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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
民 族 ，也 是 特 别 注 重 道 德 教 育 的 民
族。古代圣贤相信，只有教育学生学
会做人，才能够“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的重
要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立德树人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
赋予了“立德树人”新的使命。学校从
来都是立德树人的主阵地。在立德树
人的第一线，校长应该做些什么？如
何把这一宏大主题落实到日常的教育
实践中？

我们试着找到一条属于本校的路
径。一开始，我们奉行陶行知先生所提
倡的“生活即教育”，着眼“德育生活
化”，把德育目标融入学生日常生活。
但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要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仅仅立足“德育生活化”
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深入师生细致调
研，结合我校班级数较多，学校行政行

管队伍精干的特点，我们确立了打造多
彩班级文化推动立德树人落地生根的
德育工作思路。

班级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具有一种无形的教育力量，是
学生受教育最直接最重要的影响源之
一。班级文化弥漫在班级的各个角落，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优秀班级文
化对学生的影响，要比某一门学科、某
一种知识的影响大而长远。

我校的多彩班级文化包括“多彩班
级环境文化”“多彩班级制度文化”“多
彩班级活动文化”。

优美的班级物质环境，具有“桃李
不言，下自成蹊”的特点，能使学生在不
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暗示、熏陶和
感染。为努力使全校各班环境文化呈
现多姿多彩的特点，我们在班级环境布
置上强调三结合：教育性与实用性相结
合、放眼国家民族与关注校园班级相结
合、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班主
任们围绕这三个原则，放手让学生设计
布置教室，每学期学校组织的“无声德
育课堂”评比大赛，竞争都十分激烈。
许多学生把教室照片作为自己 qq或微
信图标，自信满满地推介自己的教室。
教室已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教与学的
场所，它是班集体在潜移默化中陶冶情
操、洗涤学生心灵，形成学生自我教育
意识的有效德育载体。

班级制度文化是指以班规班纪为
内容的班级师生共同制定认同和遵守
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所表现的文化
形态。如何制定班级管理制度，陶行知
先生在他的《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中
早有论述：“学生自己共同所立的法，比
学校所立的更加近情，更加易行，也更
加深入人心。”因此，在班级制度建设中
我们提出充分发扬民主，尊重学生意
愿，立足班情，构建多彩的班级制度文

化。七年级，我们推出“我的班规我来
定”主题活动，向每一个孩子征集班
规。八年级，我们的“我和班规有个约
定”主题演讲，强化每一个孩子遵守班
规的意识。九年级，我们举办“班规伴
我成长”主题征文，发动孩子们挖掘班
规的内涵意义。正是这种全员全过程
参与，使学校各班的班级制度文化无论
是具体内容还是语言表述，都呈现出百
花齐放、多姿多彩的喜人局面。

班级精神文化是班级文化建设的核
心部分，其主体是班风。良好的班风是
无声的命令，它能使学生自觉约束自己
的思想言行，抵制排除各种不良行为。
良好班风的形成，离不开班主任的引导
参与，也需要学生的主体参与。我们尝
试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进德育主题
活动，推出每月一主题的德育活动。如：
三月“助人月”、六月“诚信月”、十月“爱
国月”等，班级围绕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
班团活动。为使班级活动深入人心、触
及灵魂，我们号召每个班级学生寻找发
现本班的“班级偶像”，深挖偶像的精神
内核，嵌入每月的主题德育活动。生动
真实的偶像往往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增
强了德育活动的实效。为促进班级活动
的蓬勃开展，我们每学期都要组织“班级
活动金点子奖”和“优秀班级活动课”的
评选。良好的班级活动就像一块磁铁，
吸引着学生在活动中受到熏陶和鼓舞，
增强了集体的责任感和归属感，促进了
学生对班级精神文化的认同，另一方面，
多彩的班级活动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
爱好，使他们的特长得以发挥，能力得到
提高，个性得到发展。

作为一所学校思想文化的引领者，
最期盼的莫过于看到先进思想、优秀文
化在校园蓬勃发展。令人欣喜的是，通
过打造多彩班级文化，我们有效地推动
了立德树人落地生根。

多彩班级文化推动
立德树人落地生根

益阳市第六中学初中部校长 盛如意

9 月 1 日，荣湾湖畔投入 1.1 亿元新建
的集英学校正式开学开课了，近3000名孩
子欢欣雀跃涌进新校园。这是岳阳县化解
大班额的重点工程，也是“五联帮扶”办学
新模式的又一举措。

近年来，我们学习借鉴精准扶贫工作
经验，创新教育发展模式，采取“五联帮扶”
的办学模式，即：党建联心、资源联通、教学
联动、师生联谊、学校联盟，坚持以党建促
发展，以城带乡、以强带弱，由优势学校结
对帮扶薄弱学校，有效破解县域教育均衡
发展的难题,补齐教育发展短板。具体措
施是：

党建联心。用党建工作统领教育工
作，着力提升党建工作实效，坚持党建+融
合，让学校基层党建工作焕发生命力。

理顺学校党组织隶属关系，将 107 个
学校党支部（含党总支）归口教体局党委管
理，强化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推进党支部

“五化建设”，局班子成员联系乡镇、县直学
校，定期上党课，指导“三会一课”。如明德
小学在帮扶步仙镇中心小学的过程中，邀
请联点局班子成员参加，指导党员教师开
展理论研修，研讨工作问题，列出整改清
单，限期交账。同时，还结合乡村振兴、文
明创建，开展“党员示范岗”“教学质量向我

看齐”“小手牵大手，携手美家园”等
活动，充分发挥党员教师育人楷模

作用。
资源联通。为促进

资源的科学配置，引导城
区优质资源合理向偏远
薄 弱 学 校 流 动 ，出 台 了

《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
乡教育改革发展一体化
实施意见》和《城乡学校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仅
2020 年，投入 1.82 亿元，安排化解大班额
项目10个，薄改工程项目9个，以及其他学
校现代化配套工程项目。同时，加快建设
教育信息化，实现“三通两平台”，今年9月
底将实现所有学校所有班级多媒体教室全
覆盖。资源联通更多的是教育信息与教育
理念的交流，出台《深入推进义务教育学校
教师校长轮岗交流工作，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实施方案》，通过在城乡之间、乡镇
之间和乡镇内教师交流、支教等方式促进
师资的均衡配置，激发队伍活力，从 2016
年起，每年安排近 200 名教师参与交流轮
岗，有效促进了优质资源的互联互通。

教学联动。结对帮扶学校实行课程统
一设置、教师集中备课、教学联合实施、质
量共同检测，优秀教师经常到帮扶学校送
教、走教，经常性开展示范课、交流会、沙龙
角等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岳阳县城区办学
条件较为优越的明德小学与步仙镇中心小
学结对帮扶后，明德小学充分利用优质的
教学资源、先进的网络教学设备开展帮扶，
今年“停课不停学”期间，两校师生在云端
共享优质课堂,让山村学子“乘云”看世界、
长知识。

师生联谊。利用青年节、教师节、建党
节等重大节庆日，开展城乡学校联谊活动，
搭建师生交流平台，在情感上融合，在校风
上熏陶，在文化上共鸣。如“五四”青年节
时，组织开展未婚青年男女教师联谊活动；
举行“奋斗的青春最美丽”青年教师演讲比
赛。麻塘中心学校、麻塘中心小学是近城
区的两所学校，紧靠岳阳市区，濒临洞庭
湖，因为共同的地理区位和相近的办学理
念，两所学校结成对子。每年 10 月份，两
校共同组织学生进入洞庭湖堤坝开展生态
环保活动，捡拾洞庭湖的垃圾，争做环保小
卫士，并以此为契机开展生态环保教育，两
所学校均被评为“省级生态环保单位”，促
进了学校办学品位的提升。

学校联盟。以“一对一”的形式结对，
建立16对32所学校帮扶共同体，以3年为
一个周期，通过签订合作协议，共同编制联
盟发展规划、制定帮扶实施方案，加强合作
机制建设。结对帮扶学校实现了学校发展
规划共同确立、管理模式共同执行、教学常
规共同检阅、学校文化共同设计，带动了薄
弱学校更新教育理念，掌握先进管理方法，
促进了教育质量的提升，让偏远地区的孩
子们也能在家门口享受优质教育。县教体
局对结对帮扶学校进行捆绑考核、综合评
价，从而推动城乡之间、乡镇之间、校际之
间不断缩小差距，一体化发展。

一撇一捺，两笔组成“人”字，身
就如“人”字的一撇，心就如“人”字的
一捺，只顾一边，都不能称为“完整的
人”，身心和谐发展才是一个“完整的
人”。在建校之初，长郡滨江中学的
育人目标就确定为：培养完整的具有
核心素养的人。

什么是“一个完整的人”？古今
中外有许多的论述：哲学家克里希那
穆提提出：教育的最大任务是在于产
生一个完整的人，能将生活加以整体
的处理，足以使他能面临生活上日益
增加、错综复杂的问题；马克思提出
了“完整的人”的概念，他认为：只有
人不被物质绑架，不被功利和世俗诱
惑，自由地观察、思考世界并全面地
发展自身时，才是“完整的人”。只有
把一个人置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中，只有他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同时，
他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
人 ；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
家孔子认为，教育的重点是让学生健
康成长，得到和谐发展，把学生培养
成刚毅坚卓、发愤图强、永不停息、厚
实和顺、仁义道德、容载万物的人；我
国现代教育家陶行知主张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学生，提出受教育者应
该成为具有“科学的头脑、健壮的双
手、农夫的身体、艺术的情趣、改造社
会的精神”的人；长郡滨江中学传承
长郡中学的校训“朴实沉毅”，也是对

“完整的人”的一种阐述：生活要俭
朴、为人要诚实、做事要沉着、面对困
难要坚毅。总而言之，一个完整的人
就是一个身心和谐发展的人。

怎样做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
人”于悦纳自我时起步。成功与失
败、欢笑与泪水、表扬与批评，进与
退、功与过、得与失，都是成长和人生
的一部分，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
让学生学会认识自我、分析自我、接
受自我。谁的儿时没有被批评？谁

的中学时代没有一堆作业？谁的青
春没有迷茫？世界是公平的，现在舒
适一点，将来就会辛苦一点，正所谓：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吃得苦中
苦，方为人上人！

“完整的人”于扬长避短间发
展。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
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告诉我
们，人的智能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
的，每个人的智能可分为语言、数理
逻辑、空间、身体-运动、音乐、人际、
内省、自然探索等范畴，它们在每个
人身上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程度组
合存在，使得每个人的智力都各具特
色。请欣赏不同的花，有的花不开是
需要阳光雨露，有的花不开，是因为
花期未到。人有着巨大的潜力，人的
发展是永无止境的，但尺有所长，寸
有所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势领域
和弱势领域，把自己的潜力开发出来
个性发展，就是一个完整的人。

“完整的人”于不断学习中突
破。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庄子曾说：“吾生也有
崖而知也无崖”。人没有生而知之，

只有学而知之。因为
人不可能完美，所以要
通过不断地学习，使自
己尽可能完整。小米
创始人雷军40岁开始
转型创业，马克思 50
岁开始学俄语，我国著名经济
学家于光远 84 岁开始使用电
脑，学习是个人和社会的“内在财富”，
在这个时代，学会学习是每一个人都
要面对的时代课题，它将是打开创造
之门的钥匙，也是走向未来的通行
证。“活到老，学到老”是一种态度，“社
会即课堂，生活即教育”则是一个更
宽的视野。

总之，“完整的人”跟“完美的人”
不是同一个概念。金无足赤，人无完
人，人不会完美，也无需做到完美，但
每个人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愿在成为“完整的人”的道路上，有
我，有我们，也有你，有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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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整的人
长沙市长郡滨江中学校长 刘德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