了热爱
家乡、关注地方的情怀；美术学科组
的贵州传统手工艺制作鼓励学生参与
劳动全过程，从内容选定到材料的准
备，再到最终作品展示，充分调动学
生的主体探究学习能力、创造能力和
动手能力，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增强文化自信。

管理育人。作为“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试点学校，构建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并融入德育管理体系，对
学生德智体美劳进行综合评价。同
时，全面推动全员德育管理，建立在
德育处指导下，以班主任为核心，科
任教师落实，行政人员、宿管、安保
人员全员参与的育人方式，增强全体
附中人的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自觉
主动地参与学校管理、参与德育管理。

协同育人。学生的成长环境除了学
校，还离不开家庭与社会的支持和配
合，离不开积极健康的社会环境。学校
建有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让家长积
极参与学校管理，在毕业典礼、誓师大
会邀请家长发言；在研学实践、学校活
动方面，邀请家长参与安全管理；定期
召开班级家长会和年级家长会，充分调
动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的积极性；利用中
国传统节日开展亲子活动，引导家长注
重家庭、家教、家风；搭建社会育人平
台，与栖霞社区、孔学堂及东山气象站
等社会机构、公益机构达成合作协议，
实现社会资源共建共享，营造积极向上
的社会氛围。

德育为教育塑魂，关注德育的教
育才是真正的教育，浸润德育思想和
育人智慧的教育才是有根基的教育。
凝思聚力海纳正能量，默契携手引领
新征航，贵州师大附中仍将不懈努
力，以成才为目的，以素质为根本，
以活动为载体，以社会为舞台，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取长补短，开拓进
取，力争培养和造就一批又一批有民
族精神之根、有理想信念之魂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王晓祥 王丽萍 罗家杨 朱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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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品质阅读助推教师专业发展

人工智能与智能教育丛书
袁振国 主编

重 磅 推 荐

《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为教育打造新的社

会契约》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编

本书为“教育的未来”国际委员会推出的旗舰性

教育报告，为未来 30 年全球教育发展勾勒了蓝图。

本报告提出，教育承载着人类对未来的美好期许，应

确保每个人终身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面向全社会强

化教育是公共事业和共同利益的理念，鼓励全球团结

和国家间合作，通过推动教育的深刻变革，塑造真正

和平、公正和可持续的未来。

教育创新前沿丛书
刘坚 主编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例式解读丛书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中心 组织编写

深度学习教学改进丛书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课程教材研究所 组织编写

项目化学习的中国建构丛书
夏雪梅 主编

《项目化学习慕课研修手册》（9册套装）
张丰 管光海 总主编

高质量作业设计方略丛书
胡庆芳 主编

《大概念教学：素养导向的单元整体设计》
刘徽 著

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文脉赓续弦歌铮鸣 修身达德成就精彩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应贯穿于学校德育管理体系的始终。

作为一所拥有红色基因和深厚底蕴的学校，贵州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以下
简称“贵州师大附中”） 全面践行“修身达德、兼济天下”的教育思想，
坚持把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德育工作主线，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师生全面发展为目标，以课程教学浸润为路
径，以健全完善制度为保证，以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为基础，以校园文化活
动为载体，努力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