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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心育育化化德德育育 绽绽放放生生命命的的阳阳光光
————古古寨寨小小学学构构建建““心心育育化化德德育育””体体系系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陈乃彰
通讯员 周玲 李梦华 杜玲

阳光赋予万物生命，给予万物温暖。走进威海市古寨小学，“我就是阳光”这几个字让人感受深刻，从学校建设到师资资力量，以及课本教程，因为有了阳光，
让人如沐春风。

近几年，学校也积极构建“心育化德育”体系——— 心育化德育文化为根，团队建设、课程构建为两大抓手，全力打造造“我就是阳光”，让每个孩子都能绽放属
于自己的阳光，人人成为温暖的存在。

“心育化德育”体系

让生命绽放如花

“心育化德育”融合积极心
理和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旨
在挖潜每位师生、家长的内动
力，通过心育化文化的全面渗
透、心育化团队的全员参与、心
育化课程的全程浸润，让主动
成为一种生活、学习的自然习
惯，让生命自发绽放属于自己
的光彩。

学校首先建立了心育化文
化，全面渗透，铺设阳光底色。
以多样的内容形式，多侧面反
复、持久地刺激学生的感官，通
过渗透作用，影响、感召学生的
心灵，促使学生实现从量变到
质变的飞跃，彰显我就是阳光。
为每位学生的生命发展铺设阳
光底色，让学生们健康、快乐、
积极地成长。

学校将我国传统文化和积
极心理学相融，取其精髓。以“享
受阳光人生”为阳光教育愿景，
以“以爱育爱 主动发展 差异
闪光”为办学理念，以“我就是阳
光”为校训，以“温暖、主动、多
彩”为核心素养，打造“正己化人

和而不同”的阳光教师和“守
正尚能 各美其美”的阳光学
子。此外，学校充分利用学校的

每一面墙壁。让其传递温暖、体
现主动、展现多彩。依据功能分
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传递信念
类。如文化墙、文化橱窗、阳光常
识、能量层级等，把阳光教育的
追求与信念，静静地浸润到师生
的心田。第二类是示范引领类。
如畅园中阳光少年、爱心走廊、
爱在这里、操场上的足球明星、
精彩瞬间、艺术廊里的名人名
品、京剧知识、班级名片等，让正
向拉动的力量处处可及。第三类
是创意展示类。阳光展室展示学
校特色创建的历程和成果，激励
古小人奋进；楼梯、连廊、班级名
片等展示平台，充分满足了孩子
们展示多彩创意的最大需求。

为了能更好的践行文化，
学校投资20余万元，将整个教
学楼五楼打造成心育文化茶馆
长廊，迈入长廊首先映入眼帘
的是绿色的藤蔓，绿色孕育着
生命，意味着希望，这营造了轻
松舒适的良好氛围，让人的精
神在不知不觉中愉悦起来。学
校在原有谈话吧、快乐吧、游戏
吧基础上，增设放松吧、宣泄
吧、训练吧、活动吧，完善心理
咨询各室建设，“一廊七吧”的
建设为开展多样心育辅导奠定
了基础。当有学生心情低落，心
理辅导老师便带着孩子来到放

松室，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听着
放松的音乐，心情便好了几分。
再加上老师贴心的关怀，很多
问题迎刃而解。

老师家长参与其中

润泽阳光品质

在心育化德育方面，学校拓
展多方资源，全校教师、家长等
人人成为心育工作者，全员参
与，以爱育爱，润泽阳光的品质。

教师团队方面，学校领导
集体坚守“管理就是帮助，就是
成全；管理是修己安人的过程”
的心育理念，创造性地开展“内
求思维训练”，让其成为提升心
力、聚焦能量的根本。学校还研
究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内求
思维方法：内求思维模式、内求
式沟通模式、PDP性格分析、内
在天气报告、寻找心智模式、心
灵绘画等等，对老师进行培训，
要求教师根据需要，对不同的
学生采取不同的心育策略。

在师资方面，阳光教育一
路走来，老师们逐渐变得温暖、
淡定、喜悦。通过学习，老师们
明白了“教育的困惑，源于生命
的困惑。”大家一方面研究儿童
的生命规律，一方面研究儿童
的学习规律，研究的过程，让大
家真正理解了“君子务本，本立

而道生”。通过培训，老师们掌
握了更多的心理规律，从而促
进了心育能力的提高。

心灵工程需要家校携手一
起。学校通过种种形式，使学校
教育和家庭教育紧密结合，同
步发展，全方位普及心理学、教
育学知识，提升家长心育素养。
家校联盟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发挥了强有力的合力作用，充
分促进教师、家长、学生三者间
积极互动，有力推动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整体提升。

本着“优化家庭教育，提升
家长素质，改变家庭育人环境”
的宗旨，自2006年起，学校启动
了“阳光家庭”评选活动。学校还
以“智慧家长讲堂”为平台，挖掘
家长优势资源，开发家长课程，
打造优秀家长讲师团，开展系列
主题家长培训，渗透心理健康教
育，帮助家长了解孩子的年龄特
点、心理特征以及一些现代教育
的特点和规律，促进家校及亲
子、家长间的交流，以此提升家
长的家庭教育水平，最终实现学
生素质的提升。

心育化课程

优化阳光品质

育人的核心载体是课程，
从心出发，架构“我就是阳光”

心育化全程德育课程体系，最
大限度地整合育人目标、整合
教学内容，构建主动、融合、实
效的课程体系，实现全程浸润
育人、优化阳光的品质。

目前，学校的课程主要有
主动型心育课程和融合型心育
课程。

主动型心育课程主要包括
序列化心育课程、序列化绘画
课程；融合型心育课程从学科、
活动、资源三方面入手，将教育
教学、校内外、家校三方面建立
融合型心育课程，全方位普及
心育。其中包括学科心育化和
活动心育化。活动心育化包括
构建“浸润课程、节日课程、仪
式课程、安检课程”四大体验式
活动课程。通过宣传发动、自主
练习、成果展示三个阶段体验
夯实养成。

心育化德育，优化了师生、
家长的阳光品质，也推动了学
校的特色建设，2016年5月学校
荣获“威海市特色学校称号”。
周玲校长撰写的《办一所没有
特色的学校》刊登在《人民教
育》上，《教师管理中内求思维
模式的运用》发表在《教师育
人》，另有多篇论文发表在《中
国教师报》、《教书育人》、《创新
教育》等刊物。

悦阅乐“王一梅”作文专栏

《摘樱桃》
一天，我去采摘园去摘樱桃，远远望

去山上绿油油的一片，还有几个小红点点
点缀在绿丛中。走进果园，就会在树上看
到鲜红欲滴的大樱桃。有些樱桃非常会挑
生长的位置，高的，我踮起脚尖都够不到，
低的，我使劲俯下身子才能摘到。有的樱
桃连在一起，像是一对连体双胞胎；有的
长得足足有一元硬币那么大；还有的被虫
子咬了一个洞，吓得我魂飞魄散。

第一次摘樱桃肯定没有经验，果不
其然，我一下子摘了一个酸得要命的樱
桃，酸得牙齿都要掉了，眉毛皱得像核桃
的纹路。不过下次我就汲取教训，再也不
摘硬的樱桃了，酸死了，现在想想还忍不

住口流酸水。
不过，后来我摘了许多好甜好甜的

樱桃，甜得像蜜一样流到全身。虽然我边
摘边吃，但我还是止不住我的嘴，等到家
的时候，樱桃早就被我吃个精光，只剩下
六颗了。

好想下次再去摘樱桃呀！
鲸园小学 3年级4班 秦堃
指导老师：刘老师
点评：秦同学观察十分仔细，从樱桃

的外形到樱桃的味道都进行了入微的
描述，读的过程仿佛跟着她一起进入了
采摘的场景，和她一起看到了樱桃，吃到
了樱桃，赞！

《相册》
一天，我闲来无事翻着我家的相册，

里面有许多我小时候的照片。有我开心
时候的，有我玩玩具时候的，有我过生日
的时候，还有我旅游时候的。

照片里的我表情丰富，有的笑得露
出了牙，有的不看镜头，有的皱着小小的
眉头。原来，我小时候这么好玩呀，可是，
这是什么时候拍的我已经忘记了。

这个时候，妈妈走了过来，和我一起
看照片，我每翻一页照片，妈妈就会讲出
这个照片背后的故事，有的连几月几日
都知道。我们一边看着，遇到搞笑的画
面，我和妈妈就会笑得前仰后合。

有一张姥爷抱着我的照片，妈妈说

那是我4、5个月大的时候。姥爷让我蹬蹬

腿，我就蹬个不停，还咯咯地笑个不停，

那笑声很有感染力，像把全世界的阳光

都引来了，把大人也都逗笑了。

我一直以为妈妈很粗心，比如她经

常忘记带手机，但妈妈却把这些年岁已

久的琐碎事情，牢牢记在心里，他的心细

让我刮目相看。

塔山小学 4年级6班 刘丰宁

指导老师：刘煜超

点评：这篇文章选材很棒，巧妙以相

册作为切入口，以小见大，写出相册背后

妈妈的爱，构思很赞，情感很真诚！

毕业典礼
6日，皇冠小学举行

了“胸怀理想 心念感
恩”五年级毕业典礼。毕
业典礼上，“我和老师的
故事”“我眼中的班级”

“回顾成长的足迹”等环
节感人至深。

本报记者 李孟霏
通讯员 段志芳 摄影报道

荣誉超市
临近学期末，半月湾

小学“荣誉超市”开放，学
生根据日常积累的“武术
卡”和小奖章数目兑换成
相应的礼品。

本报记者 陈乃彰
通讯员 陈娜娜 摄影报道

计生宣传
日前，塔山、杏花村、南

山、同德、峰泉、布谷夼、胜利、
石河、鸿武、海城、东北村、大
桥等多个社区开展“人口流
动健康同行计划生育倡导文
明”宣传活动，为辖区内的流
动人口开展计生宣传。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充电”
暑假已至，各学校教

师通过集中培训、校本研
训、远程培训等多种形式
不断“充电”，提高自身素
质。图为古寨中学教师进
行远程研修。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园丁精心育桃李

家长感动送锦旗
本报威海7月13日讯(记者

陈乃彰) 6月23日上午，皇冠中
学7 .1班家委会7位家长来到皇
冠中学，谨代表7 .1班全体家长
学校，将两面锦旗和鲜花送给
班主任陈萍老师和7.1班全体任
课教师。

7.1班家委会主任李传金先
生说，7.1班是一个优秀的班级，
班风正、学风浓。在陈老师的关
怀与帮助下，每一个孩子都有
了很大进步，家长真切地感受
到皇冠中学老师们的敬业与奉
献，特送来绣有“呕心沥血育新
人，桃李芬芳满天下”和“遍栽
桃李树，广育栋梁才”两面锦
旗。感谢学校给孩子提供的优
质教育，感谢老师一年来对孩
子的精心培养和超值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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