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封市第十四中学，作为多年的省级文

明单位、省德育工作先进集体，在教育教学

中，学校始终将德育工作放在首位，并在务

求实效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为更好地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精神，

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立德树人”的教育宗

旨，切实加强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学

校确立了“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科学引领，

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将“养成教育”作为

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学校通过多种形式

开展“养成教育”活动，不断提高学生明是

非、别善恶、辨美丑的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增

强学生道德选择与行为评价能力，从而达到

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的育人目

标。在多年的办学时间中，形成了优良的德

育传统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德育策略。

●学前教育——“养成教育”的播种良机

“养成教育”重在知与行相结合，有知

才能行。为使学生有章可循，学校制定了

一系列的规章制度。结合《中学生守则》和

该校学生实际，制定了《开封市第十四中新

生入学宣誓词》、《开封市第十四中学学生

德育手册》、《开封十四中学生日常行为规

范ABC》，《开封十四中学生一日常规50

条》等详尽的制度。并制作了录像带，每届

新生在开学前，都要进行为期一周的学前

教育活动。学前教育结合军训，对学生进

行集体主义教育，为形成良好的行为规范

打下良好基础。教育活动期间，学生人手

一份上述制度文本并认真学习，结合录像

组织学生认真观摩，再通过实际训练、知识

竞赛、日常检查等形式，学生尽快知晓规

矩、明白要求。丰富多彩的学前教育活动，

使得来自各个小学不同层次的新生，在言

行举止、穿着打扮、甚至自行车摆放等许多

细小的方面都得到了规范，与日后的中学

时代生活顺利接轨，为良好行为规范的养

成打下坚实的基础。此项活动，多年来受

到了学生家长及社会的一致好评。

●班风建设——“养成教育”的摇篮

一个有着良好班风的班集体，对学生的

文明习惯的养成有着很大的影响。学校在

德育工作中，一直将加强班集体建设作为一

项常规工作来抓，倡导“全员参与、量化管

理”的班级管理模式。并制定了《开封十四

中班级工作月考核细则》、《开封十四中班主

任工作管理有关规定》、《开封十四中学生德

育手册》，从上课纪律、卫生打扫、自行车摆

放、文明行为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并坚持每天由值勤学生对学生的文明行

为进行检查。每周评“红旗班”并公布检查

评比结果，每月评“文明班”并予以适当的奖

励，同时要求各班根据本班的特点制定出班

规、班纪，利用每周的班会时间进行点评反

馈，强化对学生的“养成教育”，不断强化巩

固学生的文明意识和文明行为，逐步达到文

明行为的自觉化、自动化。

●社会实践——“养成教育”的重要渠道

社会实践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

它为锻炼学生的心理品质提供了机遇，为

深化课堂所学的内容提供了条件，有利于

学生更好地了解认识社会，并在社会的实

践中提高自身的文明素养。学校在实施

“养成教育”中，高度重视社会实践这一重

要途径，将社会实践纳入到班级管理及班

主任工作的考核中。学校除了定期组织学

生到SOS儿童村、敬老院等单位进行义务

劳动，组织“学雷锋”、“青年志愿者”活动

外，每年的寒暑假，学校还要求每位学生参

加家务劳动及社会调查等形式的实践活

动，通过这些活动，学生去接触社会、感悟

生活，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念、服务观念，增

强参加公益的意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初步体验到自身的价

值，在学做人方面积累正能量。

学校还整合社会资源，构成了家庭——

学校——社会三结合的德育网络，形成了

“养成教育”的强大教育合力。学校每学期

都聘请法制副校长及河南大学法学院的师

生到学校作法制报告、上法制课，宣讲法律

知识，并组织学生参观法制教育基地。通过

这些活动，学生懂法、知法从而学会用法，提

高了学生分辨是非和自我保护的能力。为

更好地指导家长对孩子实施教育，学校多年

来坚持举办家长学校，通过家长学校向家长

介绍初中生身心发展特点、现代教育思想及

观代家庭教育的理论。并通过校信通、“学

校开放日”、“家长会”，“家访”等形式，加强

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形成教育合力。

该校在开封市率先参加了由全国少工

委、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等单位共同

组织的“全国知心家庭学校”实验活动，通

过开展同写知心家信、同做环保益事、同读

好书好报、同游祖国河山、同颂中华美文等

活动，加强了父母与孩子的沟通理解，使得

该校的家庭教育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为培养学生高雅的兴趣，学校还利用

节假日组织了多种形式的兴趣小组，如科

技兴趣小组、声乐舞蹈兴趣小组，美术绘画

兴趣小组等。

●榜样引领——“养成教育”的有效方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几年前，该校

曾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在“你最崇拜和尊

敬的人”这一项统计中发现，排在前几名的

是影星、歌星、球星，这无疑对该校的“养成

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为此学校利用班

会时间组织学生召开辩论并利用节假日开

展“读书活动”、“小记者访谈名人活动”、

“革命历史夏令营活动”，组织学生观看表

现名人、英模事迹的电影、录像，同时还利

用校园广播，宣传栏等对学生进行榜样教

育，并在教室走廊布置名人“画像+名言”和

“学生成长感言”。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十

佳文明学生”的评选活动，让学生在自己的

身边找榜样，并养成见贤思齐的良好美

德。这样，一大批古今中外的名人、英雄模

范人物又回到了学生中间，学生的价值观、

人生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榜样教育”对

“养成教育”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心理健康教育——“养成教育”的必

要保障

心理素质是人的素质结构的重要因

素，要使学生学会生活、学会求知、学会做

人、学会审美、学会劳动，就必须先提高学

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所以心理健康教育是

提高学生的文明意识和培养良好的文明习

惯的切实保障。

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学校主

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确立远

大理想。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对

社会、对自我进行深层次的认知与思考，从

而在理解社会与个人关系的基础上，初步

形成科学的人生观，确立远大理想。

2.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个性品质，增强

其自我调节能力。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向学生传授性格、

气质等个性心理常识及心理调节方法，做

到“惊而不乱、激而不恼、悲而不弃、乐不忘

形、惧不退缩、怒不敌对”。

3.依靠集体的力量培养学生的意志品质

集体的作用，不仅在于它对其成员提

出一定的任务和要求，还在于它的巨大精

神动力，通过集体的舆论来监督和调控行

为的实施，从而激励每个人克服困难、实现

目标。在“养成教育”工作中通过开展集体

活动，发挥集体的力量，来培养学生良好的

心理素质和意志品质。

4.通过心理咨询，解开学生心结，有针

对性地帮助学生进步。

在“养成教育”中，学生在“知、情、意、

行”四个方面的发展水平不一样，家庭情况

与自身的悟性也不相同，这就需要因材施

教。而在“养成教育”中发挥心理咨询的特

殊作用，既能很快搭建师生间的心桥，又能

从心理分析的角度帮助学生深入分析问题，

更好地解决问题，从而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5.指导学生运用具体的方法自省自戒

①以生动活泼的小报启发学生；以有趣

的小故事来打动学生；以事实来说服学生，最

终启发学生自觉地去深悟其理、深省自身。

②通过“座右铭”使学生在处于困境或

思想障碍时，以此鼓励自己，增强克服困难

的力量。

③每天写日记，犹如每天跟自己谈一

次话，能给自己提供一面可鉴的镜子，一座

自检的天平，一把自控的钥匙和一曲自勉

的凯歌。

通过实践，心理健康教育从深层对“养

成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

●健康的校园文化——“养成教育”的

催化剂

为了抵制不良文化对校园的侵蚀，更

好地实施“养成教育”，学校在校园的绿化、

美化、净化的基础上，又逐渐形成了具有特

色的校园文化。校园广播站的成立、宣传

标语的充实、橱窗宣传栏内容的丰富，以及

经常进行的“诗朗诵演讲比赛”、“独唱、独

奏、独舞大赛”、“歌咏比赛”、“篮球比赛”及

其他各类比赛，逐步形成了该校独具特色

的校园文化。同时，运动场、阅览室、图书

室、文学社、英语角等场所又为学生提供了

身心修养的方便条件。三年一度的“体育

科技文化艺术节”更为学生搭建了充分施

展才华的大舞台。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

校园文化，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文化品位，

对培养高素质人材、实施“养成教育”起到

了很大帮助。

●学校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达成了

如下共识

1.开展“养成教育”要树立全面教育观

念，注重整体效应。

在实施“养成教育”中，将爱国主义，社

会主义、集体主义、法制教育、感恩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等融于一体，提高了德育工作

的整体效应。

2.开展“养成教育”要建立“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德育模式。

学校要求上至校领导，下至每位教职

员工都要成为德育工作者，并设立了“全

员育人奖”，从管理育人、教书育人、服务

育人三个方面定期进行表彰。同时实施

了学校—年级段—班级三级管理模式；每

天都有一名校级领导带领巡视组对学生在

校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督察；并要求开展的

每次活动都要体现德育目的；对学生在校

内、校外的每个行为都要实施“养成教育”。

3.开展“养成教育”要树立以学生为主

体的教育理念。

教育的主体是学生，学校要根据学生特

点，以自我教育为主渠道。为此学校成立了

学生会、志愿者协会、广播站等社团组织，为

学生尽量提供自主参与的舞台。通过主体参

与，能极大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教育

为自我教育，使他律与自律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

4.开展“养成教育”要遵循知行统一的

辩证原理。

知是行的基础，要养成学生的良好行

为规范，首先要制定详细的行为规范要求，

通过反复的学习与巩固，学生了解掌握各

项要求，从而“有规可行”。行是知的目的，

在充分牢记各项要求的基础上，通过多种

活动，让学生在体验中得到教育，在实践中

得到提高。

5.开展“养成教育”对公民道德的提高

有着决定性的基础作用。

著名教育改革家魏书生说：“教育归根

结底是培养习惯，行为养成习惯、习惯形成

品质、品质决定命运”。

每个公民的文化修养、道德价值观念及

爱国主义思想、集体主义思想和身心素质

等，虽然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学校教育在

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形成中却有着决定的基础

性作用，因此，可以说，“养成教育”关乎到每

一个受教育者的一生，关乎到教育发展的全

过程，更关乎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兴旺。

10月1日，笔者去曹县楼庄乡办事，途经许河乡南北街与兰曹公路交会处时，看到积水已经覆盖了整个路面，最深处积水几

乎没过汽车轮胎。笔者粗略计算了一下，此路段10多分钟就有20余辆车经过。据附近居民说，此段路是通往兰考、民权、曹县3

个县、5个乡镇、30多个行政村的必经之路。因该路段路面低加上排水设施不畅通，每次下雨这里都会有很多积水。50余米的路

面因积水毁坏严重，积水下面有很多“陷阱”，危险重重，昨天就有不明路况的两辆车翻倒在水中。该路段给当地群众的生产、生

活带来诸多不便，居民呼吁有关部门及时维修路面，让群众安全出行。

又是一年麦播到，农民拉土涌起潮。北

方农民大都有在秋收完毕腾茬结束、小麦未

播种前，从地里拉土囤用的习惯，并把土堆

在院子里或院墙外作为长年所用。他们把

为养殖的家禽家畜垫圈垫厩的土叫铺康土；

把防雨水冲刷垫地填坑的土叫垫地土；把修

缮垒墙的土叫和泥土；把拆旧房建新房的土

叫垫宅土；把培大葱埋萝卜白菜的土叫埋菜

土；把沤制肥料用的叫压肥土，把给婴幼儿

垫屎盖尿的土叫“盖脏土”等。一年中，农民

需要用不少的土。所以，农民就在这段时间

内调动人马花几天时间从地里往家里拉土，

一旦种上了小麦，他们就不再轻易毁掉庄稼

拉土了。

自从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制后，土地越

来越金贵了。农民在种好责任田的同时，又

见缝插针开荒种植，把荒渠荒沟、荒地荒塘

全种上了庄稼，再加上工业、商业建设用地

增多，土地锐减严重，农民取土已无去处，为

此叫苦不迭，意见纷纷。无奈之下，他们只

得“忍痛割爱”到自己承包田里取土。有的

因建房用土较多，把可耕地挖得坑坑洼洼，

高低不平，千疮百孔，面目全非，给耕作灌溉

运输等带来诸多不便，使农业生产受到了一

定影响。

在可耕地里取土，不仅破坏了熟土层，

而且影响了庄稼的种植和生长，还会造成土

地成坑变洼，涝天容易积水排涝不易，更重

要的是违反了耕地保护法，是要受到惩戒

的。即便是在自己承包的责任田中取土，同

样是违法行不通的。为了解决好农民在可

耕地里取土的问题，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

办法，那就是要有固定的取土地点。

群众生活无小事，拉土问题莫忽视。它

直接关系着密切党群关系，涉及着农民生

产生活和农村经济大发展的问题。因此，

当地政府和村委会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

体察民情，了解民意，从大处着眼，从小处

着手，为民排忧解难，给农民划出一个较永

久且固定的拉土场所，并实行统一管理，统

一分配，按需供土，防止有人投机取巧、卖

土获利，切莫冷了农民的心，伤了农民的

情。农民群众要千方百计地保护和珍惜每

寸可耕之地，切莫在可耕地里取土，因小失

大，让饭碗受损。

时下，各单位正忙于开展第二

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回

头看”工作，其目的在于通过回头看

找差距、补短板、明方向。笔者认

为，在认真从严开展“回头看”的同

时，更要脚踏实地进行“回头干”。

“回头干”要有求真务实的态

度。各级领导干部要有较劲意识，

要在“较韧劲”上下功夫，以坚忍不

拔的品质逐一克服“回头看”中遇

到的艰难险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

不断深入挖掘问题，彻底解决问

题。要克服“好人主义”思想，鼓足

“较硬劲”的勇气，盯着问题抓落

实，瞄准目标促整改，做到不解决

问题不撒手、不干出成效不转身。

“回头干”要有行之有效的举

措。各级党委在抓落实过程中，要

创造性地抓落实、创造性地解决问

题，使“回头看”不再回头。领导机

关要坚持先调查再定论，确保工作

决策的正确性和工作指导的针对

性，做到有的放矢。基层要摒弃等

靠要思想，不能遇到问题绕道走、

不能应付了事搞敷衍，要吃透上

情、弄清本情、结合下情，迎难而

上、主动作为，立足自身解决问题。

“回头干”要有切实可行的监

督。各级党委要建立严格的问责

机制，把责任定在具体人肩上，将

板子打到具体人身上，以严格的问

责确保落实的质效。要实行“倒计

时”工作法和结果倒逼机制，定人、

定责、定时限，给权、给物、给思想，

使基层动力与压力同在、责任与权

利同行，强力推进工作落实。要盯

住不落实的人，看住不落实的事，

反复抓、抓反复，对落实不力的人

该批评的批评、该处分的处分，绝

不能姑息迁就。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践行

党的群众路线需要“抓铁留痕、走路

留迹”的实干精神。要老老实实干、

脚踏实地干，真抓实地干、有的放矢

地干。“一步一回头”，看清方向、找

对方法、鼓足士气、干出效果。只有

这样，才能让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令群众满意、社会满意、党组

织满意，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千百年来，古人以酒抒怀，才

有千古绝唱流传至今。然而古人

的饮酒怡情精神日行渐远，特别是

现在饭桌上刮起的一股饮酒歪风，

饮酒过量、酒后驾驶、酒后滋事等，

为社会增加了许多不安全因素。

近日，宁陵法院审结的酒后寻衅滋

事罪的案件，就是一个例子。

余义和王林本来安分守己地打

着零工，认为把事情做好了就不会招

惹事端，但是醉酒耍横的史平和尹凉

改变了他们的看法。1月13日上午，

史平、尹凉酒后各自驾驶一辆摩托

车，在经过宁陵县商登高速某段项目

部搅拌站门口时，尹凉不慎摔倒，恼

怒万分的尹凉不由分说地踹开搅拌

站磅房的门，对磅房内的工作人员余

义拳脚相加，还殴打了随后赶到的公

路工人王林。打致余义、王林头部、

面部受伤后，尹凉、史平并没有停止

恶行，逼迫余义写下了收到其黄沙两

车计款18500元的收条。

9月17日，宁陵县法院审结了

这起寻衅滋事罪案件，法院经审理

认为，史平、尹凉酒后逞强耍横，无

事生非，随意殴打他人，致两人轻

微伤，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依

次判处尹凉有期徒刑9个月、判处

史平拘役5个月。

有句老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可是，今年

42岁的杨明起却不信这个邪，不仅抛家舍业出门

学习修造新型厨房，而且还学有所成，既富裕了自

己，也服务了乡邻，在西峡县回车镇一时传为佳话。

日前，笔者专程前去采访了素有“修锅灶能

手”之称的杨明起，听他讲讲学艺的事情。

“我17岁开始修锅台，修了20多年。以前，

这周围几个村天天都有活干，咱也有钱挣，这几

年，咱农村推广新能源，烧沼气、液化气，咱这里

又是南水北调水源地，不能砍树了，弄个锅台也

没柴烧啊。我去县城看了，现在那新式的组合橱

柜多好，干净方便还耐用，咱建设新农村，都住新

楼房，厨房里修个组合橱柜才叫排场。这样想，

才去学了修新厨房的手艺。”

说着，杨明起把我们领到了他家的厨房，一

套新型的黑色大理石面板组合橱柜呈现在眼前，

映衬着他种满花木的农家小院，显得分外和谐。

“我回来后，先把自家的厨房改造了，用着就

是美。回来快一年了，村里已经有13家找我给修

了组合灶。以后加快新农村建设，估计我的活会

越来越多。”杨明起说着，话语里满是希望和喜悦。

采访回来的途中，我在心里给杨明起算了一

笔账：修一个老式锅台200元，他一年大约能挣

3万元；如今修一套组合橱柜，可以赚450元，一

年修100个的话，收入就很可观了。这样算着，

我给杨明起打了个电话，问他出去学习半年花了

多少钱。他说：“当学徒的，师傅多少给点辛苦

费，也没花钱，就是耽搁了田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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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民意

有话直说

□王秀根

“回头看”更要“回头干”

建言献策

□张会丽

可耕地里莫取土 农民取土应有处

立此存照

□许远峰 摄

农家故事

□王金梁

闻者足戒

□王红艳

醉酒耍横惹事端
寻衅滋事陷囹圄

杨明起学艺
兰考县许河乡

道路积水群众出行难

强化养成教育 培养文明学生
——开封市第十四中学德育工作纪实

□本报记者 董伦峰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