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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教育引领莘莘学子健康成长
要
要要廉江一中野仁德教育冶实践纪实
策划//本报记者 詹宗富 撰稿//本报记者 林达琳 通讯员 周毅 陈希宇

廉江一中合唱团在香港国际青少年合唱节夺冠后袁 意大利合唱团
总监尧国际合唱期刊总编辑 Andrea ANGELINI.PHD 博士尧西班牙巴
期克地区合唱指挥 Enrique AzuRZA 教授与廉江一中校长张旭合影遥

设计大气的廉江一中论语广场
每周星期一早上袁廉江一中全
校师生庄严列队袁升国旗尧奏唱国
歌袁齐声诵读国学经典噎噎
每年 9 月 28 日袁 学生们身穿
汉服袁手执经卷袁在悠扬古筝的伴
奏中袁齐声诵读叶论语曳名言警句
噎噎
每年袁 在廉江一中论语广场尧
仁德广场尧田径运动场袁春天读书
节尧夏天感恩节尧秋天敬师节尧冬天
科技文化艺术节都轮番精彩上演遥
仁以立德尧立德树人的野仁德教育冶
实践袁熏陶了一中学子袁锻造了一
中灵魂浴

才冶的办学理念袁以野培养有中华灵
魂和世界眼光的当代人才冶为办学
宗旨袁以野争一流尧创特色袁办名校尧
育英才冶为办学目标袁以野厚德尧博
学尧砺志尧笃行冶为校训袁形成了野孝
亲尧尊师尧赞美尧鼓励冶的校风尧野传
道授业尧诲人不倦袁言为世则尧行为
世范冶的教风和野勤学尧善思尧互助尧
奋进冶的学风遥 开设礼仪课尧论语
课尧心理健康教育课尧幸福文化课
堂等校本课程袁 倡导文明礼仪袁宣
扬国学文化袁启迪学生心智袁鼓励
学生读圣人书尧立君子品尧做有德
人遥

荫 重点打造仁德育人品牌
在生机盎然的春天袁记者一行
走进廉江一中袁 只见校园布局大
气袁处处绿树成荫袁环境干净整洁袁
书香飘满校园袁 人人彬彬有礼袁仿
佛徜徉于国学殿堂院宽广美丽的论
语广场正中矗立着孔子雕像袁中央
两侧的石柱袁刻着名家书写的体现
儒家野仁尧义尧礼尧智尧信冶核心思想
和野温尧良尧恭尧俭尧让冶处世品格的
论语名句遥 从论语广场的创设袁到
野仁冶野孝冶 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课程
的融入袁廉江一中走出了一条有重
点有特色的仁德教育创建之路遥
野德育是整个教育的灵魂袁灵
魂所在袁生命不息遥 冶廉江一中校长
张旭是广东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
人尧 广东省骨干校长培养对象尧湛
江市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尧高中语
文正高级教师袁一举手一投足书卷
味十足遥 他说袁教育在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尧发扬光大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尧培养民族精神方
面袁肩负着特殊的使命袁十年前廉
江一中创办之始袁 经过与教师讨
论袁最终敲定了办学思路院以传统
文化为依托袁 以国学经典为载体袁
打造学校的特色品牌遥
该校野仁德教育冶包括野仁德育
人冶野仁德文化冶野仁德课程冶野仁德
课堂冶四大格局遥 依托论语广场尧仁
德广场载体袁从校园生态尧文化建
构尧课程建设等方面入手袁为学校
通过传统文化导向立德树人搭建
了一个标志性的平台遥 确立了野以
德立校尧以智强校袁先成人尧后成

荫 特色营造仁德教育氛围
春风化雨袁润野心冶无声遥 该校
历来重视传统文化教育袁注重培养
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人文精神袁
将野仁冶野德冶思想与现代化视域下
的教育理念有机结合起来袁以现代
化视域传承传统文化智慧袁推进教
育特色创新发展遥
一野读冶袁每周一节的叶弟子规曳
或叶读<论语>袁学做人曳校本特色
课程袁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和例行儒
学传统教育袁 感受传统文化精华曰
二野看冶袁由班主任组织袁每月安排
一节班会课利用教学平台播放叶感
恩曳叶天下父母曳叶让生命充满爱曳等
视频袁引导学生珍惜生命尧学会尊
重尧学会感恩尧学会奉献曰三野听冶袁
利用野校园之声冶广播让校园处处
散发传统文化的书香袁举办传统文
化知识讲座让学生聆听专家解读
经典曰四野说冶袁打造野说冶的平台袁如
每周一升旗仪式结束后袁由学生代
表作叶弟子规曳学习心得体会专题
演讲袁促进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和反思曰五野行冶袁在每年的孔子诞
辰日组织新生集体礼拜孔子袁通过
书画尧手抄报等形式开展野传统文
化名言名句选读冶野读叶论语曳尧写心
得冶等主题活动袁引导学生在生活
中践行传统文化遥
在潜移默化中袁学生们在日常
行为中自觉培养了多微笑尧 多问
好尧多行礼的野三多冶习惯袁自觉实
现了内务无杂乱尧 餐桌无剩饭尧地
面无垃圾的野三无冶目标遥 同时袁通
过家校互动袁令每一位学生家长更

形式丰富的社团活动

加重视家庭建设袁注重家庭尧家教尧
家风袁 汲取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精
华袁推动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有
机结合和相互促进袁使每一个孩子
以立德为本袁注重光明高尚的道德
人格曰树立远大的志向袁提倡刻苦
的学习精神曰 以读书做人为要袁注
重文品和人品的一致曰培养清廉宽
厚尧尊老爱幼的待人态度袁训练勤
勉俭朴的持家作风袁从而健康茁壮
成长遥
该校 2017野十大孝子冶之一的
吴嘉敏说院野百善孝为先袁 学孝道尧
讲孝道尧行孝道是校园里的一种风
尚遥 冶她说袁从踏进廉江一中校门开
始袁她和同学们就受到了野熟读一
百句经典名言尧背读一百首经典古
诗尧精读一百篇经典古文冶的熏陶袁
每年分别写一封感恩信给父母和
老师袁同学们还走上讲台分享读书
心得尧走上舞台自编自演歌颂父母
赞颂老师的节目袁 在这个过程中袁
大家更加懂得珍惜当下尧 发愤图
强尧树立远大志向袁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遥
荫 仁德教育收获硕果累累
校园文化育人是一项复杂的
系统工程袁必须以体系化尧工程化
思路袁层次有序尧功能相济尧全方位
推进遥 内容上袁既要考虑优良文化
传承袁 又要考虑时代发展创新曰体
系上袁 既要考虑文化功能定位袁又
要考虑对象层次特点遥 廉江一中坚
持正确的育人导向的时代要求袁真
正做到传播国学精髓袁注重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袁倡导全面发展遥
该校把学生社团作为素质教
育新课堂袁对各社团制订了科学的
学年活动计划袁定内容尧定时间尧定
地点尧定人员开展活动遥 每周二下
午第三节课是全校统一开展社团
活动时间袁 各社团定期开展书法尧
美术尧文学和科技等知识讲座和比
赛袁举办全校性田径运动会和科技
文化艺术节遥 该校学生每人每天阳
光锻炼一小时袁 每人参加一个社
团袁每人学习一门艺术技能遥 论语
朗诵队尧美术社尧书法协会尧合唱
团尧古筝队尧足球队尧科技协会尧摄
影协会等 34 个学生社团活动开展

得有声有色袁 并收获了累累硕果遥
学校合唱团参加第四届香港国际
青少年合唱节比赛夺得小组合唱
金奖尧混声合唱银奖袁参加广东省
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获得一
等奖袁参加第十三届中国国际合唱
节比赛获重唱小组唱银奖尧青少年
组铜奖曰足球俱乐部 9 名女足球员
被选拔到湛江市女子足球代表队袁
参加第 14 届广东省运动会 渊学校
体育组冤足球比赛袁获得冠军曰科技
协会在全国航模比赛尧青少年创造
力大赛等活动中斩金夺银袁多人多
次获国家级奖励院学校科技小组参
加第 3 届野晶草杯冶钟南山创新奖
公益活动尧 第 11 届中国青少年创
造力大赛和第 67 届德国纽伦堡发
明展中国地区选拔赛袁获得三金一
银的耀眼成绩曰2016 年袁 该校学生
叶德瑜的发明作品野便携式高效发
电装置要要
要重力势能太阳能风能
互补蓄电演示仪冶袁勇夺第 68 届德
国纽伦堡国际发明展银奖及第 9
届国际发明创意大赛金奖曰2017 年
9 月袁 该校学生韩雪仪获得广东省
美式 九 球锦 标 赛冠 军曰2018 年 3
月袁 该校学生叶德瑜获得第 33 届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二等
奖尧野广东工业大学校长创新奖冶专
项奖袁魏茹露尧戚兆柱获得第 33 届
广东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
奖噎噎
充满活力袁 而又不缺底蕴袁这
是廉江一中璀璨的文化底色曰举止
文明袁知书达理袁这是廉江一中师
生的精神风貌曰仁以立德袁立德树
人袁 这是廉江一中不懈的办学追
求浴 由于办学成绩突出袁廉江一中
被评为湛江市文化建设示范单位尧
湛江市绿色学校尧湛江市德育示范
学校尧湛江市文明单位尧广东省书
香校园尧广东省文明单位尧广东省
德育示范学校尧广东省青少年科普
教育特色学校尧 广东省绿色学校尧
全国特色学校尧全国校园写作示范
学校尧全国创新名校尧全国优秀家
长学校尧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遥

齐声诵读叶弟子规曳袁接受传统文化熏陶

孔子诞辰日当天组织声势浩大尧感人至深的纪念活动

廉江一中合唱团成为该校闪亮的名片之一

隆重而简朴的敬师节仪式

廉江一中学生叶德瑜勇夺国际发明创意大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