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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梁向红

去年以来，道南中学在“为

师生幸福前行筑道”的办学理念
指导下，以“悟道善行”为行为规
则，聚焦立德树人，发展学生核
心素养，创新实施“四有八为”区

域德育品牌建设，为孩子“扣好
人生第一粒扣子”。

让孩子成长有仪式感
新学期开学，道南中学举行

了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高

2020级学生成人礼活动。高三
年级的同学们在老师和家长的
牵引陪伴下，跨过成人门，戴上
成人帽，开启了崭新的人生
篇章。

“仪式感的力量，在于‘塑造

’，而不是‘灌输’。通过日常固
定的小举动，让学生渐渐理解生
活。这是一种‘慢养育’的力

量。”道南中学校长韦强介绍，为
了培养“善行人才”，学校开发了

“善德”“善智”“善能”三类校本
拓展课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活动。

而如何让学生真正产生参

与感，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达
到教育目的？学校确立了“仪式

感教育”，同时，学校着力构建

“四有八为”区域德育品牌，开发
了“四有八为”德育校本课程之

“悟道善行·仪式人生”学生仪式
感教育课程。

在此基础上，学校进一步完
善了“悟道善行”行为规则，创建
了具有示范性作用的标准“离

队”和“入团”仪式，坚持举行高
三“成人礼”，中高考“百日誓师”
仪式，开展感受传统文化习俗系

列活动等。通过“善德”“善智”
“善能”的课程体系，进一步为培
养“善行人才”服务。

让班级成为“小家庭”
11月 28日，在该校高二年

级八班的教室里，同学们的小组
合照引人注目。班主任邓颖介

绍，学校本学期创新开展班级小
组管理，通过班级小组管理调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凝

聚力，落实“四有八为”德育课程
之“我为学习加油”。

该校政教处副主任韦纯美
介绍，学校将“四有八为”德育工

作融入到学校的每一个班级当
中，先后开展了“学雷锋，献爱

心”捐书活动、“品端午文化，尝

粽子浓情”为主题的端午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传承英雄遗志”
祭扫烈士陵园活动；对新生加强
入学教育，通过军训提高学生的

思想政治觉悟和纪律观念；坚持
抓好国旗下讲话这一重要的德
育活动，规范升旗制度，做到定

时、定人、定内容，树优秀学生榜
样，激励学生自我成长，帮助学
生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抱负。

让青春在校园飞扬
在今年全区第七届校园足

球中学组比赛中，该校高中男子
足球队卫冕高中男子组冠军，实
现了三连冠，初中男子足球队也

斩获亚军；学校获评全国青少年
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在刚刚结束
的重庆市拳击冠军赛中，学校拳

击队获得 4枚金牌、5枚银牌、10
枚铜牌的好成绩。

近年来，该校把“面向全体
学生，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学生
身心健康协调发展”作为工作目
标，认真贯彻阳光体育精神，加

强学校体育、卫生、艺术工作的
督促和指导。

该校政教处主任助理、高

2021级年级主任周廷仲介绍，学
校将足球、篮球运动项目纳入年
度工作计划，配齐足球、篮球各
专项体育教师，将两大运动纳入

大课间或课外活动，并在每学期
组织开展校内足球、篮球班级比
赛、年级联赛等。

结合全区制定的“两大全员
活动”，每年举办一次全体学生
参与的运动会（体育节）、艺术

节，将体育艺术教育纳入到课程
教学中，以自己独有的特色和体
育艺术资源，开展丰富多彩的体
育艺术实践活动。

“学校特成立了体育教研
组，积极开展教科研工作，深化

教学改革，深入推进新课程标准
实施，大力加强校园体育文化建
设。”周廷仲说，学校采取走出去

参加教研活动、学习培训等方
式，从教育理念、师德修养专业

知识和创新能力方面，提高体育
教师教学训练和科研能力，为发
现和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创
造良好条件。

道南中学:

创新“四有八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爸爸和妈妈走了，家就是我
的快乐天堂。

我把玩具飞机拿在床上，你
想象一下，把床变成机场，那是
多么壮观呀！首先把飞机慢慢
升高，速度也越来越快，最后飞
机就飞起来了。

我还可以拿书，把它组合起
来，在我的想象中，它们就是飞
船。你再想象一下在这些书下

面如果是一个大喷口，那么它就
是宇宙飞船。

画画，我画出一个飞碟，它
飞过大城市，绿绿的平原和草原
以及荒山野岭，飞过了一切。

（作者系隆化五小二年级三
班学生，指导老师向朝勤）

我的快乐天堂
曾祥惑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近
日，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河图镇
中心校，为该校家长、教师送去
《从小培养孩子良好品行，预防

青少年违法犯罪》主题法治课。

法治课上，法官结合近期发
生的一些典型的未成年人违法

犯罪行为，结合家长们普遍关注
的学生玩手机、沉溺于网络游戏
等现象，以案说法，寓法于例，剖
析了未成年人不良行为的主要

表现、家长不良行为对孩子的负

面影响、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教育
孩子等问题。

法官进校园为家长普法

本报讯（记者 马君如）11
月 27日，区关工委法宣团来到

鸣玉镇中心校开展“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法治报告会，为全校

800余名家长上了一堂生动的

法治课。
当天，区关工委法宣团常

务副团长陈德全为家长们讲授

“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家长”。
“很多家长认为教育孩子

是学校的事儿，家长只要照顾
好孩子的生活起居就行了，这

种认识是不对的。”陈德全说，
如何教育孩子？首先家长要注

意培育孩子良好的习惯，想要

孩子自律而优秀，父母必须以
身作则，严于律己。对不良行

为要及时地预防和矫治，要给

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长期没有父母陪伴的孩子，

会形成性格上的自卑、敏感和
不信任，一旦这种性格在孩子

心中扎根，这将会影响他们的
一生。

“作为家长不要过于娇惯
孩子，孩子手上的零花钱多

了，往往会用于上网、打游戏
等，孩子的零花钱家长要有所

控制。”陈德全说，不少青少年

迷恋网络游戏，青少年儿童在
接触网络时，接触到黄色网站

等方面的内容，对于网络方面

的不良因素，甚至会不知不觉
中一步步走向犯罪的道路。

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心理
健康，多陪伴孩子并多与孩子

沟通。
“这样的法治课很有意义，

警醒自己在娃儿的教育问题

上，一定不能当甩手掌柜，要多
陪陪孩子，特别是要让娃儿养

成好的行为习惯。”学生家长杨

洁说。
据悉，今年以来，区关工委

已开展了 40 余场送法进学校
活动，接下来，区关工委将统筹

整合全区法治教育资源，深入
各个学校开展法治宣讲。

鸣玉中心校
家长集中“充电”

学生习作

图①：学生在道南中学校史馆参观了解学校历史文化。 记者 喻梵 摄
图②：道南中学经常组织开展模拟法庭等系列法治教育活动。 道南中学供图
图③：道南中学学生志愿者走上街头，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记者 喻梵 摄

■ 记者 梁向红

11月 25日，由教育部主办

的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教学能力比赛在湖南株洲落

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隆化职
中教学团队在决赛中取得好成

绩：屈育霞、蒋佳佳、张恒、韦娜

4位教师的参赛作品——《观十
二象，知礼守德》荣获中职组公

共基础课程组一等奖。

近年来，该校坚持“厚德睿
智，精技创新”教学理念，发展

“学校+军营+企业”的办学模

式，通过“引企入校”共建生产
性实训基地的产教融合发展，

培养新时代技能人才。该校师

生多次在国家、市级技能大赛
中获奖，累计获得一二三等奖
百余例，4项教改成果获得市政

府教学成果奖。

以赛促教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
11月 28日，隆化职中现代

制造产业系实训基地电器安装

与维修教室里，电子专业教师李

永坤正在给学生讲PLC程序，为

下周六在渝北举行的重庆市电
器安装与维修技能大赛做准备。

在另一间教室里，准备参
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

组机器人技术应用赛项目的同

学们，也正在老师的指导和陪

伴下进行赛前实操练习。

该校现代制造产业系副主

任艾龙介绍，学校鼓励“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强校”，通过

参加全国、市级的技能比赛，提
升教师专业水平，促进学生学

有所得。
今年，该校申报了重庆市

高水平中职学校建设项目，建

设重庆市高水平中职学校。该
项目建设周期为三年，依托高

水平师资队伍建设，大力实施

“双师型”教师工程、骨干教师
工程、专业带头人工程和兼职
教师工程四大工程，努力以“双

师型”教师队伍打造为主，让教
师成为“既会理论，也会实操”

的综合型人才。

该校教务科科长罗光明介
绍，学校还实施了“双千双师”

工程，学校与高校共建“双师”

基地，让教师到企业实践，让企
业的工程师到学校任教。

同时，健全“教师—双师—
带头人—领军人才—名师”的
教师成长激励机制，每个专业
群培养市级领军教师各1人，打

造 6个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建

立校级、区级、市级、国家级“4
级”大赛机制，鼓励、支持教师
重庆市、全国教学能力比赛，不

断提升教师专业能力。制定实
施“名师名家培育计划”，重点建

设专业领军教师、教学名师、技

能大师、教学团队、科研团队等

优秀人才，培养对象明确并形成

梯队。加强全体教师专业能力

及教学能力的建设，强调教师的
实践能力及信息化技术应用能

力的培养，遴选出校级骨干教师
50人、基础学科带头人10人、专

业带头人 10人、教学团队 3个、
科研团队3个、技能大师工作室

2~4个，名师工作室2个。

产教融合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
在实训室，来自博西华家

用电器服务江苏有限公司的技
术人员正在给同学们上课。

艾龙介绍，为适应现代企

业发展，培养综合型技术人才，
2011年，学校与博西华公司开
展合作，组建“博西华家用电器

班”，定向招收和培养家电维修
专业技术人才。同时，学校以

“博西华家用电器班”为试点，
正式提出并启动了“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

在人才培养中，校企双方
根据企业岗位能力的标准，把
综合职业能力确定为人才培养

目标，通过搭建理论教学与实
践操作、教学过程与工作过程、

课堂与生产车间三位一体的平

台，形成一体化工学结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实现了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学生基础操作能力、

企业生产能力、合作与创新能
力同步提升，真正实现培养目

标与企业岗位能力需求“一体

化”、生产与实训“一体化”。
“‘博西华家用电器班’现

代学徒制培养模式的探索，完

善了电子技术应用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和学徒制管理制度，实

现了工学交替、产教融合。”艾
龙说，目前，校企联合建设了制

冷制热实训室、家用电器实训
室、博西华家电维修一体化等

17个实训室。

在与博西华产教融合发展
的基础上，今年该校还出台《校
企共建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

地方案》，与重庆市南川区铂嘉
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等 5家企业
合作，共建模具加工、服装制作、
汽车销售维修、酒店餐饮等4个
校内产教融合生产性实训基地。

立德树人
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每天早晨 6点 10分激情晨

跑、7点 50分激情晨读、10点激

情跑操、激情军事素质展示……

从2016年开始，该校以“激
情高效工作、阳光快乐学习”为
目标，坚持开展激情教育系列活

动，既注重向学生传授技术技
能，又强调学生职业素养发展。

2017年，被评为重庆市中职学校

德育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
单位。

学校办公室主任唐绪龙介

绍，学校建立了“学校+军营”管
理模式，以军事素养教育为抓

手，通过组建一支军事教官队
伍，构建一个常态化军训课程

体系，建立一个军事教官参与

学校管理的机制，开展系列专
题教育活动，实现学生职业素

养在军事教育中炼成。聘请了
52名优秀退役军人，组建一支
专业军事教官队伍，在新生入

学集中军训 20天的基础上，建
立每班每周半天时间军训，让
军训常态化。

同时，建立“全员、全程、全
方位”的“三全”德育体系，打造

人人参与管，人人有人管，处处
有人管的管理模式，让军事教
官参与学校管理。

“每个教官负责三到五个
班级，担任两个班的副班主任，

要求学生做好个人内务、整理

仪容仪表、严格行为习惯，让军
事教育活动生活化。并组建护
校队、放学安全护送岗、文明礼

仪纠察队，督促学生懂安全、知
礼仪。”唐绪龙说，通过“学校+
军营”管理的实施，培养了学生

的行为习惯、纪律观念，也磨炼
了学生意志品质。

此外，选取《弟子规》《孝

经》《太上感应篇》等内容，编撰
并出版《隆职晨读》读本，每天

12:10～12:50、18:10～18:50 固
定诵读时间。将文明礼仪融入

到课堂教学和日常生活学习当
中，积极培育“四有八为”隆职

学生，树立隆职学生良好形象。

培育新时代技能人才
隆化职中深化产教融合发展模式

机器人专业学生实训。资料图片

11月28日，隆化职中现代制造产业系实训基地电器安装与维
修教室里，学生正在实操。 记者 梁向红 摄

学校建立了“学校+军营”管理模式，以军事素养教育为抓手，通过
组建一支军事教官队伍，构建一个常态化军训课程体系。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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