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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让孩子成为他自己， 必须给他
一样东西，就是自由。 在杜威看来，教育绝
不是强迫儿童去吸收外面的东西， 而是要
使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生长。 学校教
育所能提供的，便是遵循儿童成长的规律，
保证每一个孩子发展自己潜能的自由。

对自由生长的追求， 成为洪山教育人
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 德育的本质是灵魂
的教育，它不仅塑造人的行为，还培养其高
尚的情操、美好的情感和健全的灵魂。基于
此生发出的以生命德育、生活德育、生态德
育为核心的洪山区“三生德育”理念，通过
生命化、生活化、生态化的德育工作，致力
于把整个区域打造成师生共有的、 和谐美
好的教育生态系统； 把教育行为融入具有
价值意义的生活经历； 把教育的过程与细
节升华为促进人生成长的生命享受。

美与生命

“同学们， 告诉我， 今天我们是怎样
的？”“今天，我们是最美的。”伴随着武汉市
盲童校形体课上教师张龙与学生的开场白
对话，记者在这里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孩
子们或着舞蹈鞋，或光脚站在地板上，认真
倾听着老师的每一次描述。 他们是那样的
阳光和快乐， 仿佛世界并没有从他们那里
带走光明。“盲童也应该追求美，享受美。艺
术可以超越一切障碍。 ”当张龙第一次踏进
盲校，看见孩子们的走姿与坐姿时，她就告
诉自己，“我要带给这里的孩子美的艺术，
美的教育。这样他们才会感受到幸福。正常
人能够得到的幸福， 他们通过努力也能够
获得。 ”

当张龙带给盲童美育的时刻， 梨园中
学决心“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为了让每一
名学生都感到教师的关爱、学校的关怀，让
每一名学生都有理想和目标追求， 让每一
名学生都学会做人， 让每一名学生都留下
闪光的足迹……梨园中学推出了 “全员育
人”工程。

翻开梨园中学 《全员育人导师工作手
册》， 第一页便是全员育人导师与学生签署
的承诺书。 “我将努力成为学生学业上的良
师、生活中的益友、成长中的伙伴。”“我愿意
和导师交朋友， 真诚接受导师的关心和帮
助，使自己学有所长，更好地完善自己、发展
自己。”导师晏春莲结对的学生吴网，当时被
认为是“破坏性较大的后进生”。对吴网的教
育，晏春莲走过弯路，“原因是我只看到他的
‘刺’，吴网在我眼中，像浑身是刺的仙人球，
但仙人球刺中也有美丽的花，我不能只看到
他的刺，忽视他的花。 于是，我开始全面搜
索、观察他的优点，并且写在学生成长手册
上。 ”很快，“赏花”就取得了成效。 吴网开始
注意自己语言上的优势，也不再是影响课堂
纪律的“头号人物”，而且这学期他还学会了
给晏春莲布置任务：“老师，您经常在成长手

册上写写对我的评语吧， 至少一周两次吧
（一周一次满足不了他），我想知道我在您心
目中是怎样的。 ”这让晏春莲又惊又喜，“当
你通过赏识的评语表达对他的期待时，他对
你的评价也有期待！ ”

“‘全员育人’工程的目标是让每一个
孩子都有尊严，有尊严的生命才是完整的，
才是积极向上的。 ” 梨园中学校长王宏尔
说，“生命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悦纳自
我，懂得尊重自己、尊重他人，过有尊严的
生活，才能体会生命真正的价值与意义。 ”

习惯与生活

叶圣陶先生曾说，“教育”这个词儿，往
精深的方面说， 一些专家可以写成巨大的
著作，可是就粗浅方面说，“养成好习惯”一
句话也就说明了它的含义。 譬如门窗的开
关，我要教他们轻轻的，“砰”的一声固然要
不得，足以扰动人家的心思的“咿呀”声也
不宜发出，对于开门关窗那样细微的事，尚
且不愿意扰动人家的心思，还肯作奸犯科，
干那些扰动社会安宁的事吗？

在卓刀泉中学， 卫生管理是让班主任
李小毛甚为头疼的一个大问题。 每每看到
一次性饭盒、零食袋在校园里游荡，各种纸
屑、 粉笔头、 矿泉水瓶在同学们脚下撞击
时，李小毛都会皱起眉头，然而如何引导学
生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自主解决这些问题，
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才是李小毛真正考
虑的问题。孩子的心灵像干涸的小苗，渴望
被肯定，渴望得到积极的评价。 “教师在批
语教育学生时要避免这样的语句：‘不要乱
扔垃圾、不准乱扔垃圾’，这是孩子最不爱
听的话。 正如一个刚会蹒跚学步的孩子去
抓一个玻璃杯， 大人如果在旁边不时地提
醒：别摔坏了！十有八九这只杯子会掉下来
摔坏。比起‘别摔坏了！’‘抓结实了’这句话
更实用。 ”卓刀泉中学校园里看不到“不要
乱扔垃圾”、“不准乱扔垃圾”的标语，取而
代之是“垃圾入箱，地上光光”、“垃圾不落
地、校园更美丽”的温馨提示。

对于卫生管理， 梨园中学几乎从未发
过愁。尽管校内树木较多，却也不常见落叶
的身影。 叶子都去哪儿了呢？ 原来，它们并
没有被送进垃圾堆， 而是变成了巧手孩子
们的贴画材料。 陶行知说，生活即教育。 在
梨园中学， 处处都是课堂， 而在这大课堂
里，学生是真正的管理者。 苏轶，是梨园中
学校级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会长， 说起自
管会的层层管理、级级汇报来，头头是道。
“比如下雨天，有班级自管会成员认为地面
湿滑，男生不宜进行球类活动，于是将建议
上报年级自管会， 经讨论后汇总到校自管
会，经过评估，一致通过此项意见后，交由
值周班级宣布决议。 整个流程除需教师或
学校出面的整改外 ， 全部由我们自己完
成。 ” 对于需要学校或教师参与整改的问

题，苏轶也认为效率颇高，基本不需要二次
提议。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
对将来生活的预备。在洪山，德育不再“飘”
在半空，而是住进了孩子们的心里。

童年与生态

童年的心境可以延续至成年， 可助人
愉悦人生，取得成就，度过逆境，抵抗风险；
也可以使人软弱无能， 心理多病， 没有建
树。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不过活一个童年。
所以，童年的质量决定着人生能否幸福、社
会能否进步、国家能否兴盛。作为中国生态
小学共同体发起校之一的南望山小学将
“生态、绿色”付诸实践。 “‘生态’是个教育
概念，它的内涵不仅是提供给儿童环保、可
持续的自然生活环境， 更呈现出的是一种

儿童生命状态和发展状态的健康和绿色。 ”
南望山小学校长张同祥介绍说，“南小的每
个孩子都会认领一个‘小主人’责任岗，有
的负责窗台上的花， 有的负责笤帚的摆放
……孩子们都在动脑筋， 以小主人的身份
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在周末的班会上，同学
们会对自己一周来的表现进行自我评价和
集体评价，表现优秀的同学将被授予‘岗位
明星’的称号。 岗位虽小，无形中却增强了
孩子们的责任意识。 ”

校园里，还有一个“绿之苑开心农场”，
每班都有一片地。孩子们说：“我有一分田，
种瓜种豆种快乐”。 在种植活动中，学校建
议学生以“探寻植物生长的秘密”为目标，
在《绿源开心苑》实践本上记录下植物生长
和种植管理的全过程， 留下劳动的体会和
感悟。 “小农夫”们每天都到自己班的种植
地去给植物浇水、 除草、 捉虫、 人工授粉

……这种亲身体验和研究， 让孩子们不知
不觉中学到了知识、学会了共处，也体验到
了成功与挫折。

好行为靠评价， 而好评价要贴近学生
生活才有实效。南望山小学利用最美班级、
绿色小组、岗位明星、七卡争星、绿色之星
五项评价拓展学生发展空间， 采用 “一榜
（光荣榜）一道（星光大道）一廊（仰望星空）
一墙（笑脸墙）”表彰形式，放大孩子们的优
点，激励他们成长。 “七卡争星”绿色评价倡
导“哪壶开了提哪壶”。 和谐、宽松、生态的
成长氛围自然而生，孩子们呈现出多元化、
个性化的发展趋势。

在武珞路小学， 生态德育又被赋予了
和谐的新解。 “德育要以满足社会发展需要
和受教育者个体发展需要的统一为出发
点， 在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
上，调控构成德育体系诸要素之间的关系，
使之发生和谐共振效应， 从而促进学生思
想品德全面和谐发展。 ”副校长朱莹认为，
好的德育首先不应是封闭的， 而应是开放
的。 一道校门，常常成为学校与家庭、学校
与社会之间一道“隐形”的屏障，看似学校
在寻求“安静的办学”，同时也将学校的心
门关闭着。 而武珞路小学的校园每天都有
对家长开放的“固定”时间，家长可以和孩
子们一样自由出入校园，学校公告栏、学生
活动宣传栏、班级文化板、月工作简报……
是他们关注最多的区域，有时，家长也会来
到课堂， 与孩子们一起分享新课堂的自由
与激情。 “曾经，我们站在学校门口等待孩
子，感觉学校与家庭的教育是割裂的，时常
还会有些摩擦。 如今，学校全方位地开放，
让双方有了全新的了解，在孩子的教育中，
我们似乎有了共同前进的方向， 我们很放
心。 ”一位家长说道。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有时宽容引起的
道德震动，比处罚更强烈。 ”对于孩子们出
现的情绪问题，武珞路小学教师用“等待与
陪伴”进行回应。小超（化名）是五年级一名
男生， 一天中午忽然跑到老师办公室说：
“老师，我心情不好。 ”然后就跑回教室，将
同学的书包扔出门外， 随后不顾一切地往
操场上跑。班主任追上孩子，中午陪在他身
边，等待着，没有批评。 30 分钟后，孩子回
到教室，平静了下来。 事后，班主任反复与
家长沟通，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心理发
展现状，与家长一起制定了改善计划，让孩
子的不良情绪得到了缓解。 “懂得倾听，耐
心等待，不是一句口号挂在墙上，而是一段
真情埋在心间。 ”朱莹深情地说。

在洪山， 德育倡导学生用自己的眼睛
观察生活，用自己的心灵体验生活，用自己
的方式研究生活，用自己的情感热爱生活，
能动地发展自己的情感、态度、品德、知识
和能力。 “三生德育”不是生命德育、生活德
育、生态德育的简单相加，而是从目标到内
容，从途径到方法的全方位整合。

寻找自由向上的道德力量
□ 本报记者 宋 鸽

享受教育⑥
德育·文化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文化是教育的灵魂所在，离开文化，教
育就无从谈起。 在古汉语中，文化与教育、
教化是意思相近的词汇，在英语中，文化一
词 “culture”源于拉丁语 colere，意为培养 、
种植，17 世纪出现的形容词 cultive，则已完
全摆脱了“种植”的本义，其含义是受过教
育的、有教养的。

近年来， 洪山区教育局把校园文化建
设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来抓 ， 更把
2013 年定为“教育文化年”，引导全区中小
学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从精神文化、制度文
化、行为文化、课程文化、环境文化 5 个方
面着手，全面构建一个多维立体的文化场。

教育局通过举办文化讲坛、高峰论坛
等活动，引导中小学校凝练和完善办学理
念 ，审视和定位办学方向 ，探讨和规划办
学愿景 ，培育传承与创新结合 、共性与个
性兼备的学校精神， 鼓励学校内涵发展，
一校一品，各美其美。 在教育局的支持和
引领下，洪山区各个学校根据自己的历史
传统和现实情况，努力构建自己独特的校
园文化。

教育之美，润物无声

位于闹市区的街道口小学校园不大，
学校充分利用有限的空间， 构建和培育校
园的文化氛围。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近年
来， 学校已形成以美育为核心的 “尚美乐
学”的校园文化。学校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认知水平， 每层教学楼构建一个文化主
题：一楼是“以美辅德，规范行为”；二楼是
“以美启智，勤奋学习”；三楼是“以美陶情，

艺术熏陶”；四楼为“以美健体，刚柔相济”；
五楼是“以美创新，快乐成长”。

在街道口小学， 以环境文化育人的理
念无处不在。学校有一道长达 40 米的尚美
文化景观长廊，“中国书法博览墙” 记载着
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 展现了中国书法的
悠久历史和艺术之美。 学校以书法教育为
切入点，引领师生成长，教育学生“写好字、
做真人”，让他们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
与弘扬中体悟艺术的魅力， 用书香浸润学
生的童年。

“教育之美，润物无声。 优美怡人的校
园语言文字环境能将师生言行指向美，导
向善。 ”学校教学副校长李超对记者说。

在“尚美乐学”这一文化背景下，学校
以每个学生的身心发展和需要作为出发
点 ，关注学生的心理素质 ，将美育渗透到
学生行为习惯培养中，“以美引善、以形悦
目、以情动人 ”，引领学生一起去发现美 、
感受美、践行美、创造美。 “教师以美的语
言和思想感染学生， 注重发展学生个性，
在小组建设中给学生充分的自主学习、团
队学习和体验学习的空间，在教学活动和
校园生活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以美育人。 ”
李超说。

除了“以美导学”这一课堂教学主渠道
外，学校还以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载体，
从生理、心理、伦理不同层面，对学生进行
和谐人格、人文精神和科学思想的教育，以
美的文化感染人，陶冶学生情操，激发学生
爱美的情感。学校举办“街小尚美生活形象
大使”评选活动，让他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展现美、传播美。

创建于 1998 年的英格中学最初是一
所寄宿学校， 学校提出一个最基本的校园
文化：“生活自理”。 “自主教育”思想就此萌
芽。近年来，学校又在此基础上分别向上和
向下延伸，提出了以“行为自律，学习自主，
生活自理，健体自觉，交往自信”为核心的
“新自主教育”文化。

“这种文化让学生的自主能力得到极
大发挥。 学生变得自信阳光， 有自己的主
见，这是学校最大的改变。 ”初一英语教师
朱桂琴对记者说， 在这里学生是快乐幸福
的，“他们在这里快乐学习和成长， 这里将
是他们一生美好的记忆。 ”

同时，正是这种尊重和发扬学生自主
性的学校文化 ，第一次让她感受到 “教学
有无穷的魅力”。 “课堂上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非常多，不断带给我惊喜和惊奇。 ”朱桂
琴说。

“我们的学校文化以前是管得多，教育
少 。 现在我们的教育逐渐从管理走向唤
醒。 ” 学校负责德育工作的副校长张新华
说，近年来，学校通过实施自主管理，把班
主任从具体琐碎的事务中解放出来， 把班
级所有事务全部分解落实到学生管理，逐
步实现班级生活自主管理。 后来这种文化
又延伸至课堂教学和其他方面，如今，班会
和校园很多活动都是学生自己组织的。

“班级文化是距离学生最近的、亲和力
最强的学校文化，因此也是最生动、最灵动
的学校文化。 ”为此，学校进行了“最美教
室”评比，让学生自己动手布置自己班级的
教室。 “学校是植物园，不是集中营。 ”张新
华说，“让学生多参与和体验， 才能真正促

进他们的成长， 让他们享受到学习和成长
的乐趣。 ”

生态文化：让教师“诗意地栖居”

“一湖楼台听烟雨，半掩书卷笑意迎”。
洪山高中比邻南湖，花木繁多，有 38 种植
被，校园绿化覆盖率达 56%以上，是一所名
副其实的绿色学校。

然而， 洪山高中的绿色不只是表现在
学校环境的颜色上， 更是因为其教育教学
的文化内涵。 作为洪山区唯一一所省级示
范性高中，洪山高中是该区高中的领头羊，
承载着社会的关注和期待， 应试压力都比
一般的高中大得多。 难能可贵的是， 近两
年，该校顶住了各方面的巨大压力，勇敢地
进行了课堂教学改革， 力求以此改变高中
学校的生态和文化。

“洪高给予学生的，除了现实的升学需
要，更重要的是给他们三年的青春时光，不
仅对学生的成长负责， 也要为学生的幸福
人生奠基。 ”校长胡体树说。

在建设绿色的自然生态校园的同时，
学校努力营造和谐的人文生态校园， 不断
优化校园文化设施， 营造温馨和谐的精神
家园， 给师生一种优雅的文化享受和催人
奋发的精神鼓舞。

为了让读书成为学生的习惯， 让书香
浸润学生的心灵， 学校在教学楼每一层都
建有一个学生书吧。实施开放式自主管理，
所有学生可以自由阅读或借阅。 “这样可以
更好地让图书走进学生中间， 让学校处处
是读书之处，时时都是读书之时，人人都是

读书之人。 ”胡体树说。
学校还建设了教师生活中心 。 记者

看到 ， 里面除了最先进的互动教学设备
以外 ，还有很多图书 ，其中不少是教师自
己的书 ，放在书架上供其他教师取阅 ，以
图书漂流的形式进行分享 。 中心还有茶
座和为举行沙龙准备的桌椅 ， 整体环境
设计优雅而温馨 。 这里是全校教师精神
文化生活的家园 ， 平时他们很喜欢来这
里看书、交流。

学校努力创设各种条件，让教师“在生
态洪山高中‘诗意地栖居’”，让教师体验到
幸福感和作为教育者的内在尊严， 由职业
倦怠走向职业眷恋， 由平庸劳顿走向幸福
人生，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指数。

在这种绿色生态文化中， 高二化学教
师邵文松得到的远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幸
福。 两年前的他曾患冠心病、哮喘、高血压
等七八种疾病，几次住院并手术，一度在死
亡线上挣扎。近两年，学校进行的课堂教学
改革和校园生态文化建设， 激发了他郁积
已久的工作热情，他全身心投入工作，身体
竟然大为好转。

“现在我仍有病痛，但进入班级时就把
它全忘了。在课堂和学生中我感到很快乐，
进去一会儿我的病就好了。 我喜欢这种变
化，化腐朽为神奇。 ”邵文松对记者说，“我
常常带着疲惫走进课堂， 但在进入课堂的
一刹那，所有的疲惫都没有了，在课堂上我
感到了幸福，我享受这种课堂。 ”

在洪山区其他学校， 校园文化建设亦
如火如荼，它给师生带来的变化悄无声息，
却深刻持久。

让师生享受教育之美

文化与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提起文化，人们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教育、教养等，反之亦然。 教
育是以“文”“化”人的工作，文化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教育。 近年来，洪山区在校园文化建设上进行了探索
和实践，呈现出百花齐放之态。

学生在“开心农场”中感受大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