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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德育工作 培育特色人才

———记浙江省金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王丽英 王志伟

金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 （又名金华市

婺城区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创办于

1956

年，

属公办学校，

1984

年真正走上职业教育道

路。 从

1993

年开始大规模发展至今， 在校

生由

419

名增加至

2000

年的

10000

名， 后又

连续

10

年稳定在万名左右。 学校生源来自

19

个省

96

个县市，

2009

年开始， 学校对招

生进行了限分数、 限人数、 限班额的限额

招生， 提升生源质量， 走向精品化、 特色

化办学之路， 并于

2011

年成立金华市社区

大学婺城学院。

学校经历了从数量到质量， 从规模到

规范， 从规范到精细， 从做人到成人的四

大转变， 而在跨越式发展进程中， “做人

到成人” 的转变是教书育人的核心价值所

在， 是精品学校和内涵发展的关键。 近年

来

,

学校以校园文化为底蕴， 以 “道德有价

教育” 为契机， 以团委和学生会组织开展

的活动为载体， 以值星班管理制度为特色，

全方位、 深层次构筑金华实验中学教育集

团德育工作： 培养学生学会做人、 学会做

事、 学会学习的良好习惯， 注重学生精神

上的真正成人， 开展幸福教育， 构建师生

幸福的精神家园。

创 新 德 育 理 念

学校始终坚持 “先学做人、 再学技艺，

有教无类、 特色发展” 的育人理念， 本着

“激励教育、 快乐教育、 赏识教育、 成功教

育” 的指导思想， 注重学生 “责任、 敬业、

学习、 表达和解决” 五大能力的培养， 以

“君子和淑女” 形象的塑造推动学校健康发

展， 在严格管理制度、 科学规范管理方法

的基础上提出了 “优秀做人 、 成功做事 、

幸福生活” 的育人目标。 由学生自行设计，

体现班级团结协作的合影留念， 体现了学

校学生的 “一荣誉， 两精神”。 学校编写了

“体艺特色”、 “专业特色”、 “德育特色”、

“创业特色” 和 “安全特色” 五大特色丛书

以及 《处室工作手册 》 和 《值周讲评集

萃》， 作为教学、 管理的校本教材， 并正式

出版。

创新评价机制 。 学校把 “爱国守法 、

明礼诚信、 团结友善、 勤俭自强、 敬业奉

献” 的基本道德规范进一步细化、 具体化，

落实在对学生道德信念的培养和道德行为

的养成上， 在学生中树立可亲、 可敬、 可

信的楷模 ， 让学生学有榜样 、 赶有目标 、

见贤思齐 。 以 “成功教育 ” 为指导思想 ，

在全校开展争创 “实验之星 ” 系列活动 。

把学生的先进事迹在学校以多种方式进行

宣传、 表彰， 以群众性的 “创星” 活动为

学生搭建展示个性特长 、 展示学识才华 、

体验成功的舞台。 通过创星活动， 达到人

人争先进， 处处有榜样。 先进的榜样可以

激励学生成长， 进而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实行 “三让” 教育。 快乐学习才会快

乐生活， 学校的 “三让教育” 指的是让学

生抬头、 让学生微笑、 让学生有作为。 课

堂是教学的主阵地， 是学生学习最重要的

场所。 面对职业学校学生在课堂中普遍存

在的 “低着头 ， 板着脸 ， 听不懂 ” 现象 ，

学校提出了课堂 “三让教育 ”。 让学生从

“低头” 到 “抬头”， 帮助学生树立自信的

态度； 让学生从 “板脸” 到 “微笑”， 是让

学生享受快乐学习的幸福感受； 让学生从

“听不懂” 到 “有所作为”， 是教师课堂教

学的最终目标。 教师通过上课让学生感受

快乐， 让学生真正在课堂上学有所乐、 学

有所成， 切实提升课堂教学效率。

开展 “道德有价” 教育。 赏识教育不

是简单的表扬加鼓励， 它是赏识学生的行

为结果， 以强化学生的行为； 是赏识学生

的行为过程 ， 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机 ；

是创造环境， 以指明学生发展方向； 是适

当提醒， 增强学生的心理体验， 纠正学生

的不良行为。 学校推行赏识教育， 但不是

传统意义上的表扬或者肯定， 而是通过开

展 “道德有价” 教育， 来激发学生积极向

上。 教师给每位学生品德操行分

100

分， 对

每一个学生的行为进行量化， 将其表现核

算成一定的分值， 就叫 “道德有价” 教育。

学校倡导 “道德有价”， 最终目的是实现道

德无价。 学生从进入金华实验中学教育集

团的第一天起， 教师就需要对其品德操行

进行量化打分。 分数高的学生可以免费到

电子阅览室上网， 可以优先评选各类先进，

毕业实习时可以优先向较好的用人单位推

荐。 为此， 学生对自己的品德操行分非常

看重。 学校通过实施这项制度， 将道德与

实实在在的利益连起来， 以此告诉学生哪

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从而激发学生进行自

我道德提升的积极性， 然后慢慢地将他律

转化为自律， 最后由习惯性行为变为自然

行为， 从而真正实现道德的无价。

彰显 “十无” 教育。 “十无” 指的是

“地上无垃圾、 墙上无脚印、 厕所无臭味、

就餐无跑步 、 用餐无讲话 、 停电无喊叫 、

玻璃无破损 、 寝室无异味 、 用水无浪费 、

楼梯无推挤”， 这是实验中学育人特色的彰

显。 学校通过 “十无” 教育， 在生活细节

中帮助学生约束自己的行为， 明白自我控

制是完善自己、 提高个人素质的重要途径。

推行值星班制度。 在道德有价教育的

基础上， 学校让每一位学生以成功管理者

的身份体验校园生活。 学校推行全新的学

生自治管理模式———值星班制度。 值星班

制度是金华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创建的学生

“自治模式”。 “值星班” 是指选择一些优

秀学生， 代表校长室对学校的各项事务进

行为期一周的管理。 这些学生主要负责礼

仪礼貌、 来宾接待、 校园环境维持、 学生

行为规范管理 、 教师工作作风的监督等 。

每一名值星班学生都是代表校长在行使管

理学校的权力。 也就是说， 学生可以监督

和管理全校师生。 建立这种学生自治管理

模式， 实质就是变被动接受管理为主动参

与管理， 以消解学生在教育管理中的抵触

情绪， 提高学生自律意识， 从而建立起长

效的管理机制。 只有参与劳动， 才会珍惜

别人的劳动成果 ； 只有参加过管理工作 ，

才能体会制度的重要。 长此以往， 学生就

能学会坚韧、 学会劳动、 学会认真、 懂得

负责， 通过做事而感受生活的艰辛， 通过

负责来明白人生的原则， 而这些正是职业

教育学生最需要的素质， 也是精神成人的

必备条件。

改 革 德 育 方 向

养成教育培养责任意识。 学校注重养

成教育的培养， 从养成教育中培养学生的

责任意识， 组织学生学习 “天下兴亡、 我

的责任” 的方针， 在校园推行 “责任无小

事、 小事讲责任” “人人有事管、 事事有

人管、 时时有人管” 的措施。 学校还充分

利用广播、 班团课等各种形式将责任意识

植入学生心中； 以品德操行分为依托， 对

各班的卫生、 文明礼仪、 纪律、 两操、 安

全等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使校园在精细化

管理下得到和谐发展。 如早操， 学生会在

起床铃响

1

分钟内开灯、

5

分钟内开门、

10

分钟内扎好窗帘并开好窗户； 进入操场不

讲话， 自觉整齐排队； 学生下楼梯排一路

纵队 ， 人与人自觉间隔

1

米 ， 不会嬉闹 、

推搡 ， 楼梯上不讲话等 。 同时学校坚持

“人人参与 、 全员管理 ” 的管理方针 ， 实

行 “全员班主任制度 ”、 “德育指导师制

度”、 “实习指导师制度”、 “非正班主任

的一周三人次管理制度 ”， 全方位关注 、

教育学生学习 、 生活 、 行为习惯的方方

面面， 使学生行为规范的管理更加细化 ，

甚至包括服装纽扣 、 拉链的位置 ， 头发 、

指甲的要求等 。 为进一步规范教育教学 ，

学校全面推行

7S

管理 ， 即要求做到 “整

理 、 整顿 、 清扫 、 清洁 、 素养 、 节约 、

安全 ” 的

7S

要求 。 学生以班级为单位 ，

书本摆放一致 、 寝室内务统一摆放 、 全

校窗户统一位置 、 实训室物品摆放一致

等， 目的在于让广大师生在规范中教学 、

在有序中生活 ， 营造和谐 、 文明 、 有序

的教育教学环境。

感恩教育培养高尚人格。 金华实验中

学一直有过 “母亲节 ” 、 “父亲节 ” 和

“感恩节 ” 的传统 ， 通过在这些节日给亲

人、 师长、 朋友赠送礼物、 表达谢意， 来

推行感恩教育。 如节日里给父母送一张贺

卡， 帮助父母洗洗脚、 谈谈心， 感谢父母

给予生命， 把自己抚养成人； 感谢老师教

给各种知识 ， 引领自己做 “大写的人 ” ；

感谢同学， 风雨同舟， 一路相伴， 让自己

感受到世界的温暖 ； 感谢对手 ， 施以压

力， 令自己不断进取、 努力。 不管是中华

传统佳节， 还是西方节日， 都成为实验中

学学生表达谢意的绝好机会。 感恩教育是

一种责任意识、 自立意识、 自尊意识和健

全人格的体现。 学校推行感恩教育的目的

是让学生树立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 培养

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 长期的

感恩教育， 让金华实验中学的学生对社会

有了更多的担当。 如在四川汶川抗震救灾

中 ， 短短半个小时 ， 全校师生捐款近

32

万 ， 被浙江省慈善总会授予 “慈善爱心

奖”； 在玉树地震救灾捐款中 ， 全校师生

共捐款

16

万。

树 立 德 育 品 牌

文明教育成为德育基石。 学校推行文

明教育， 积极倡导文明从身边开始、 文明

从小事做起、 文明从声音开始、 文明从招

呼开始、 文明从微笑开始、 文明从自处垃

圾开始 、 文明从下楼梯做起 、 文明从说

“对不起 、 没关系 ” 开始 ， 让学生学会宽

容 、 学会理解 ， 做到友爱互助 、 用爱相

处。 学校注重学生的人文素质培养， 注重

学生精神上的真正成人 。 长期的文明熏

陶， 使得学生真正成为有道德、 有素质的

人。 如在实验中学的餐厅里就餐， 就能明

显感受学生美德的提升， 感受到学校和谐

美好的环境。 全校学生在就餐过程中， 能

够做到就餐不讲话， 用餐后自处垃圾； 走

在校园里， 到处都会有学生主动微笑着和

你打招呼。 在这里微笑化成了自信、 宽容

和真诚。

传统文化教育提升学生内涵。 金华实

验中学的早自修课上 ， 学生整齐诵读国

学： “与人为善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

人”、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谨于言

而慎于行 ”， 通过亲近传统文化 ， 提升个

人内涵。

2004

年， 学校运动会上万名师生

齐诵 《道德经 》， 引来了全国百家记者争

相报道 ；

2012

年

3

月 ， 中国经典文化导读

首发式在学校举行， 省内外媒体报道了学

校全体学生齐诵 《论语》 的场景。 学校通

过精心组织各种活动 ， 在活动中培育人 ，

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 通过群

体诵读经典 ， 增强对传统文化的情感体

验， 达到 “活动有形， 润物有声” 的教育

效果。

长期以来， 学校的德育工作得到社会

各界的肯定。 最近三年， 有来自非洲、 英

国、 阿富汗等国家和北京 、 上海 、 江西 、

安徽等地

5734

名教育同仁来校参观考察 ，

《人民日报》、 《中国教育报 》、 《浙江日

报》、 《教育信息报》 等新闻媒体对学校进

行过

245

次报道。 学校被评为全国文明礼仪

示范单位、 国家级德育先进实验学校、 中

华民族传统道德教育实验学校、 全国学校

规范化管理示范单位。

抓德育就是抓质量， 继

2008

年、

2010

年连续两届获得金华市中职师生技能比武

团体总分第一名后， 在

2012

年

4

月参加的金

华市中职学生技能比武中， 学校参加

8

项比

赛， 取得

7

个第一名， 并由

18

人代表金华市

参加浙江省技能比武。 同时， 凌建辉教师

在浙江省首届教师创新创业大赛中荣获一

等奖。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面对金华实验中学德育工作取得的成绩 ，

校长吴旭涌依旧认为任重而道远 。 今后 ，

学校将继续加大对德育工作研究的广度和

深度， 探索和运用现代德育管理理念和方

法， 充分利用现代先进技术， 促进学校德

育工作迈向新的高度。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第

17

届书画大赛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小全景图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创建于

1987

年， 系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公办配套小学。

1995

年被命名为江干区实验小学，

1998

年被评为浙江省文明学校。 伴随着杭州 “东

部战略” 的实施和 “钱塘江时代” 的到来， 学校抓住机遇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于

2004

年成立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 在集团化办学中， 学校创新了办学模式，

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和赞誉， 先后荣获浙江省文明学校、 浙江省文明单位、 浙江省绿色学校、 浙江省校本教研示范学校， 浙江省教科研兴校

200

强学校等五十余项荣誉。

学校以 “为每一位师生的幸福人生奠基” 为办学宗旨， 秉承 “让每位孩子都像星星一样闪光” 的行动指南， 深入挖掘 “采荷” 这一校名的内涵， 提炼出 “荷” 作

为一种文化意象所承载的 “和” 品质， 旨在从 “荷” 到 “和”， 构建以中国传统文化中 “和” 为内核的学校文化。 坚持 “五和” 并举， 即通过建设和美校园、 构建和润

课堂、 培养和乐少年、 打造和雅教师、 形成和洽团队为实施途径， 努力实现 “建立数字校园， 培养自主学生， 争做一流教师， 创建名牌学校” 的办学目标， 全体采二

人在继承与发展的道路上， 和衷共济、 立足当下、 追求卓越、 臻于至善， 以六年铸就孩子一生的辉煌

!

全国首批“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

实施“五和” 教育 弘扬传统文化

杭州采荷第二小学教育集团采荷二

小坚持“文化立校”的办学思想，努力构建

以“和”为内核的学校文化，以“五和”教育

为载体，积极弘扬传统文化、研习民族艺

术，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办学成效显著，艺

术教育取得丰硕成果。 先后有

15

人在国际

书画联展中获一二等奖， 有

485

人次在全

国各类书画大赛中获一二等奖，有

4000

余

人次在省、市等各级各类大赛中获奖。 学

校自主培养的

56

名软笔“小书法家”，多次

受省市级部门邀请参加社会活动，广受好

评，其中一名学生的书法作品还被镌刻成

碑文矗立在钱塘江畔。 学校艺术特色被杭

城主流媒体和国家级教育专业媒体多次

报道达万余篇次。 该校先后获得浙江省文

明学校、浙江省艺术（书法）特色学校、全

国书法教育实验学校等省级和国家级荣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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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 近日又成功创建全国首批“中

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主要做法是：

以翰墨书香为抓手

构建 “和美校园”

多方并举， 凸显书法特色

师资配置上 ， 实行全员共育 、 专

兼互补 。 专职教师主攻软笔 ， 兼职教

师主攻硬笔 ； 还聘请刘江 、 郭仲选等多

位全国书法名家定期来校指导 。 每周三

中午全校学生齐练书法 。 拥有 《小学生

写字水平整体提高的探索与研究 》 等多

项 课题研 究 成果 ， “早 、 勤 、 广 、 恒 、

实 ” 五字真经曾被全国书法教育专业委

员会总结推广 。

多管齐下， 开展经典诵读

除配有区优秀图书室外 ， 还配备阅览

室、 休闲吧、 各教室图书角、 各楼层阅读

角， 营造 “信手拈来， 随到随读” 的阅读环

境。 将经典诵读活动纳入教学体系 ， 选编

《和乐少年经典诵读读本》， 每天进行集中诵

读。 制订 《每学期阅读推荐书目》， 每月开

展

2

次 “班级读书会”， 近

3

年来学生撰写读

书心得

2000

余篇。

多点筑景， 注重环境育人

用学生的书法作品装点校内所有走廊，

并实行每月更新一次。 除书法教室外， 建有

专业书法习字厅， 再现 “兰亭” 风貌， 齐备

笔墨纸砚、 水写方桌， 展出名家墨宝。 雅化

校园围墙， 凸显书法元素， 设立 “惠风和

畅” 等多处景观石。

以文化活动为辅助

培育 “和雅教师”

“荷声细雨” 很互动

每月设计主题， 从虚拟和现实两个维度

开辟 “荷声细雨” 论坛。 报告厅里， 聘请专

家开设讲座， 与会教师参与思辩， 进行现场

互动； 校园网上， 全体教师共同跟帖参与讨

论， 进行线上互动。 两种互动共用同一母

题， 相互补充， 相互推进。

“益清书社” 很文艺

成立 “益清” 读书俱乐部 ， 采用会员

制管理， 每月开展活动， 推介经典 。 不仅

邀请斯坦福大学博士石毓智教授等国学大

师作 “解码孔门弟子， 品评万世师表 ” 等

主题讲座， 还组织了 “品读弘一法师 ， 游

赏虎跑梦泉” 等与杭州密切相关的文化探

寻活动。

“清荷雅韵” 很醉人

学校和中国茶叶学会培训中心、 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总社杭州茶叶研究院、 华东师范

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等机构合作， 成立华

东地区首家少年茶文化研究院。 组建 “清荷

雅韵” 教师茶艺表演团和 “青伢” 少儿茶艺

社， 接待来自国内外多个茶艺考察团的来

访， 教师茶艺表演团还夺得区 “庆三八” 教

师风采展一等奖。

以缤纷社团为途径

培养“和乐少年”

伯乐相马搜人才

建立“综艺类人才库”，吸纳、储备、培育“艺

术、体育、科技、信息”

4

大类

42

小项的特长生。 制

定特长标准，学生自主申报，教师“伯乐相马”，各

“千里马”获得人才证书。首批

300

多人入库，随后

每学期进行动态增补，不断壮大特长生队伍。

缤纷社团练人才

社团项目与“人才库”设置趋向一致，目

前开有书法、剪纸、民乐、武术、葫芦丝、篆刻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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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社团。 与杭州棋院、书法家协会、集邮

协会等单位合作，引进专业教师，每周两次集

训。 每月开展一次社会实践活动，如组织“庚

寅清明祭于谦”等。

特长展示秀人才

每学期推出“社团成果展示周”，动静结

合面对全体师生滚动展示。 静态上， 利用橱

窗、 网页、 展板展出各类学员的精美艺术作

品。 动态上，让每位学员登台献技，让各路人

才大显身手。

以校本课程为依托

打造“和润课堂”

课程内容善传承

汲取古代“六艺”教育思想精髓，构建新

“六艺”校本课程，即文雅礼仪、和乐艺术、翰

墨书香、思维探究、活力运动和异域文化等六

大课程，培养“文雅、灵动、阳光”的新一代全

面发展人才。其中“文雅礼仪课程”成果《好习

惯造就好人生（文明礼仪三字经）》已正式出

版发行。

课程落实细规划

每位教师的教学计划里都有新“六艺”课

程教学进度表，确保组织、计划、师资、时间

“四落实”，做到与课堂教学、第二课堂实践活

动、校本教研“三结合”。现已出台一整套教学

设计和配套练习， 还将在实践运用中不断补

充、修订。

课程成果巧展示

推出“三月科技节，四月运动节，五月艺

术节，十月实践节，十一月学科节，十二月文

化节”六大校园节日，搭建新“六艺”的演练和

展示平台。如艺术节”组织和乐少年形象大使

选拔、文艺汇演、诗歌朗诵、英语话剧、书画作

品展等活动。 每个板块都通过海选、初赛、决

赛等环节，使活动的参与度达到

100%

，为学

生提供全方位的展示空间。

以素质培养为目的

组建“和洽团队”

用“艺术考级”激发个体自强

学校制定详细的考评标准， 开展多门类

艺术技能考级，以年级为参照设

6

级，以年级

或全校为单位前

20%

学生上浮一个等级，后

10%

学生下调一个等级。 每位学生先自评，再

考级。 对组织工作出色、参与率达

100%

和成

绩突出的班级团队授予优秀组织奖。

用“对等竞争”实现分层激励

每学期分年级进行五次竞赛。 每月各班

推荐最好的

10

份作品参加年级竞赛， 前期已

参赛的不再参与后期比赛， 确保各班同一层

级学生对等竞争， 评出各年级个人星级奖和

团体一、二、三等奖，展出佳作，公布表彰。

用“大赛超市”创享成功体验

一年一度的书画大赛设置众多组别和门

类，形成超市，鼓励全体参与，错位竞争。 设立

团体个人奖和组织奖，预设

60%

以上的得奖率，

促使每名学生都有艺术专长。 如

2011

年书画大

赛设

6

个组别

12

个项目，扇面、

T

恤、凳子、雨伞、

自制的大蝴蝶，这些都成为了孩子们绘画的载

体。 共计

2200

多名学生参赛，

1000

多人次获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