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杯、银杯是教育主管部门及相
关部门对市二十六中办学成果的嘉
奖。近年来，市二十六中先后获得国
家级、省级奖项13个，市级奖项不胜
枚举，这些奖项有：全国首批青少年
禁毒教育基地、河南省教育系统卓越
家长学校、河南省首批家庭教育实验
研究基地、河南省道德规范进万家先
进单位、河南省中学管理规范化先进
学校、河南省中小学骨干教师培训基
地、洛阳市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
洛阳市首届家庭教育知识竞赛优秀
组织奖、洛阳市优秀生源培养先进学
校、洛阳市示范性特色学校、洛阳智
慧教育示范学校、义务教育教学工作
目标管理先进学校、洛阳市五好关工
委、校园风险防范先进集体…………

口碑是同行和家长对市二十六
中教育理念和成绩的认可。我市多
所省、市级示范性高中的校长、老师
认为：市二十六中的学生善学、乐学、
奋发有为，综合素质高、学习后劲儿
大。一些毕业生的家长说：“如果有
二孩儿，一定还要送到市二十六中
来！我学会了这么多教育孩子的知
识和方法，不用太可惜了。”

金杯银杯
还有同行和家长的口碑1

德育活动的主体是学生，德育
教育的成果也最能通过学生以及
学生的活动来呈现。

在市二十六中，每个班级都有
独特的班级名称。学校不以初一
（1）班，或者七（1）班来为班级命
名。而是以学生入学的年份来命
名，比如19（01）班，18（02）班等。
这个班名将伴随每一名学生度过
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是他们唯一
的、独有的、属于自己的班名。

除了“数字”化的班名，老师、
学生还可以为自己的班级选择“汉
字”班名，比如19（10）班的“汉字”
班名就是“言志”班，取义“言不信
者行不果，志不坚者智不达”。18
（01）班“汉字”班名是“瑾瑜班”，取
义“怀瑾握瑜策天下”。“汉字”班名
既表达了一种期望和愿景，也是班
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冠疫情开始之前，学校的开
学典礼、毕业典礼、社团展示、文化
艺术节等，尤其是每周一的升旗仪
式，是师生们充分展示班级文化的
重要时机。

冷万杰说，他会根据一些重要
节点，如国庆节、五四青年节、国际
禁毒日、世界爱眼日、世界水日等，
确定每周一升旗仪式的活动主题，
提前一周分配给值周班级。由这
个班级出1名升旗仪式的主持人，
出16名学生组成护旗方阵。

周一的时候，主持人要登台介绍
自己所在班级的班名、班训、班风，然
后通过护旗方阵展示班级文化。

台上有展示，台下也有呼应。
36个班级，每班分成两列站立。每
班的队伍前面有3名学生，中间的
学生举班牌，左右两侧的学生举班
旗，班旗有红、蓝两色。红色属于
女生颜色，代表女生的活泼、热情、
大方；蓝色属于男生的颜色，代表
男生的勇敢、坚毅、沉稳。

蓝天白云、绿茵操场，鲜艳的

五星红旗，统一的校服、醒目的班
旗，36个班级、72列队伍，是每周
一早上，学校最亮丽的风景。

“我们学校的升旗仪式，不是
奏国歌，而是唱国歌，全体师生瞩
目国旗，高唱国歌。那个场景真
是提振士气，让人热血沸腾。”卢跃
华说。

经过3年的礼仪法治教育熏
陶，市二十六中的学生懂礼知法的
思想，已渗透到日常行为。比如卢
跃华提出的“净化校园，地上不见
一片废纸”。学生经历了从刚入校
时的被动，到后来的主动，再到后
来的自动的过程。一开始，净化校
园，捡起地上的纸屑，学生需要提
醒才有意识去做。后来，看到地上
有纸屑，知道这是学校的“命令”，
会主动去捡起来。再往后，脑海里
没有了“命令”，捡起地上的纸屑，
已经成了无意识的自发行为。

卢跃华说，教育的终极目标是
提高学生素质，教育的过程和结果
一样重要。就拿“净化校园，地上不
见一片废纸”这个例子来说，显性目
标是校园整洁、干净；隐性目标是通
过显性目标的达成提高学生素质，
而过程则是多样的，第一种是学生
自己捡起来了（自觉），第二种是被
老师、同学提醒后捡起来了（监督），
第三种是老师让学生捡起来了（教
导），第四种是老师弯腰捡起来了
（示范）……这些过程分别体现了自
我教育、监督他人、及时教导、行为
示范等教育方式。通过不同的过
程，达到了一致的教育目的。

因此，就礼仪普法教育说，学
校也可以通过多样的符合学生身
心特点的形式，通过显性目标（学
生知法守法）达成隐性目标（提高
学生素质），进而通过学生影响家
庭、带动社会，形成学校、家庭、社
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德育教育
格局。

学生成长的外部环境主要由家庭
环境和班级环境组成。良好的家庭教
育对孩子习惯的养成、学习态度以及
学习成绩都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当你的孩子成为市二十六中学
生的时候，你就自动变成了市二十六
中家长学校的成员，要不断学习，和
学生一起成长、进步。”卢跃华说。

新生一入学，卢跃华就要召开家
长会，给家长讲“开学第一课”，帮助家
长了解初中学生的学业、学科特点，
生理、心理特点，帮助家长遵循教育
规律，配合学校，教育孩子。

学生从初一升入初二，从初二升
入初三，在学生成长的每个关键节
点，学校都会召开家长会，由专职教
师帮助家长分析年龄特点、学段特
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支招。

学校给家长发放了《市二十六
中家长学员手册》，组织家长定期学
习、定期完成作业，定期反馈。

学校配备有专业的心理咨询教
师，定期为家长开设青春期孩子的
心理辅导课程，另外，还根据男孩、
女孩性别特点，分别召开家长会，
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经过3年的接触，很多家长在
孩子毕业后和学校的老师成了铁哥
们儿、好伙计。这说明，家长对学校
的工作是充分认可的。”冷万杰说。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家校共建家校共建
引领家长成为优秀卓越家长

德育成果德育成果
从显性到隐性 渗透学生的日常行为

大教育家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卢跃华认为，教
育学生，德育为先，要先做好人、做好事，
再去做好题。

学校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关注生命成长”的“人本”教育
办学理念，并以此为推动力，逐渐形成了
具有自身风格的“三理五育”德育模式。

三理：从内容讲，即生理、心理、伦理。
五育即学生发展的五个目标：育家国

之情怀、育强健之身心、育正直之品质、育
勤奋之习惯、育创新之能力。

该校政教处主任冷万杰说，学校通过
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将“三理五育”
德育理念渗透到学生日常的学习、活动
中去。

教师通过“因材施教”来探索适合每
个年级段学生的德育模式，根据不同年级
段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推行对应的德
育教育内容：初一年级侧重礼仪教育、初
二年级侧重法治教育、初三年级侧重人生
观价值观教育。

初一年级礼仪教育。初一学生刚
从小学毕业，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
小学，在礼仪方面需要有统一规范的管
理。卢跃华主编了校本教材《中学礼仪
教育》，供学生学习。在此基础上，全体
师生开展了“学礼仪讲文明”活动，从礼
貌用语、见面问好、着装服饰等方面进
行学习。学生通过图文并茂的事例学
习，变得知书达礼、谦逊平和。教师通
过参与讨论，更加自觉履行教师职责，
师生关系更加融洽。

初二年级法治教育。法律是治国之
重器，青少年是祖国之未来，增强青少年
学生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是当
前法治宣传教育的重点工作之一。

卢跃华认为，学校是青少年最集中的
地方，根据年龄特点，初二年级是学生两
极分化的阶段，也是青春期孩子叛逆的

“高潮点”，把普法教育工作作为学校实施
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不断创新青少年普
法教育的理念、思维、途径和形式，探索青
少年普法教育的新规律、新机制、新措施
和新方法，增强青少年普法教育的适应性
和实效性，应当成为学校的重点工作。

学校通过普法小卫士、宪法晨诵、青
骄第二课堂、禁毒知识学习等丰富的活
动，让“枯燥的、冷冰冰”的法治学习变得
趣味、生动。

学校成立了以卢跃华为组长的法治
教育领导小组。邀请市关工委老干部教
育团到学校与学生交流互动，邀请市教育
局律师普法团走进校园，为学生作题为
《如何做一名懂法守法的好学生》的讲
座。在日常教学工作中，通过版面宣传、
主题班会、课堂学习、演讲比赛，漫画展、
手抄报展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对学生
进行普法教育宣传工作。前年，学校专门
邀请共建部队教官，组织为期7天的军训
和国防安全教育、法治教育报告会等，
对新升入初中的学生进行全方位的教育
指导。

初一年级的礼仪教育，对初二年级的
法治教育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经常到
该校进行普法讲座的法治副校长说：“通

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市二十六中实现了法
治教育全覆盖，在校师生掌握了基本法律
常识，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明显增强，法
律素质显著提高。校园内形成了良好的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

全国青少年普法教育活动由中央关
工委、司法部、中央综治办联合主办，旨在
通过主题读书、知识竞赛、模拟法庭、青少
年维权岗等活动，加强青少年法律启蒙和
法律常识教育。该校在第三届全国青少
年普法教育活动中共收获7张荣誉证书。
学校荣获“先进单位”，校长卢跃华、副校
长赵肖利、政教处原主任杨金淼被评为

“先进个人”，校团委书记杨楠楠被评为
“优秀辅导员”，学生关楚楚、朱文馨分别
获得二等奖、三等奖。

初三年级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初三
是人生的分水岭，学生面临毕业，将完成
义务教育阶段学业的他们处于人生十字
路口。选择高中？还是选择职高？或者
是劳动就业？他们需要有清晰的人生目
标。选择继续上学的学生，大部分将要开
始住校，如何进行自我规划、自我管理，这
都是要提上议事日程进行考虑的事情。
因此，对他们进行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很
有必要。

卢跃华说：“坚持不懈，就有良好收
效。礼仪教育、法治教育、人生观、价值观
教育等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好的，通
过常抓不懈，经过3年的熏陶，懂礼知法已
成为市二十六中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之
一，他们遵守社会法则，懂得尊重他人，从
而被别人尊重。”

教师是学
校发展的基石，也

是学校的第一资源。
卢跃华说，学校一定要为

教师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
生活环境。
师德是教师具备的最基本

的道德素养；师风是教师这个行
业的风尚风气。市二十六中成立教

师成长学校，重视教师的师德师风建
设，让阅读成为教师的必修课，鼓励教
师多阅读、勤反思。该校的教师严谨、
博学、敬业、奉献，这也成了市二十六中
的教风。

精湛的业务能力是教师的终生追
求。市二十六中积极开展各种科研、教
研、论坛活动，提升教师业务能力。每周
二，全体教师进行校本教研，上午理化
生、政史地科目，下午语数外科目，研讨
教学内容、教学体会。举行班主任论坛，

交流学生管理、班级管理经验等。
学校实施“青蓝工程”，定期举行骨

干教师展示课、青年教师汇报课等赛课
活动，以赛促教，让骨干教师、教坛新秀
传帮带、共成长。

“教而不研则空，研而不教则浅”。
教师集体备课，深化“四环三度”课改模
式，发挥教师个性特色、学科特色、年级
特色。三备、四讲、五评课，切实解决教
师教学过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良好的教研氛围，助力教师快速成
长。目前，学校获得全国优质课大赛一
等奖的教师有2名；参加市级优质课比赛
的教师，绝大部分获得了一等奖。学校
有2名教师参与过中招命题。

对于爱好广泛、有兴趣特长的教师，
学校鼓励他们写申请、出计划，成立专业
社团，招贤纳士，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的
平台。英语情报局、Start星工坊、茶香诗
韵文化社、畅游地缘地理社团、数星阁社

团等近20个社
团，丰富了师生的
日常生活，扮靓了校园
的精彩空间，挖掘了师生
的技能和潜能，让青春绽放出
璀璨花朵。

对于教师生活中遇到的难
题，学校进行细致入微的关怀，解决
教师的后顾之忧。每年举行两次教师
集体生日会，帮助教师减压，让他们在
学校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归属感。

市二十六中自去年归属西工区教
体局管辖之后，在西工教育人的引领
下，学校环境、教师办公室环境，变得更
加干净、有序。5月底，西工区教体局
师训办主任王向芬为全校师生进行了
专题培训，通过《为孩子提供有准备的
环境》的培训，让市二十六中教师更加
明晰了“有准备的环境”对孩子成长的
重要性。

□记者 杨寒冰

走进市二十六中，无论你是本校
的教师，还是外校的教师，学生见到
你，都会高高举起右手，一边点头，一
边向你问候：“老师好！”

干净的校园，井然有序。地面没
有一片纸屑。

书声琅琅，浸润心田。学礼楼、
行礼楼、知礼楼、明礼楼，绿树掩映
间，大楼白色墙壁上的红色大字格外
醒目。

在这所学校，你能感受到浓浓的
礼仪氛围，能“听到”到生命成长节节
拔高的声音，让你感觉安全、温馨、快乐。

“以人为本，关注生命成长”是市
二十六中的办学理念，该校校长卢跃
华说，多年来，学校关注教师、学生、
家长的生命成长，以各种活动为载
体，以多种方式为路径，使“人本”教育
硕果累累。

为教师营造和谐向上的工作生活环境

德育铸魂
“懂礼知法”是市二十六中学生的标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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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关注教师、学生、家长的生命成长

结 束 语
无论是提升教师的成

长，还是关注学生德育教育，
让学生知礼守法，最终的目
的都是服务教学，提升学生
的成绩，帮助学生完整地成
长。无论从主管教育部门奖
励的“金杯、银杯”，还是从同
行、家长的“口碑”来看，市二
十六中的“人本”教育，都结
出了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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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二十六中：
人本教育 硕果累累

名校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