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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理念： 以人为本 立德树人 明礼强技 乐享生活

德育，是教育的灵魂：致力于学生思想品德和人格素质的培养；贯穿于德、

智、体、美、劳教育实践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教育的根本目的。

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校长

华姿中专《德育风采》编委会主任

本期要闻

● 我校邀请知名德育专家李国珑来校授课

●以青春之名义，致敬百年五四

工作动态

● 我校师生观看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直播

● 树人先树德 育人先育己

系部风采

● 严以律己 遵纪守法 争做标兵

● 师生携手 爱心助学

● 家校共育思想 合作齐创成绩

● 传承五四精神 做新时代青年

● 叠被比赛显身手 我行我秀展风采

团旗飘扬

● 秀出青春风采 唱响崭新时代

-----------------------------------------------------------------------------------------------
◆本期要闻◆

我校邀请知名德育专家李国珑来校授课

为进一步提升学校教师德育素养，提高

学校育人实效。4月 26 日下午，我校邀请中国

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职教

学会德工委校园文化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江

苏省职教学会德育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李国

珑老师做客“华姿大讲堂”，进行以“符合、

适合、贴合——新时代职校学生管理思路与实践”为主题的德育工作专题讲座，我校全体教师及兄弟

学校教师代表共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活动中，李旭光副校长首先代表学校衷心欢迎李国珑老师和各兄弟学校德育同仁的到来，明确了

此次专题讲座的目的和意义，并介绍了华姿中专近几年德育工作的经验和特色。

随后，李国珑老师从一幅幅生动的幻灯片、一例例鲜活的案例讲起，紧紧围绕“新时代职校德育

管理思路与实践”的主题，指出德育管理要坚持“生命体、生活化、生成性”的育人理念，展现一定

的“人文情怀”，注重“德育与教育、服务、解决问题和发展个性”相结合，遵循职校“环境育人和活

动育人”的德育规律，运用科学的教育艺术，这才是“符合、适合和贴合学生”的德育之路，最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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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落实“立德树人”这一个根本任务。李老师的精彩演讲，既有前沿德育理论阐述，也有身边典型案

例剖析，更有具体实践指导，启迪了智慧，再塑了理念，引领华姿德育人专业成长，开启教育管理新

天地，让听者如沐春风，受益匪浅。德育工作寄托着千万家庭的希望，长期以来，华姿中专校始终牢

记使命，把教师德育能力提升作为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需求导向，注重知行并重，切实提高学

校育人实效。（学工处-广静）

以青春之名义，致敬百年五四

——记华姿学子“我们都是追梦人”的微视频拍摄活动圆满结束

“我们都是追梦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道；我们都是追梦人，在今天勇敢向未来报到……”聚

焦学校礼乐广场，近千名朝气蓬勃的学子手中挥舞着国旗，合声高唱《我们都是追梦人》，激昂奋进的

歌声响彻校园。

近日，华姿中专学子献礼五四运动 100 周年

和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的微视频作品《我们都是追

梦人》完成了最后一个镜头的拍摄，学子们通过

作品唱响属于自己的青春热情。整个视频拍摄过

程中，全体师生积极献计献策，热情参与，充分

展现了当代华姿青年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该作品以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为素材，由华

姿师生自编自导自演完成。视频以青年学子在华姿中专校园学习生活为背景，选取课堂教学、实践实

训、社团活动、课外活动及业余生活等场景片段，多视角、多层面展现了华姿学子积极进取的人生态

度和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奔跑”“奋斗”的实际行动寻梦、追梦、圆梦的青春之姿。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张伟表示，2019 年是建国 70 周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中国即将开启新

的征程，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每个人尤其是青年人都要不忘

初心，继续前行，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一起努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

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我们都是追梦人》这首歌非常适合青年学生传唱，青年学子应该有崇高的理想，

并且为之努力奋斗。（学工处-铁平）

----------------------------------------------------------------------------------------------

◆工作动态◆

我校师生观看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直播

今年是五四运动 100 周年， 4月 30 日上午

10 时 30 分,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于在人民

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新闻媒体将进行现场直播。

根据团中央书记处统一部署，我校党委副书记带

领部分党员教师和学生团干部观看了大会直播，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通过观看视频，倾听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深情寄语，在座的党员教师和学生团干纷纷表

示将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的重托，

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团委-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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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人先树德 育人先育己

为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和水平，开展科学有效的心理健

康教育，促进中职生身心健康发展，5月 5日下午，江阴市华姿中专校组织全体班主任和各专业部德

育管理人员开展了班主任心理健康教育校本培训。

活动中，李旭光副校长首先明确了

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与专业性，要求

全体华姿德育人齐心协力，不断丰富心

理教育知识，促进华姿学子身心健康发

展。随后，学工处顾海舟主任要求与会

人员认真聆听讲座，做好笔记，通过培

训切实增强心理危机干预意识，提高对

心理危机识别能力。最后，校心理健康海波名师工作室王海波老师根据学校心理普查结果和班级管理

实际，以一个个真实案例为切入点，从“职校生异常心理识别”、“心理危机的干预的技巧”和“积极

心理学在班集体建设中的运用”共三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讲解，王老师一个小时的精彩演讲，既有前

言理论知识，也有实际个案，更有实操指导，与会教师聚精会神，会场气氛浓烈。

据了解，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一直十分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关注中职生青春期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问题，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到学校日常教育管理的全过程，学校设有功能齐全的心语驿站，

配有专业的心理辅导团队，通过开展团辅、个辅、开通心理热线和定期邀请校内外专家讲座等形式开

展心理教育，促进华姿学子身心健康发展。（学工处-广静）

----------------------------------------------------------------------------------------------
◆系部风采◆

严以律己 遵纪守法 争做标兵
5 月 6 日下午，汽车工程专业部利用班会时间，在报告厅开展了一次集体班会活动，会议由专业

部德育副主任杨建军主持，专业部主任蒋卫华主讲。专业部的班主任及全体学生参加了本次集体班会

活动。

首先，蒋主任用生动幽默的语言和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鲜活事例向大家讲解了过度依赖网络导致的

严重后果，并向同学们发出正确利用网络的倡议：要求学生学习并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正确认识网络和现实生活的区别，以健康的心态使用网络，合理利用网络，不被网络所害；积极培养

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积极参与到班级和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中来，制定使用网络的时间，降低对

网络的依赖； 不发表攻击性的网络言论，不滥发网络邮件，了解基本的网络礼仪，做一个守法文明的

“网民”。

接下来，蒋主任和大家交流了如何处理好男女同

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重点强调了男女生之间应该自然

交往，适度交往。男女同学在交往的过程中，都应该

自尊、自重、自爱，保护自己，尊重他人，不干扰他

人的学习和生活，不影响他人的美好人生。

会上，蒋主任就如何预防和解决同学之间的纠纷

问题，提出几点要求，重点强调要学会宽容；要有感

恩之心；要有责任心；严禁和社会青年勾结，甚至参与打架斗殴事件，一旦发现，严肃处理。增强法

律意识，有所为有所不为；同学之间发生矛盾，与老师、同学、父母及时沟通，将问题及时化解。专

业部副主任杨建军就专业部的宿舍管理工作提出要求并就专业部近期的活动做了初步安排。本次集体

班会活动，明确了纪律，凝聚了人心，激发了斗志，必将推动专业部有序管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汽车工程-自英）

师生携手 爱心助学

为了使学生树立关爱他人的意识，养成乐于助人、乐于奉献的良好品德，18 计算机班班主任乔红

娟带领全体学生，自去年 9月班级入校开始，资助河南山区贫困学生李宁，师生携手，奉献爱心。

李宁就读于河南省安阳市白壁镇安阳县实验中学，家住安阳县马家乡。马家乡是山区，属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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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脉，地少，山多，农民靠天吃饭，所以当地经济落后，生活穷苦。李宁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工作，

家里都是靠李宁父亲外出做苦力挣钱维持，母亲身体不好，主要在家干农活操持家务。家里经济困难，

条件差，但是父母还是想支持李宁的学业，希望他能通过知识改变命运。李宁身处这样艰难困苦的环

境，从小就很懂事，勤奋上进，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课余时间还在家帮助母亲下地干农活。

李宁是一个踏实勤奋的学生，他心里深藏一个梦想——考上大学，改变命运。

乔红娟老师得知了李宁的困境和梦想后，一心想帮助他走出困境，圆梦人生。于是，乔老师发动

本班学生伸出温暖的手资助李宁，班级学生积极响应，师生热心筹划。经师生共同商定，乔老师本人

每月从工资中节省出 100 元，全班学生每人每月从零花钱中节约 5元钱，一起资助李宁，每月邮寄一

次，还买些书籍和学习用品一并寄出。爱心款虽不多，资助物也很微小，但这一分爱足以体现这个班

集体的温暖，都蕴含着难以衡量的人间真情。在乔红娟老师和 18 计算机全体学生的帮助下，李宁能够

继续学业，安心学习。李宁感恩乔老师和 18 计算机学生的爱心帮助，于 2018 年十二月寄来了“大爱

无疆 品格高雅”的锦旗以表谢意。

“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乔红娟老师和她所带的 18 计算机班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一直在做，他

们做到了。在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中学生们能够感悟生活，体悟人生，懂得感恩，从而养成“兼济天下”

的情怀。（信息工程-亚芹）

家校同向共育 合作齐创成绩

为充分展示江阴市华姿中等专业学校育人管理的

良好校风校貌，使广大家长更全面地了解自己孩子的在

校情况、了解学校育人理念、促进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的协调发展，我校对口单招部于 2019 年 5 月 10 日下午

召开了期中考试后的高一、高二年级家长会。

下午 1:30，高一、高二 9个班级分别在自己班级召

开了家长会。各班主任准备了详实的材料，并针对家长

会做了精心布置：教室干净整洁，黑板上或写着欢迎家长的标语，或画着温馨的图画，使各位家长一

走进教室就能感受到一种融洽、和谐的氛围。家长会上，各班班主任首先就此次高三喜人的高考成绩

向家长作了汇报，接着任课老师就本学期开学以来的学校工作、班级活动及学生在校表现，向与会家

长做了详细地汇报；并分析了本次期中考试的成绩、学生在学习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予了家长一些

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建议，同时也就家长应如何更好地配合学校，做好孩子们的教育工作交流

了看法。

因高二正值实习期间，班主任还带领家长参观了实

习车间,让家长近距离地了解孩子在校的实习情况。会

后部分家长与班主任及任课教师进行了面对面地沟通

和交流。通过交流，家长们获得了许多先进有效的家庭

教育方法，对如何尊重和关爱孩子，培养孩子的良好习

惯达成了共识，得到了启发。

许多家长纷纷表示将以此为契机，为了孩子的进步

与发展，对孩子的教育将更注重理性和方法，与教师和学校将更注重沟通与配合，共同促进孩子健康

发展，为孩子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每学期期中考试后召开家长会是对口单招部促进家校共育的一大举措，是对学生有效管理的一大

良方。（对口单招-季惠）

传承五四精神 做新时代青年

为了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5月 6日下午第七节班

会课，信息工程专业部所有班级开展了以“纪念五四运动”为主

题的班会。

各班班主任精心准备，整合文字、图片、案例、音频、视频

多种资料，制作了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为学生详细讲解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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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是五四精神、五四精神的时代内涵、五四精神的具体内容、学习五四精神的重要意义等知识，给同

学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同学们全神贯注地听讲，认真地做笔记，了解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深深被无数有志青年精忠报国、

奋发图强的感人事迹所打动，也深刻领悟到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中国青年的期望。

这次主题班会活动意义非凡，同学们心灵得到了五四精神的洗礼，必将继承五四传统，做新时代

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信息工程-亚芹）

叠被比赛显身手 我行我秀展风采

为了进一步培养住宿生的内务整理能力，让住宿

生更加热爱校园的集体生活，经专业部领导安排，5

月 8日下午三点，信息工程专业部在科教楼门前篮球

场上举行了“叠被子大赛”，共有九个班级 31 名学生

报名参赛。

下午三点，阳光正好，科教楼前篮球场上热闹非

凡。信息工程专业部许多学生已将比赛场地围成一圈，

参赛的学生抱着被子正在等待比赛开始。比赛分女生组和男生组，按照抽签顺序，8名同学一组同时

开始，要求在规定的 5分钟内叠成方方正正、整整齐齐的“豆腐块”被子。

比赛哨声一响，参赛学生迅速蹲下，将被子放在

席子上，铺平、捋压、折叠，个个精神专注，叠法熟

练，不一会儿被子就叠好了。选手们继续抚平被面、

捋压定型，经过细心整理，精心修饰，标准的“豆腐

块”被子完美呈现。

专业部四个评委根据选手的表现和作品的完成

度现场打分。最终评选出男生组和女生组前五名。

17GZ 电子 2班蔡文祺、17GZ 电子 1班龚超、周宇恒、汪佳意、17GZ 园林缪玲楠、18GZ 计算机杜春苹

等同学将代表专业部参加学校的叠被子大赛。

此次活动，丰富了学生校园生活，为学生展现自我搭建了平台。同时，通过比赛，培养了住宿学

生整理内务的能力，也让学生在活动中获得满满的成就感。（信息工程-亚芹）

-----------------------------------------------------------------------------------------------
◆团旗飘扬◆

秀出青春风采 唱响崭新时代

5 月 5 日下午，我校“秀出青春风采，唱响崭新时代”

校园好声音总决赛在学校操场举行。校领导及相关处室

负责人出席本次活动，校团委老师、各专业部老师代表

担任本次活动评委。

经过预赛、复赛的层层选拔，我校共有 19 名选手成

功晋级决赛，争夺本届“好声音”冠军。对口单招部薛

辰柯同学唱功了得，台风大方自然，以一首温婉悠扬的《烟火里的尘埃》获得满堂彩；其他选手也唱

出自己的风格：17 单招机电 2班 陈雨杰同学的《我曾》极致唯美；18 单招艺术益嘉辰同学的《说散

就散》饱含深情……一首首悦耳动人的歌曲荡气回肠、余音绕梁，仿佛把大家都置身于歌曲中唯美的

场景。经过激烈比赛，决出本届“校园好声音”结果：冠军薛辰柯，亚军王志康，季军宋佳楠。

“校园好声音”比赛是我校青春五月主题活动之一，

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同学们之间的交流，丰富了同学们的课

余生活，同时为大家提供一个展现自我的平台，使得每位

同学都有机会能够走上大舞台呈现最优秀的自己，切实诠

释了学校礼乐德育之快乐生活的理念。（团委-晓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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