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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ZHUANBAN

9

月

28

日

（周三）

上午

育新学校 大美育构建德育， 促学生全面发展

首师大附小 创造良好育人氛围

下午

理工附中 “以德存心 以德存世” 德育体验活动

今典小学 少先队队会展示

上午

红英小学 养成教育

北京市商务管理学校 军训汇报和红歌表演

人大附中西山学校 培养学生国际视野与中国心教育

海淀区鑫泰大厦

家庭教育大讲堂主讲人： 六一幼儿院院长 刘燕

主 题： 父母理智的爱， 让孩子的每一段经

历成为成长的财富

翠微小学 心理辅导和少先队活动

育英中学

进修附属实验学校

“党旗引领成长， 红色点亮青春” 主题团日活动

人生规划带动学生自主发展

下午

上午

9

月

29

日

（周四）

10

月

9

日（周日）

时间 承办学校及地点

钢院附中

德育特色

海淀区中小学“传递图书 奉献爱心”大型公益捐

书助学活动

9

月

26

日

（周一）

下午

“十一五”： 学校德育工作全面加强

“十二五”： 学校德育工作全面提升“十二五”： 学校德育工作全面提升

德育周校园开放日日程表

面临挑战：

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

心区建设、 海淀区 “三个一流 ” 对

教育的新需求、 新定位， 以及人民

群众对优质教育的美好期盼 ， 都对

海淀德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总体目标：

以学习贯彻国家、 北京市中长期

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及海淀区

“十二五” 教育发展规划为引领， 以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德育试点项目为依

托， 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

入教育全过程， 坚持把德育贯穿到育

人的各个环节， 积极探索德育内容、

机制、 方法创新， 推动海淀教育在新

的起点上持续健康发展。

四大举措：

1.

加强德育研究 ， 发挥教育科

研对德育改革与创新的推动作用 。

依托 《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

目———推进中小学德育内容 、 方法

和机制创新试验项目实施方案 》 及

其三个子课题 《构建中小学德育体

系实施方案》、 《中小学生社会大课

堂建设实施方案》、 《中小学优秀班

主任队伍建设实施方案》， 在区域内

开展中小学德育内容、 方法和机制

创新试点工作， 为首都基础教育改

革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出台 《关于

加强和改进海淀区 “十二五 ” 时期

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 明确 “十二

五” 时期德育工作指导思想、 原则、

内容、 途径和保障措施 ， 为德育工

作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2.

夯实德育基础 ， 做到全员育

人、 全程育人、 全面育人 。 创新德

育工作管理体制， 完善德育工作激

励机制 ， 注重德育队伍素质建设 ，

加强德育整体规范构建， 培育和谐

校园文化环境。

3．

提升德育水平， 做到规范化、

系统化、 特色化。 立足学校 、 渗透

家庭 、 影响社区 ， 做到综合推进 ；

走进课堂、 鼓励社团、 活跃少先队，

做到整体和谐； 关注热点 、 突出重

点、 形成亮点， 创建 “德育特色学

校”， 做到特色鲜明。

4.

勇于德育创新， 做到国际视野、

中国特色、 首都风范。 尊重教育主体，

用国际视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加强素

质教育， 继承革命传统， 弘扬民族精神；

体现首都风范， 建设多渠道多层次的德

育格局， 充分发挥学校、 家庭、 社区紧

密结合的合力育人作用， 并依托 “海淀

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 为学校和社会提

供家庭教育专业服务， 推动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的有效融合； 强化海淀特色，

倡导教育成系统、 活动成系列。

完善德育机制

成立德育工作领导小组，

明确分工， 细化方案 ， 形成

两委一室统一领导 、 党政工

团齐抓共管、 宣传部门组织

协调 、 相关科室各负其责 、

全系统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

书记、 校长负总责 ， 分管领

导负责协调管理， 切实做到

德育工作有领导分管 、 有机

构负责、 有专人落实 ， 形成

比较科学完备的学校德育工

作网络。

构建德育体系

充分发挥课堂的主渠道

作用， 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

学的各个环节， 把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

出发点和落脚点， 初步构建

大中小学德育体系 。 加强德

育课程建设， 充分发挥德育

课程的主导作用， 德育校本

课程异彩纷呈。

创新德育形式

以体验教育为基本途径，

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在

德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 抓

各种重要教育契机 ， 精心设

计和组织开展了内容鲜活 、

形式新颖、 吸引力强的道德

实践活动。 依托海淀深厚的

革命传统底蕴， 开展革命传

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 、 国

防教育等。

形成德育品牌

充分利用科技文化资源、

传媒网络资源， 开发教育动

画片 ， 开展企业家进校园 、

金帆社区之旅、 心理健康教

育周等活动。 这些形式贴近

师生生活， 贴近学生认知和

身心特点， 已成为海淀区德

育品牌活动。

建设德育团队

重视德育队伍建设 ， 将

师德建设纳入教师继续教育体

系， 针对不同层次教师的不同

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师德建设

活动。 成立优秀班主任工作

室， 建立激励机制， 树立典型

引导， 鼓励更多优秀德育干

部、 骨干班主任、 优秀教师脱

颖而出。

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北京市海淀区德育工作回顾与展望

［ ］

育人之道， 首在育德。 德育工作既事关国家前途命运、 保证党和国家事业后继有人， 也关乎我国亿万家庭和谐、 青少年健康成长和人生幸福。 一直以来， 特

别是在 “十一五” 期间， 海淀区教育系统高度重视德育工作， 并一以贯之地遵循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坚持育人为本、 德育为先， 创新德育形式， 丰富

德育内容， 改进德育方法， 不断提高德育工作的吸引力和感染力， 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取得显著成果， 初步形成了具有海淀特色的德育工作局面。

引

言

9

月

27

日，海淀区德育工作会议隆重召开。 会议除总结“十一五”德育工作成果、明确

“十二五”德育工作思路和目标外，还将组织德育周校园开放日活动，具体安排如下表。

欢迎广大干部教师、家长积极踊跃参加。

“十一五”： 学校德育工作全面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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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荩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