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课程引领——— 先思

后行

为了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蓬莱一
中坚持课程引领，构建实践活
动课程理论体系，为综合实践
活动提供理论指导。

1 .学生教育 ,教材先行。怎
样理性参与综合实践活动是学
生实践过程中遇到的普遍性问
题，基于此，学校校本教材编委
会立足于蓬莱一中办学实际，
编写了《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手
册》《综合实践活动手册教师
版》《成就最好的自己》。

《成就最好的自己》选取了
20个德育主题。例如：“党在我
心中”“爱我中华”“背上诚信的
行囊”等，以案例事件为切入
点，以活动分享为主要形式。每
次交流，不再空洞说教，让学生
在活动中体验感受主题教育的
魅力。《综合实践活动指导手
册》则从参与实践活动的目的
意义、形式内容、活动主题选
择、方案设计、过程管理、总结
报告的撰写等方面对学生参加
综合实践活动做了全面指导。
使每个学生在参与活动之前，
先从理论上清楚自己要做什
么，应该怎么做，做到先思后
行。

2 .学生实践，教师先通。学
校通过外出培训、请专家指导、
教材引导等方式。首先帮助教
师了解精通综合实践活动的策
略、管理和指导。在此基础上，
以“全员育人导师制”为主要方
式，以《学生成长手册》为媒介，
培养亦师亦友的师生关系，让
学生的人生规划、实践活动、学
生成长都有一对一的导师指
导，在奋斗的路上少走很多弯
路。

3 .三年实践，规划先行。高
中阶段综合实践活动要走出
去，就要有合理的规划。为了帮
助学生合理安排顺利完成综合
实践的学习任务，学校利用心
理生涯规划课，引导学生在高
一时，按照《中小学实践活动纲
要》要求，对自己三年内的综合
实践活动安排做出合理规划。
例如：活动内容、时间安排、报
告上交时间等，既提高了学生
实践活动的计划性，又合理安
排了学习与实践时间达到了双
赢的目的。

以激发学生兴趣、鼓足学
生动力为目的，蓬莱一中采取

“我的实践，我选择”方式，指导

学生在考察探究、社会服务、设
计制作和职业体验四个方面进
行选择和自我规划(在完成规
定必修学分情况下)。如此方式
有利于激发学生探究动力，发
展学生兴趣，将课堂理论运用
到实践当中，由内化于心到外
化于行，实现从实践认知到实
践行为的转化。

二、社会实践——— 百花

齐放

丰实多彩的课内外、校内
外实践活动，有助于扩充自身
知识的储备，感受自然魅力，了
解社会现状，丰富人生阅历。

(一)德育活动在理性把握
限度，注重精神内涵的前提下，
增强仪式感。

——— 升旗仪式。每周由政
教处确定主题，学生策划，举行
升旗仪式，增强学生的国家认
同感，自豪感，让学生把爱国之
情，报国之心，兴国之志，转化
为理性爱国的实际行动。

——— 成人礼仪式。提高学
生的公民意识，增强社会责任
感，强化感恩诚信、爱国进步、
理想奋斗等品质培养。在成人
礼的互动环节，学生、老师、家
长无不感动震撼以至热泪盈
眶。学生孟令畅说：“跨过‘成人
门’的那一刻，我非常激动，从
来没有过的感受。我会记住：我
长大了，我要担起自己的责
任！”

——— 入团仪式。响亮的宣
誓，庄严的誓言，他们记住了共
产主义是我们坚定的信仰，社
会主义是青年们无悔的选择。

——— 毕业典礼。带着对三
年高中生活，老师与同学们的
留恋和来自母校老师、同学们
的祝福，高三学生决心把感恩
的情感转化为实际的行动规划
人生，努力拼搏。

——— 入学仪式。学校用隆
重的仪式欢迎新一届学生的到
来，领导的期望，老师的鼓励，
同学们的热情，让高一新生充
满了力量和奋斗的渴望。

在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节
点，蓬莱一中庄重的仪式活动，
以典礼的形式开展的具有秩序
性、情境性、体验性的集体活
动，培养了学生积极向上的心
态，提升了学生的精神境界，并
具有持久的影响力。

(二)课堂内外，不同形式的
分享和体验，有助于学生学会
思考，明辨是非，培养综合素
质。

1 .课堂教学充分发挥学生

主体作用，重视学生参与和体
验

蓬莱一中要求所有学科在
教学中，重视学生的主体作用，
鼓励学生“自己备课——— 当先
生”“自己讲题——— 练思路”“自
己出题——— 练理解”，帮助学生
成为学习的主体，而每一个环
节得到认可的学生都获得了学
习上的很大进步。

主题班会课、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课、综合实践活动课等
课程，采取资料案例搜集、分享
讨论、情景剧表演等形式，把课
堂放给学生，让学生在讨论、分
析、争辩的过程中，在对课堂主
题的思考中，明辨是非，受到教
育。

2 .课堂外，多种多样的实
践活动，丰富了学生课余生活，
展示了学生不同的能力。

——— 社团活动：学校登记
注册的学生社团共有21个，主
要包括艺术、体育、人文科技、
公益服务、专业爱好等类型。通
过社团活动，丰富了学生的业
余生活，培养了团队意识和责
任意识，锻炼了组织协调能力，
提升了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

——— 传统节日活动：学校利
用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等传统节日开展一系列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活动。清明
节，蓬莱一中高一全体师生徒步
远足10多公里到蓬莱英雄山烈
士公园，祭奠革命烈士，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徒步10多公里的远
足、英雄山前的集体祭奠哀思，
学生内心震撼的同时培养了团
队精神，锻造了坚毅品格，树立
了艰苦奋斗的信念。

——— 学校节会：校园艺术
节、体育文化节、科技节等校园
节日，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
创造力、想象力等，创作出绚丽
多彩又新颖实用的艺术科技作
品。科技节上，学校向全体师生
展示了创客大赛优秀成果、蓬
莱一中创新创意作品大赛优秀
成果以及蓬莱一中学生通用技
术作业优秀手工作品。既培养
了学生“敢于探索、勤于动手、
勇于实践”的科学精神，也进一
步推动蓬莱一中科技创新教育
活动的开展，打响科技特色教
育品牌。

——— 研究性学习：做课题
研究是高中阶段从来没有的，
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从懵懂
无知到能够完成一个较为完善
的课题研究，从报告不成文到
能够写出一篇内容丰实的研究
报告，展示了一个高中生具备
的能力和素养。蓬莱一中高三
学生牟衍硕在教师的指导下，
通过平时对商铺灯光的观察以
及对市面上现售LED灯的调
查，写出报告《商铺LED灯优化
系统设计》，即将在《中国新通
信》上发表。

(三)走进社会大课堂。
走进社会大课堂，让学生

真正地走出校门，有助于学生
学会分享、尊重与合作，形成乐
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 研学旅行。研学旅行
是让学生 “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在游学中增长才干。

2017级部在奥赛培训的过
程中，开展“学习向未来”研学
活动，组织学生领略了省会济
南风光和山东大学百年风采。
在济南，学生离开父母自己照
顾自己，他们带着好奇和疑问
参观，并且积极讨论，短短十多
天的经历，学生的自理能力、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有了很大提
高。

寒假期间，高一六班组织了
“弘扬蓬莱文化，传承中华文明”
为主题研学活动，跟着讲解员的
指导，同学们观察、体会伟大民
族英雄的戎马一生，也感悟自己
作为青少年肩上的职责。谈感言
时赵艺阳同学说：“民族英雄戚
继光的历史值得我们学习和继
承，我们应该充实自己，为社会
主义事业添砖加瓦。”

——— 社会服务。假期期间，
蓬莱一中充分挖掘社区资源，
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这个
冬天不太冷——— 送温暖”活动，
学生通过小组行动，走进敬老
院关爱老人、走进贫困家庭给
同龄人送温暖。学生在满足被
服务者需要的过程中，同时也
获得自身发展，开始关心社会，
关爱他人，渐渐成长为一个履
职尽责、敢于担当的人。

——— 职业体验。生涯规划
课的开设让高中生更加明确自
己未来专业方向。学生广泛参
与“职业访谈”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各种方式体验或感受着一
个职业的魅力，从而更加确定
自己未来的选择。《白衣秉丹
心，妙手成仁术》，陈文臻同学
深入医院科室，切身感受到了
医生的辛苦与伟大；《不忘初
心，让爱前行》，尤棋同学的义
工行动让她体会到了环卫工人
的辛苦，感恩之心更加坚定。

蓬莱一中高一新生第一课
军事夏令营活动，短短七天的
训练，烈日下的坚持，汇演时矫

健的军姿，嘹亮的口号，让这些
温室的花朵迅速蜕变成具有坚
强意志的“军人”。

三、注重反思——— 收获

成才

综合实践活动的开展是为
了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素质，我
们不断完善过程评价制度和结
果评价制度，就是为了让学生
能够在体验活动过程中，真正
有所收获、有所成长。比如：研
究性学习报告，我们会通过选
题、开题报告及方案设计、过程
记录、撰写报告四大部分进行，
其中过程记录占很大比重，对
学生养成点滴积累的习惯和规
划思维有很大作用，并有利于
培养严谨的科研态度。

另外，我们会引导学生将
实践中得到的能力以及习惯运
用到理论学习当中去。研究性
学习培养的严谨科学态度有利
于数学、物理等理科科目的学
习，减少出现点滴之差的错误；
社会服务、研学旅行等培养的
责任意识、爱国之情有利于政
治、历史的学习，树立大格局，
更好地理解我国的历史和政
策；在实践中养成的规划意识，
运用到学习中，每天一点的进
步，就会给予自己更大的信心，
三年后取得最大的胜利！

回顾过去，我们脚踏实地，
从全面落实学校“至善”教育理
念出发，立足于办学实际，专心
探索符合蓬莱一中实际的综合
实践之路，开拓学生视野，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立足当下，综
合实践之路的探索小有成果，
但仍需继续前进；展望未来，我
们不解点线之差，不赏明月青
瓦，只迎微风剪剪，相信在学校
领导大力支持和全体教师的共
同努力下，我们的蓬莱一中终
将会落地生根，享荣耀喧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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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验验··收收获获··成成长长
——— 蓬莱一中综合实践活动足迹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任党林 张淑荣 李梦尧

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综合实践活动成为培养养学生良好个人品质，感

悟人生，感恩社会，提高道德素养、责任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和载体。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综合实践活动在学生德育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蓬莱一中立足于“至善善”的教育理念，以课程

教育为引领，以活动体验反思为重点，合理规划，教学与实践教育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走出了一条有一中特色的综合合实践活动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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