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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委员聚焦“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进一步总结“美加经验”

让武汉特色教育从“小盆景”变成“大花园”

美加分校每天早上的经典诵读

“董事长讲堂”

学校董事长萧永瑞女士亲自开设道德讲
堂，以国学经典为载体，每周向全校师生授课。
让学生通过学习国学经典中的“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在传统文化中溯源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教学过程中，萧永瑞不仅讲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经典，还辅以历史经验教训故事、
现代科学验证以及当今社会热点时事，生动
诠释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学生在研读中，
懂得历史人生的经验教训，感受中国文化的
智慧和大义，增强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豪
感。

校本课程“热效应”

学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有机融入
课程和教材体系，精心编写《美加国学读本》，
开发了国学讲读、说文解字、武当武艺、中华医
学、音声瑜伽等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并通过
这些特色课程，渗透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

每天清晨和傍晚，美加的孩子们在武当师
傅的带领下，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仅强健体
魄，更是形成了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团队意识。
中医课也是孩子们颇为感兴趣的，他们不仅认
真听课、亲手种植中草药，还懂得学以致用。随

着这些校本课程的深入开展，学校积极有效地
将未成年人德育元素涵盖其中，释放正能量，产
生“热效应”。

“功过格”

如何能够通过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指
导生活实践，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在实践中，美加首创《功过格》，要求每位
学生围绕“日行一善、日行一恕、三省吾身”三个
维度，每天书写“功过格”，学生实现自我管理、
自我纠正，加强道德修身。

《功过格》就像孩子们的心灵日记，展现出
他们的荣辱观、责任感、集体意识等等，这也正
是美加分校所倡导的“品德教育”。在书写功过
格的过程中，让孩子们从小就能以“善心养善
行”，做善良之人。

“活动调色板”

学校围绕“勤洒扫育美德”“晓礼仪懂应对”
“知进退明得失”为主题，通过“洒扫自理能力大
赛”“我是快乐小帮厨”“环保小卫士”“清理餐
桌”“大手牵小手”等活动，将传统美德具象化、
行动化、日常化，培育学生的劳动意识、创造意
识、效率意识、环境意识和科学精神，提升自理
能力和动手能力。

校园里，自觉伸手弯腰扮靓校园的同学比
比皆是；食堂里，大家相互礼让，井然有序，进

餐后自觉擦拭餐桌。教室、寝室里，“房室清，墙
壁净，几案洁，笔砚正”。

“家校彩虹桥”

在美加，每周的“国学亲子诵读”是家校必
修课。孩子们将一周在校背诵的国学经典，展
示给家长听，家长和孩子一起诵读，共同在《亲
子诵读反馈单》上书写体会。这一家校沟通的
有效方式，将国学经典的课堂延伸至每一个家
庭。

学校还开展“周周行孝”感恩实践行动，坚
持学生、家长和老师三者综合评价，通过开展

“最美孝心少年”评选等活动，让行孝为善的文
明风尚吹遍校园、温暖家庭。

2015 年 1 月，学校公众微信账号“美加学
区”正式开通。通过“美加学区”，学校将校园动
态、教学成果、国学课堂等信息及时推送，实时
与家长互动交流。

“凡是人，皆须爱”

小学部连续 4 年参加“暖冬行动”，向川藏
山区孩子捐赠衣物、学习工具及书籍。每个学
生为山区的小伙伴手写一封信，选取书籍，制作

“励志书签”，互相勉励。当三（1）班的刘镒菁同
学在家整理衣物时，妈妈问他为什么要参加捐
助活动，他说：“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
载”。

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创办于 2005 年，如今已发展成小学、初中、国际高中在校学生 3100 余人的办学规
模。 十余年来，该校持之以恒，不断探索、不断尝试，在传统文化教育之中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和行为
习惯养成，形成以“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为核心、以“功过格”为载体的“知行合一”素质教育模式。

近年来，学校被评为“武汉市中小学‘经典诵读进校园’示范学校”“武汉市群众满意中小学”“武汉市校园文化
建设先进单位”，被授予“武汉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教育研究示范基地”称号。 中央文明办向全国推介“美加
经验”，并引起央视《焦点访谈》《光明日报》等众多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学校董事长萧永瑞女士亲自开设道德讲堂， 以国
学经典为载体，每周向全校师生授课

学生们书写的“功过格”孩子们学习中华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武汉荣获全
国青少年学生视
力健康管理示范
区，图为小学生们
开展丰富多彩的
视力保护小游戏

武汉市中小学特色教育活动掠影

东方红第二小学戏曲嘉年华活动中
的“小花旦”

武汉市第十五中学特色学校活动现场

韩家墩小学童韵民乐团在武汉市青
少年宫音乐厅举行专场音乐会

武汉开发区沌口小学参加“楚童杯”
经典诵读比赛

汉阳区玫瑰园小学古筝琴韵社团

武汉开发区三角湖小学学生参加全国武术表演比赛 武汉京剧院院长刘子薇指导长春街小学孩子剧团表演《卖水》 黄陂区前川二小“戏曲进校园”活动汇报演出

戏曲国粹进校园、经典诵读进校园、中华武术进校园……当下，以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为抓手，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践行的武汉市中小学特色
教育正如火如荼展开。 为进一步推进我市中小学特色教育深入广泛开展，日前，
市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组织教育界别、文艺界别部分
委员及相关部门同志，前往武汉外国语学校美加分校（以下称美加分校），就该校

历经 10 余年实践和探索形成的传统文化进校园“美加经验”开展实地调研。
美加分校坚持让优秀传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生活、进家庭，其深推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和做法，受到中央文明办高度肯定和推介。 该校的国学
经典教学也成为武汉“经典诵读进校园”活动的范本。 武汉所有中小学都将经
典诵读与实践纳入“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考评结果记入学生档案。 中央电视台

《焦点访谈》节目对美加经验和我市经典诵读进校园活动进行了关注和报道。
调研活动中，委员们现场观摩了美加分校国学教育课程、学生社团活动，

听取了学校负责人对学校办学理念的介绍及学校教师代表的切身教学体会，
近距离地感受美加分校先进的教育理念、浓浓的国学氛围、鲜明的办学特色。
如何把美加分校所取得的经验和做法，进一步向全市推介和推广，培育和丰富

我市特色教育“大花园”，随后召开的调研座谈会上，委员们围绕总结和推广美
加经验、进一步深推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积极建言献策。 委员们建议，进
一步总结美加经验，以点带面，在全市各学校有效、深入、持久地将传统文化教
育开展下去，让国学文化生根发芽，全社会共同努力培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优秀接班人。 现刊发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以发言先后为序）。

传统文化中的“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这
些都已经是每一个中国
人的基因携带，与身俱来
的天赋之潜能，与每一个
中国人都有天然的亲近
感。所以今天的传统文化
教育，不是由外而内重新
植入、培养，而是由内而
外唤醒激活，唤醒、强化、
固化、壮硕“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这些传统文

化的细胞，然后推广，让学生自带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优秀品质，民族精神之光芒。今天，美加分校就在探
索一条唤醒、推广践行传统文化的路径，很有意义也
很有价值。

当下，各学校很重视“经典诵读进课堂”，将它
变成课程，也进了课表，这非常好，可以让孩子们浸
润在传统文化中，产生认同。建议同时也把传统文
化编成家长课程，让家长变成学生的同学，让其和
孩子一起成长，共同“唤醒”。只有这样推广传统文
化，才能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层面，形成传统文
化场和文化圈。

美加分校的办学
理念突出体现在“三
个结合”上,即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与国际化
教育相结合、素质教
育 与 学 历 教 育 相 结
合、知行合一与文武
并重相结合，这值得
我们深思和借鉴。

俗话说“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国民教育、
中小学教育对一代代国

民基本素养的形成与提高最为关键，这对于国家民族
的长久利益，对现代法治社会、公民社会的建构，意义
十分重大。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当代价值，
国学经典中有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智慧，有中华优秀美
德的展现和教益。建议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真正渗透
到孩子的日常生活中，不仅仅是嘴上的国学，更应是
行动中的中国心。

与时代需要相结合的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集大成，它对于当代中国人价值观的养成具有非常
重要的现实意义。美加分校探索实践的“知行合一
素质教育”系统，将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课程和活动，培养学生学以致用、知行
合一，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其经验和做法值得点赞
和推广。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应保存、养育“三心”，即敬畏之心、恻隐之心、羞
恶之心，进而体验“三个合一”的境界，即“天人合一、
群己合一、知行合一”之境。

美加在探索一条
唤醒、推广践行传统文化的路径

市政协委员、武汉市洪山中学校长 叶芳

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要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市政协委员、市直机关育才幼儿园园长 高红涛

参观美加分校的课堂教学和各种
富有美加特色的教学项目，留下了很
深印象，特别是学校多年来践行“知行
合一国学教育”的做法和实践。从刚才
的参观、学校的介绍和这么多年对学
校的了解，我有以下几点体会及建议：

学校多年来坚持“三化”教育模
式，即采用“传统优秀文化、国际化、现
代化”三条腿走路，使学生经过若干年
培养，不仅具有现代科学知识与素养及
国际化视野，还继承了老祖宗几千年来
积累下来的文化基因与民族印记，将来
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能很好地适
应社会，为民族和全人类作贡献。

学校坚持把“成人教育与成才教
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实现了“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的育人目标，克服了一般
学校只重视成才教育而忽视成人教育
的不足。同时学校坚持家校融合，让家
长也参与到孩子的国学教育活动中，
纠正部分家长只重视孩子文化课、重
视智商，不重视孩子为人处事，不重视
情商培养等认识误区。

通过学校多年的传统优秀文化教
育实践，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成效。学校
践行的“知行合一”国学教育，似乎挤占
了教学时间，甚至有人担心会不会影响
学生学科成绩。但事实胜于雄辩，从美
加的事实中我们知道，2017 年中考，美
加初三毕业生升入外校高中达 32%，升
入省级示范高中达 77%。这不仅完全打
消了人们的顾虑，反而有力证明了对学
生加强国学教育，可以极大地促进学生
的文化课，提高学校的升学率。

鉴于美加看得见、摸得着的优秀
传统文化进校园的办学成绩，建议总
结学校的具体做法，归纳提炼学校的
办学经验，完善提升学校的办学模式，
以便在全市推广，让祖国优秀传统文
化走进全市中小学，让盆景变成花园。

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全市中小学 让“盆景”变成“花园”
市政协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文江

参观美加分校确实受益匪浅，让我
感受深刻的是，学校管理者的品格和思
想成就一所学校的格局和理念，学校的
核心就是教育、教学，先成人后成才。

今天一进校门就被美加的“学生

守则”吸引，“端端正正读书、大大方方
说话、工工整整写字、认认真真做事、
堂堂正正做人”，真正的润物细无声。
责任意识、规矩意识，这些养成教育已
经渗透到学校每一个细节和每一个角
落，“知行合一”的理念已经根植于师
生的脑、身、心！不得不说，在这里学
习、工作的孩子和老师好幸福！

建议美加教育模式不仅要推广到
全市中小学，还要推广到中职学校。我
市“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市委宣传部领
导下，市文化局和教育局已经连续开
展了三年，建议市教育局把美加分校
纳入范畴，让戏曲这一优秀中华传统
文化的璀璨之花也在美加校园绽放，
并通过学校传承、传播。

美加教育模式不仅要推广到全市中小学
还要推广到中职学校

市政协委员、市文化局副局长 杨菁

参观调研美加分校，有两点最深
的感受：

“美加经验”是由女性占比百分之
八九十以上的团队创造出来的。在美
加分校，以学校董事长萧永瑞为代表
的一批优秀女性爱岗敬业，立足教学
岗位，创造了值得推广的美加经验。

美加分校真正做到了教书育人，
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真正做到了文
化传承，真正做到了家校携手。期盼市
妇联与美加分校携手开展好系列工
作，特别是家长学校、家教大课堂等活
动，让美加经验走得更远、更好。

期盼携手开展“家长学校” 让美加经验走得更远更好
市政协委员、市妇联副主席 魏静

“知行合一 学以致用”
把课堂教育与学生行为规范统一起来

市政协委员、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网球学院院长 杨萌

从教育的角度来看，美加分校办
学体现了一种不窄化的教育，是一种
真正的素质教育。

目前教育最大的弊端就是将教
育功能不断窄化，教育变为教学，教
学变为训练，训练变为做题，成为“打
怪过关”的游戏。而美加分校办的教

育是一种有情怀的教育，继承了中国
传统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学校变
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地
方，用国学教育磨练孩子的心性，让孩
子有修养、有家国情怀。用文武兼育来
磨砺和强健孩子的体魄。一个细节印
象很深，孩子们上体育课遇到下雨，一
般公立学校基本都会躲雨，但美加的
学生却依然继续上课，真正把教育学
生的三大功能做到极致：开发学生智
力，磨练学生心性，强健学生体魄。

美加分校办的教育是一种教育
家办的教育，首先是公民教育而非贵
族教育；其次是用教育实验和教育实
践来验证和修正办学绩效，美加的中
考和高考数据验证了素质教育也能
在应试教育的考场上结硕果；其三办
出了特色，美加国学为基、文武兼备
的外语特色别具一格。

用国学教育磨练心性 让孩子有修养有家国情怀
市政协委员、江岸区教育局副局长 杨德红

美加分校国学教育取得的成果
令人振奋，印象深刻，其有三个特点：

一是将国学教育纳入学校的课
程体系中，进行系统的、规范的、互动
的课堂教学。学生是主动接受国学教
育，能够与教师进行面对面的探究，
能够在小组的讨论中领悟名篇名句
的真谛，避免了兴趣提高教育的形式
化、表面化。这样长期的课堂教育自

然会打下学生的国学基础，从而提高
他们的人文素养。

二是校长、董事长本人就有深厚的
国学功底且亲自教授国学课，这样就能
从顶层层面进行学校的国学教育规划，
制定本校的国学教育大纲和教学形式。

三是“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国
学教育的目的不是造势，更不是赶时
髦，而是要通过潜移默化的熏陶，让
学生的心灵感受人性的真善美，养成
格物致知、懂礼守规的品德。学校正
是把课堂教育与学生的行为规范统
一起来，大家在学生的言谈举止中，
时时可以感受到国学教育的痕迹。

几点建议：教师要有国学知识的
培训，讲授篇章要有依据，不可臆测；
要讲清字句的本义，要讲清篇章的内
涵和需要学习的哲理；诵读是一种形
式，但还可以多用新媒体的方式，如
可以增加视频，把枯燥的文言转化为
形象载体。

美加分校办学十余年来成绩显
著，硕果累累，以其创新的思维、特色
的理念、独到的方法探索出办学领域

的新模式，赢得了广大市民的认可，
成为武汉市基础教育的品牌。

美加分校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辩证思想，以古今融合、古为今用的办
学特色，以立德树人、品学兼具的办学
目标，以文武相行、动静结合的办学方
法培养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美加分校弘扬了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展示了独具匠心的教育风
采，成为了新形势下基础教育的补充，
促进了武汉市素质教育的健康发展。

随着学校的发展，如何构建学生
健全人格，作为教育课题还要作进一
步研究与探讨。

构建学生健全人格 应作为教育课题进一步研究
市政协委员、武汉市求实培训学校校长 钮心莉

十余年前，武汉市外国语学校与美加联姻，
在江夏有了美加分校。今天，武汉外国语学校与
深鸿润集团联姻，在中法新城有了鸿润分校。在这
里我也欣慰地发布一条信息，武汉外国语学校鸿
润分校将于今年 9 月张开双臂拥抱第一批学生。

参观美加分校，有三点感受：
传承经典浸润红色基因。武汉外国语学校

美加分校“知行合一素质教育”，让学生在背得、

懂得、行得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在
自省与功过记录中孕育良好的“三
观”，培养具有中华美德和世界视野的
国际人才。

家校携手突破教育的边界。学校
在教师与家长、学校与家庭的携手中，
共同致力于传统文化经典的诵读和践
行，实现了培养孩子，改变家庭，充分
发挥了教育辐射作用，不仅教育了孩
子，还影响家庭。

依托集团创办优质的教育。斯米
克美加集团的大手笔投入，创建了优
质的美加分校，学校优美的环境、先进
的设备等，为想让孩子上武汉外校、享
受优质教育的家庭带来了新的选择。

美加分校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标
杆，鸿润分校将踏着美加分校的足迹，
沿着他们的方向，传承经典文化，用世
界眼光办学，用国际视野育人。

家校携手突破教育的边界 培养具有中华美德和世界视野国际人才
市政协委员、武汉深鸿润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胡家兵

美加分校美丽的校园以及处处彰显文
化底蕴的国学诗词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美加分校办学体系中的国学教育是真正的
在以国学为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魂

的教育。两者的有机结合是非常具有划时
代意义及值得推广的。

“背得、懂得、行得”等自省总结的国学
精髓在当今社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日行
一善、日行一恕”更是从行为上引领了学生
的生活。长此以往可以塑造出德行兼备的
人才。

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文化
没有中断的国家，正是因为国学文化一直
贯穿于每个人的成长过程。美加的国学教
育让学生从先贤古圣的思想中汲取营养，
塑造自己，陶冶性情，净化心灵。美加的习
练武术、音声瑜伽都是把国学精髓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思想深入结合，与生
活和谐有机的统一。

以国学为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魂 两者有机结合具有划时代意义
市政协委员、武汉一初慧泉中学校长 安晓磊

亲身体会，近距离接触，就会发现，“美
加经验”获中央文明办点赞，不无理由。“美
加模式”每一个细节无时无地、无不显示出
武汉教育的智慧、成果和魅力。

武汉市教育局用“课程计划”的方式，指
导和保障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学经典
在中小学广泛开展。我所在的武昌区教育局
下属所有中小学开展了“好读善写”课，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学经典在武汉这片热土
上已经生了根、发了芽。但美加分校的做法
至少给了我们三点特别的启示。

美加分校将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

国学经典作为自己的教学追求、教育理
念、教学法则、教育方针。美加分校将中国
的古典医学药理、中国功夫、中国音律与
国学经典很好地结合起来，归纳为养心、
修身、调气、习静、通达，其课程：中华武
艺，声震武馆；习练音声瑜伽，吐故纳新；静
坐书法，习静致远；朗诵经典，儒雅有范。

“功过格”是美加分校萧永瑞董事长
团队一致行动、上下共治的表现形式，是
他们抓落实、抓细节、抓精致的生动体现。
尽管美加分校是外国语学校，但国际化视
野立足在中华文明之上，就显得格外的精
彩。学校提倡“日行一善、日行一恕、日思
一得、日省一过”，将“背得”“懂得”变为

“行得”“省得”，真正做到“知行合一、文武
合一”。

怎样将国学经典融入到教育教学当
中，做到学生喜爱、教师会教，做到学有所
成、学有所用，美加分校提供了很好的范
例，值得全社会深思。如何将国学经典的

“精神营养”变成青少年的“儒雅行为”，并
作为普遍的评价准则，美加分校做出了很
好的探索，其经验值得推广和借鉴。

将国学经典的“精神营养” 变成青少年的“儒雅行为”
市政协委员、武汉市陆家街中学副校长 金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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