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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学科教师，更是德育导师，每一位教师都是“故事里的人”，概莫能外。在景宁畲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宁县”
），德育“一岗双责”实践与探索重新定义
了教书育人的无边界与泛在化，改变了教师的育人态度，提升了学生的道德素养，促进了学校的优质发展，发挥了区域的辐射作用。随着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景
宁县德育“一岗双责”实践业已成为中国畲乡德育工作的一张亮丽名片。

扛鼎一岗双责

静心守望成长

——县域推进立德树人工作的景宁实践
□景 宣

这几年来，
景宁县的教师们普遍都“有点忙”
。
上课时不仅要讲授学科知识，还要时不时地结合课本知识穿插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下课铃响后，教师们并
没感觉短暂卸下了教学重担，反而常利用短短 10 分钟的时间，走到某个表情恹恹的学生旁边，悄声询问、细心开
解；每周定期抽出时间走进结对寝室，跟学生们谈心、交流，在党员教师们的带领下主动认领学生的“微心
愿”
……自从启动德育
“一岗双责”
实践以来，
景宁县全体教师都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守望者与领路人。
所谓“一岗双责”，即每一位教职员工都具有双重使命与职责，既包括该岗位的教职工工作职责，又包括对学
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职责。由此，德育不再只是班主任的“分内事”，每位教师都是德育主体。
“教书育人”不仅在每
一位教师身上都得到了体现，
也在课堂内外拥有了统一归口。

图为景宁县城北中学德育导师结对社团活动，指导学生织畲族彩带。

A. 全员·全程·全方位：
德育永远不打烊
“如果能成功当选大队干部，我会更
加用心地为同学们服务，做老师得力的
小助手。”参与景宁县民族小学少先队大
队干部竞选的学生们踌躇满志，花式憧
憬、许诺未来。坚持走完海选、演讲、评
选的竞选全过程，民族小学日前举行的
这次竞选活动给了学生们满满的仪式
感。用该校德育副校长梅明金的话说，
“这既是一种历练，也是一份特别的收
获”，活动不仅为有上进心的少先队员提
供了展示舞台，也激发了他们担当校园
小主人翁的勇气。
在“ 迷 你 奥 运 会 ”上 开 拓 国 际 视
野，锤炼拼搏精神；在“小小讲解员”比
赛中锻炼口语表达，展现人格魅力；通
过“ 七 彩 少 年 ”评 选 树 立 榜 样 ，开 展 朋
辈教育……在活动中融入德育内涵，参
与活动的每位教师都是德育导师，每位
学生都是其他学生的行为表率，民族小
学将德育工作渗透于无形。像这样，
“人人育德、处处德育”在景宁县各级各
类学校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县域推进德
育“一岗双责”实践让全员育人、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有了落地的土壤。

全程育人、榜样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
人、协同育人等 7 个维度，几乎涵盖了学
生在校内外学习、生活的全过程。其中，
作为育人主阵地的课堂，当仁不让地被
寄予重望。今年刚从景宁县职业高级中
学数控专业毕业的严杉，长成了“别人家
的孩子”，他不仅以 521 分的好成绩考入
了本科院校，而且还获得了“绿谷美丽中
职生”
“ 感动畲乡教育年度人物”提名等
诸多荣誉。
“ 课堂上，老师不仅教我们专
业知识和技能，还格外注重对我们进行
品德教育，引导我们学会真诚待人，时常
反思己身，在困难面前不轻易气馁。”严
杉说。
技能课专业教师化身德育导师，在
数控课堂上融入诚信、坚毅、严谨等品德
教育，是景宁县“全科育人”德育工作的
一个缩影。各校各科教师在备课时就会
根据所教授学生的年级特点和课程特
点，充分挖掘课程本身所蕴含的德育资
源，将德育内容与学科知识教学有机结
合，使之在课堂上铺陈为一件水到渠成
的事。
课堂外的德育往往更为鲜活。秉
持“身正为范”的教育信念，景宁县全体
优化顶层设计 让德育变成分内事
教师以严格的师德师风要求自己，坚持
“一岗双责”德育机制形成以前，景 “眼中有人、口中有德、心中有爱、行中
宁县对德育工作不可谓不重视。但在该
有善”，处处做好学生的行为榜样；后勤
县教育局局长林建锋看来，各中小学校
教师及相关工作人员用服务说话，努力
思想认识上对德育的重视并没能一脉相
为学生们创设舒适的校园环境；班主任
承地落在实践上，抑或是陷入了重知识
和科任教师还会积极参与家校共育，通
传授、轻实践养成的德育怪圈中。
“ 各学
过家访、家长会、亲子活动等方式或利
段德育工作之间没能形成有效衔接，方
用新媒体，与家长常态化交流沟通，形
法途径相对单一、工作体系不够完善，德
成家校合力以推进协同育人。
“ 不仅要
育工作还缺乏常态有效的开展机制。”林
做好所在岗位的具体业务工作，也要对
建锋说，在实际工作中，德育常常被误解
学生的教育管理工作负责，还要成为家
为是学生处、班主任等德育管理人员的
校沟通的纽带，我们要求广大教职员工
事，普通教师参与力度和程度都比较浅， 结 合 学 生 个 体 情 况 ，分 层 分 步 推 进 德
后勤人员则更少参与其中。
“德育没能形
育。”林建锋说。
成合力，致使学校德育管理力量变得相
对薄弱，管理参与面愈发窄小。”林建锋
落实常态管理 推进值周量化考核
认为，这对各校德育管理工作水平的提
素质养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德育工
升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
作也需要常抓不懈。根据攻坚战实施方
不成体系、机制匮乏、责权不明，当
案要求，
景宁县各中小学校不断完善值周
德育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 制度，
对照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进行量化考
景宁教育人开始“穷则思变”。尤其是近
核，
带着任务巡查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情
年来随着《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的颁布
况，确保“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抓、时时
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
有人督”
。景宁职高校长王敏健就分别跟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申，景宁县教
该校党委领导、班主任代表、教师代表以
育局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开始着力构建
及教职工代表等签订了德育“一岗双责”
方向正确、内容完善、学段衔接、载体丰
责任书。针对部分有违纪行为的学生，
该
富、常态开展的德育工作体系，从顶层设
校采取半军事化管理，
以更好地规范违纪
计入手，不断完善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长
学生行为、
纠正违纪学生过错。
“我们还把
效机制。
“我们要让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
违纪学生的行为纠正情况与处分撤销、
学
参与进来，让每一个教育环节都成为德
生档案、
毕业鉴定、
评优评先、
就业推荐等
育载体。”林建锋说，德育工作没有“看
挂钩，
希望尽可能地增强学生的组织性和
客”，人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是德育导师。 纪律性。
”
王敏健如是说。
为此，该县教育局制定并下发了《德育
时时处处都严抓德育，景宁县还要
“一岗双责”攻坚战实施方案》，德育“一
求各校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根据“教育
岗双责”工作亦被当作该县教育标杆工
时效性”原则，各校除周一国旗下讲话
作来推进。
外，每日大课间都必须落实“日反馈”制
度，反馈各班学生在校表现情况，特别是
赋能“一岗双责” 德育分层分步推进
违纪情况。班主任则要据此开展针对性
根据攻坚战实施方案，德育“一岗双
的班集体建设及加强对违纪扣分学生的
责”框架体系分为全科育人、全员育人、 思想教育。

B. 入眼·入心·入课程：
从点滴改变开始
全县推进的德育“一岗双责”工作模
式，落地各中小学校以后，就饱蘸了各校
特有的气质，以特色德育的形式，不断丰
富着
“一岗双责”
模式的形式与内涵。
用刚性管理置换素养提升
打破年级和班级限制，将第一个遇到
德育事件或现象发生的人定为责任人，景
宁县第一实验小学推出“首遇责任制”，要
求每位教师时刻关注身边学生良好行为
习惯的养成，一旦发现有违纪违规行为就
要及时进行教育与引导。这所办学逾百
年的学校始终走在德育发展的最前沿，校

图为景宁县职业高级中学畲乡三月
三志愿者。

图为景宁县民族小学一日常规课堂
教学现场。

长彭林认为教育应无课界、班界、校界，不
分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不受时间、地
点、环境限制，总之是“无处不在、无处不
有”。为此，实验一小以“首遇责任制”为
抓手，引导教师关注身边的教育现象，关
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生成，关爱
学生成长成才的生命历程。
同样推行严格的刚性管理制度，景宁
职高针对违纪学生开展了行为素养提升
教育。
“ 我们会不定期地对违纪被处分的
学生开展‘半日军训’教育，通过半天或一
天的军训体验活动，重新磨炼学生的意
志，提升其纪律意识。”王敏健表示，该校
还会邀请检察院、法院等机构的专业人士
到学校举办法律知识讲座，让学生知法懂
法，进而规范自身言行，提升文明素养。
在活动中创建和美新校园
“爸爸常年在外工作，除了爷爷奶奶
照顾我，就是我自己照顾自己，所以我养
成了动手劳动的好习惯，看见一点灰尘就
想把它打扫干净。”朱京京是景宁县城北
中学“新时代好少年”活动评出的“自强自
立”少年，在老师和同学眼中，她不仅勤快
能干，而且积极乐观。在城北中学，
“自强
自立”少年、
“尊师孝亲”少年、
“诚信守礼”
少年等一批“新时代好少年”是学生们身
边的品德榜样。除了这个活动外，该校还
开展了暑期“红色之旅”研学活动、
“感恩·
让爱飘香”班主任节庆典活动、祭拜孔子
主题教育仪式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
动。
“ 通过活动让学生明确良好品德素养
的具体内容，可以达到育人无痕的效果。”
该校学生处主任柳良岳说。

景宁职高也倡导将德育融入活动体
验中，例如该校话剧社团成立的模拟法
庭，从服装、场地到人员分配和案件程序
都能获得检察院及法院专业人员的指导，
开创了丽水市未成年人法制教育的新模
式。
“活动不只在校内出彩，我们的学生走
出校园同样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王敏
健自豪地表示，每年畲乡三月三大会，该
校学生志愿者团队都会承担秩序维持、礼
仪服务及茶道展示等工作，备受组委会和
广大游客的赞誉。
七彩德育课程彰显品牌力
无论活动有多精彩，通过课程来实现
仍然是当前中小学校开展德育工作的主
要形式，景宁县各中小学校也纷纷推出了
各具特色的德育校本课程。其中，民族小
学的
“七彩德育课程”
尤具代表性。
为了引导学生继承革命传统、传承红
色基因，民族小学开发了“我为祖国而骄
傲”
的红色课程，
以帮助学生树立爱国主义
的理想信念。此外，
该校还相继开发了
“我
是合格小公民”橙色课程、
“我的天地我做
主”黄色课程、
“ 我是环保小卫士”绿色课
程、
“我是阳光小畲娃”青色课程、
“我是国
学真粉丝”
蓝色课程、
“世界有我更精彩”
紫
色课程。
“为了配合七彩德育课程，我们还
邀请各年段的行为规范标兵拍摄各种形式
的简约版一日常规微视频，在校园里循环
播放，
以加深学生的印象，
进而内化为自觉
行为。
”
该校学生处主任刘卫美说，
如今，
基
于差异的七彩德育课程品牌已经成为学校
的德育课程品牌，每学期都会吸引省内外
兄弟学校前来考察、
交流。

C. 潜移·默化·细浸润：
做一个大写的人
在景宁县各初中学校，有一个特殊
了解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制订品德发展、行
的仪式，那就是七年级中队队员新入学
为养成、学习及个人发展计划，以帮助学
时 ，都 要 结 对 一 个 九 年 级 团 支 部 ，形 成
生培养健全人格。
“ 学校每个月都要对德
“一团一队帮扶制度”，由九年级学生在
育导师进行考核，这个结果还将影响教师
学习、生活、思想认识等各方面帮扶七年
个人的年度考核成绩。”该校副校长李德
级新生。
“ 通过以团带队的形式，七年级
淼说，德育工作是烦琐的，因此更需要每
学生能很快完成小升初的衔接与过渡， 位教师停下脚步总结思考。
进而实现团队共兴。”林建锋说，朋辈之
要求教师率先垂范，凡是要求学生做
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在红五月系列
到的文明礼仪规范和纪律要求，景宁县第
活动、换戴大号红领巾、离队入团主题仪
二实验小学的教师都会要求自己先做到，
式教育等主题活动中，七年级学生能自
包括保持办公室整洁干净、师生间相互问
觉形成“共青团”意识。
“ 在德育‘一岗双
好、尊重学生和家长、公平公正对待每一
责’模式下，言传身教固然重要，但潜移
个学生等。当然，实验二小也率先开创了
默化的影响也不可或缺。”
“班主任节”，在校园里营造出尊重、理解、
支持班主任的良好氛围。
导师和榜样都在身边
“菁哥”叶菁菁是城北中学的“大明
大数据让管理更精准
星”。不仅因为他长着一张帅气的明星
打开景宁县民族中学“智慧校园”客
脸，还因为他严格中又不失和蔼的教育风
户端，就能看见“值日工作”
“ 班级管理”
格，总能把班上最调皮的学生都“治”得服
两大模块。点击“值日工作”子菜单，班
服帖帖。他会尝试在游戏中让学生明白
级卫生、班级纪律、班级两操、学生违纪、
为人处世的道理，也会召集大家畅聊分享
学生表扬等内容不一而足；而在“班级管
经验和教训，热爱学生是他的天性，也是
理 ”页 面 ，班 级 常 规、课 堂 学 习、学 生 请
城北中学“德育导师制”对他和其他教师
假、学生成绩等内容也赫然在列。因为
提出的基本要求。
坚信在良好的德育制度之外，科学、全面
“德育导师制”是城北中学推进全员
的德育评价机制也很重要，民族中学自
育人的抓手，每一位教师都必须掌握必要
去年 9 月起就开始构建“互联网+德育”
的心理健康辅导和咨询的知识，能在充分
的新模式。

同样在校园里推行“首问责任制”，民
族中学在线下处理德育问题的同时，还要
求相关责任教师在“智慧校园”系统上进
行在线登记。
“ 原来的口头评价变成了随
时记录班级量化管理与学生成长点滴的
电子档案，不仅能随时查阅，还能看到阶
段时期内的波动变化。”校长夏卫锋表示，
大数据评价真实具体、实效性强，让很多
疏于管理的模糊地带和重复多次无效果
的工作立竿见影。
“ 看见问题才更容易解
决问题，这个平台上的德育评价数据不仅
教师可以看，学生和家长也可以看，学生
知道自己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就可以针
对性地加以改进，家长也可以共同督促，
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改正陋习，形成良好素
养。”
夏卫锋说。

图为景宁县第二实验小学教师正在
给学生做榜样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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