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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成熟的城市! 不仅仅在于鳞次

栉比的高楼大厦! 车水马龙的纵横通衢!

欣荣繁华的商业贸易!更在于深厚丰盈的

文化积淀!高雅隽永的城市格调和浓郁文

明的人文气息"打造这样有魅力的城市!教

育事业的发展是重要的因素" 一个城市教

育的发展!不仅仅关系到经济发展的推动!

社会进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对城市居民

培养和城市文明培育的渗透" 这种渗透是

潜移默化而又影响深刻的"

松江一中! 根植于松江悠久的文化

之基!经过百十年的沐浴!已长成参天大

树" 跨入新世纪以后!一中人以#十年磨

一剑$的精神!终于创建成功#上海市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使松江这座有着一千

两百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又增添了一所

教养人文%化育文明的优质学校" 这是松

江一中的骄傲! 是松江教育人的骄傲!更

是松江
!"#

万市民的骄傲"

多年来!松江一中以&为每一位学生

成才打好基础!为每一位教师发展搭建平

台$的&双为$理念与&和美奋进$的学校文

化相得益彰!和美治校%和美明德%和美益

智%和美健体'科学奋进%智慧奋进%持续奋

进%共同奋进'以学生自主教育为主要形式!

以校园生活% 家庭生活和社会实践为主要

载体!以自主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四自教育$

探索取得成效!呈现出&文化立校$%&素质育

人$的特色(

在松江一中!办学特色体现了教育实

现育人功能的思想!体现了素质教育落实

到位的追求!体现了师生共同成长发展的

需求)这样的特色!凝聚着学校对教育的深

刻理解!凝聚着科学办学的发展思路!凝聚

着集体的共同智慧'这样的特色!为学生所

欢迎!为家长所赞许!为社会所青睐!为城

市所需要"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让人获得

幸福!让社会健康发展!让城市更加美好"

希望松江一中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缕析

学校发展的优势与瓶颈!聚精会神办教育!兢兢业业谋发

展!在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这个新的平台上!创造新业绩!

谱写新篇章!为化育松江城市文明与精神!做出更多%更大

的贡献*也希望松江能涌现出更多的优质学校!为松江这座

千年古城的新世纪发展再添华章*

!

作者为上海市松江区教育局局长
"

楹联的雅性
楹联 !在松江一中有着施展的时空 !

师生在楹联教育中有了一份雅性 )

学校把楹联教育写进了语文学科课

程标准校本化实施细则 ! 规定在高一年

级语文课安排出一周的课时量进行联律

教学 !还在选拓课中开设联律雅韵课程 !

教师在开课的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 !编

写出适合学生使用的楹联教育的讲义 )

学校把楹联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

来!如在高一&跟着课本游绍兴$中!让学生

收集绍兴景点的对联进行赏析 '高二南

京爱国主义教育社会实践前 !让学生事

先创作和书写敬献给烈士的对联以缅

怀英烈 ) 还在一年级研究型课程 &手持

版图游松江 $活动中 !让学生收集家乡

松江地区的古对联进行赏析研究 )

学校有一个传统的主题文化活动 !

即元宵节写春联 +贴春联 " 新学期伊始 !

校园内人人拟春联 ! 班班推荐好春联 !

学校评选优秀春联 !然后将优秀春联贴

在教室的前后门 !红红火火营造出校园

的新年吉祥氛围 "

!"#$

年
$

月
%

日 星期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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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自主成长的自醒意识 引导学生终身发展的文化自觉

自养养性!培育情趣的陶冶
上海市松江一中&四自教育$书写育人华章,自养篇-

!镜头中的美"

养性怡情
增添生活乐趣

谭海岚

学校教育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升

华!学生作为最具生命力的个体!我们除了要为其提供

相应的知识技能及其它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东西外!更

需要关注其闲暇生活的状况"

学校#自养养性$的探索实践!就是以#养性$为主

要内容!通过各种教育教学以及有形无形的教育形式!

帮助学生形成#自养$的意识及技巧!帮助学生在自己

的生活领域自我调节!积极快乐地生活与休闲%

基于此!&自养养性$ 教育命题着眼于学生的性情

培养!着眼于学生的情绪管理!着眼于提高学生的闲暇

趣味!着眼于学生的未来生活%

学校培育的学生!不仅有学识能发展!而且有情趣

会生活!他们能创造生活!同时也能享受生活%&自养养

性$!就提供这样一种平台%

!作者为上海市松江一中校长"

感言

现代学生不仅要有学养! 也要有修
养"

松江一中在#自育育德$自治治事$自
学学问$自养养性%的&四自教育%中!&自
养养性%散发着浓烈的情趣味'

&自养养性%强调的是学生性格性情$健康身心$兴趣
特长$生活理念等方面自我养成!属于&个体人生修养%"

&自养养性%的视角更多倾向于学生自身的需求!更多关注
学生的生命体验与生活质量" 因此!&自养养性%着眼于教
会学生懂得如何去生活!如何培养自己良好的性情!如何
形成健康的情趣特征!如何建立自身的生活态度$生活模
式!如何发展自己的个性特长等"

&自养养性%研究的核心是以美养性!在&自养养性%方

式探索方面!学校首先注重发挥语文$音体美$心理等学科
养性的美育功能!陶冶高雅情操!促进身心和谐发展"

&自养养性%!明确主要通过课程来实施&养性%教育(

语文$艺术$体育$心理以及各类社团和学校相关活动为显
性课程!其它学科$校园环境布置及学生的闲暇生活为隐
性课程)

学校怡情养性教育成果丰硕!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审美
能力得到提升" 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年来学校组织学生参
加区级以上艺体类比赛集体获奖达

!"

多项! 其中包括全
国中小学校园集体舞*录像评比+二等奖,&

#""$

美年达百
校风采擂台赛%团体金奖$

#%&%

年&肯德基杯%全国青少年
校园健身操大赛二等奖$

'%&&

年上海市阳光体育大联赛健
美操特等奖等)

社团活动!"自养养性#的情趣性时空
学校各种社团活动! 为学生 "自养养

性#提供了更大的时空$

以兴趣怡情#

发展爱好特长为主的社团

为了丰富学生业余生活! 帮助学生在
繁忙的学业中缓解压力! 学校教师根据自
身的状况开设了众多风格迥异的社团 !这
些社团除了让学生学到一些技能之外 !更
主要的是让学生掌握一些闲暇时间内自我
调节%自我提高的方式!丰富其闲暇生活$

太极拳社团 已经开设多年!有兴趣的
学生报名参加后跟随老师每周一次练习太
极拳! 学生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可以调节自
己比较烦躁的情绪!可以平复心情!可以作
为度过休闲时光的一种平和自然的方式 $

在带领学生用太极拳养生%养性的同时!教
师还成立了&太极拳沙龙#!与学生一起通
过练习太极拳来修身养性%锻炼身体%陶冶
性情$

健美操舞蹈社团 一直是一支让全体
师生引以为豪的社团! 这支社团以其特有
的朝气蓬勃影响着整个校园! 他们所特有
的活力使得很多同学为此对体育舞蹈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使其成为自己最主要的兴
趣爱好之一! 同时这支社团外出比赛时的
精彩表演以及累累奖项'''多次在市级比
赛中获奖!也使得学生们追求美%鉴赏美 %

创造美的能力不断地提高! 学生们开始认
识到原来人的身体潜能是可以开发的 !自
己也可以将自身的身体发挥到最美的地
步$

管弦乐队 通过乐器的演奏%音乐的熏
陶!学生在这里也能够很好的修身养性%陶
冶情操! 同时能够很好地进行一个身心的
放松! 舒缓一下因繁重的学业所带来的压
力!从而为其健康身心的养成创造条件$

合唱队 学校是一所以合唱为主要特
色项目的上海市艺术教育特色学校$ 合唱
作为一个重要内容! 被纳入了高一年级的
拓展课程$ 在学校每年的红五月科普艺术
节上!&班班有歌声( 合唱比赛就是一个展
示的平台$ 合唱通过它特有的艺术功能!在

提升学生音乐鉴赏能力和判断能力% 提升
学生音乐综合素养% 丰富学生精神生活中
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

书法社团 学校美术教师为了帮助学
生提高软硬笔的书写水平! 也为了学生多
一项美术实践的能力!开设了书法班$ 学生
选择自己喜欢的字帖! 在一笔一划中回味
汉字的奥妙无穷) 在龙飞凤舞中去领略书
法艺术的博大精深! 在练习书法的同时产
生的内心感受也是美妙无穷!意味深长的$

在这样一种过程中! 学生可以滤去一切杂
念!心沉意静!专心构思一幅作品 !那种内
心的平和是高中学习生涯中必需的调节
剂! 有利于学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调节身
心! 更能为他们的未来生活提供健康有益
的自我调节方式$

篆刻社团 拙金篆刻社是学校的明星
社团! 其最大的亮点在于将我国古典的篆
刻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 成功之处也在
于将篆刻融入学生的生活! 学生在业余或
者进入大学之后依然进行着与篆刻有关的
休闲方式$ 该社在学校%松江区%上海市%全
国各类比赛中屡屡获奖! 在校内外均有一
定知名度$ 曾代表松江区参加上海市第四
届中学生社团文化展示! 受到有关领导的
高度评价$

串珠社团与十字绣社团 主要是以女
学生为主! 学生在这两个社团主要从事串
珠与十字绣的学习与制作!学生还将自己的
制作与社会公益相结合!每次学校组织外出
公益宣传或者义卖活动!社团成员都会积极
参与!将自己制作的串珠与十字绣工艺品作
为宣传或者义卖赠品!为社会公益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01

社团
()

社团除了教会学生如何
使用

()

! 更主要的是教给学生一种生存状
态$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社会中的所见所闻!

都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记录下来!在空闲
状态下!学生可以去大自然寻找最本真最美
丽的生活状态把它记录下来!也可以记录社
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将自己看到的与别
人分享$

围棋社 围棋作为高雅的脑体操运动!

不仅能开发人的智力! 还能促使良好品格
的形成$ 它使人气定神闲!使浮躁的心归于
质朴)使人学会处理问题主次分明!形成大
局观念)使人经受挫折!锻炼心理素质增强
意志品质)使人纯洁性情!气质脱俗$

以事理见长#

培育生活态度为主的社团

心理社团 为了帮助学生形成积极健
康的心理品质 !学校从

!""#

年开始 !每个
学年都会举行一次心理周!在心理周中!除
了一些宣传活动外! 会面向全体同学招募
一些有共同需求的同学! 进行一次专门的
有针对性的团体辅导! 有的时候也会请大
学生与学生进行亲密互动! 帮助学生解决
相关的心理困惑! 以此来帮助他们解决在
高中这个特殊的人生阶段出现的一些困
惑$

根与芽社团 是学校的明星社团$ 近五
年来!该社团策划了很多活动!譬如他们组
织了多次的回收墨盒%回收废旧电池等)进
行了多次垃圾分类回收宣传活动! 他们在
对松汇路% 人民路等路段分类垃圾桶设置
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重点在校内和庙
前街等处以游戏的形式对垃圾分类的意义
进行了宣传!收到了良好效果$

绿色行动社团 绿色行动社团是以让
学生发现生活中的绿色% 美好为主旨的社
团!该社团由生物老师担任指导!通过与学
生一起观察校园环境中的绿色! 与学生一
起制作环保用具!让学生自己养殖植物!通
过这样的活动让学生学会生活! 在生活中
发现美创造美! 同时将这样一些活动变成
学生闲暇时间的一部分! 帮助学生以健康
恬静的方式度过休闲时间$

啄木鸟社团 在语文组教师带领下!学
生对松江区庙前街周边公共场所招牌的中
文用字以及英文译名规范化情况进行全面
调查和指正$通过这样一种社团活动!让学生
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同时也发挥志愿者的督
促作用!为规范使用语言文字做自己力所能
及的事情!帮助学生形成一种社会责任感!增
强公益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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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是学生&自养养性#的主渠道!

而各学科丰富的内涵是学生养性的营养$

学科教学 充满养性成分

语文学科是让学生怡情养性% 知书达理
的重要途径$ 教师注意在课堂上营造一种浓
浓的审美氛围! 让学生在美的文字% 美的乐
曲%美的画面中感受美%欣赏美%创造美$通过
情文怡情!教师充分调动学生的情感经历!发
掘文中的人情之美!引导学生关注生活!关爱
他人!关心自己的成长$ 通过理文晓理!向学
生传递人类历史上进步的价值观念! 使他们
求真向善!追求公平正义!能自律!善于为他
人着想!尊重他人的人格人权!热爱自然和生
活$ 通过我手写我心!让学生体悟思考!学会
表达真善美$通过经典诵读!让学生读出语言
里蕴藏的芬芳!读出作者的行文之意%弦外之
音!读出自己的独特的美的感受$

在各类经典音乐剧的赏析中! 通过学
生小组交流!模仿表演!让学生感受具有现
代艺术情调的音乐美! 通过有形的教育让
学生步入艺术的殿堂! 产生对艺术追求欣
赏的动力!让学生领略到艺术之美!能够成
为他们自我陶冶%自我放松的一种方式$

&自养养性#在体育学科中!主要是培
养学生具有健美的体格和健康的人格以及
科学的审美观!激发学生良好的审美情趣$

在体育教学中!一方面从教育学生形体美%

姿态美%动作美%行为美入手!培养学生健
美的体格) 另一方面培养学生良好的审美
情操和审美能力! 使体育教学过程成为体
现美%发现美%创造美的过程$

学校面向全体高一女生开设健美操!

男生开设篮球! 这两项面向全体同学的限
定性选修课程! 是根据师资力量以及学生
发展特点设定的$通过健美操等的学习!学
生对自身的身体有了一个更好的调控!同
时也能够为学生提供一个兴趣发展点!为
学生的业余生活提供更多选择$ 此外!还有跆拳道%抖
空竹%棍术%体育舞蹈等大量的选择性拓展课程供学生
选择$

美术欣赏课的内容包含很多! 有西方绘画% 雕塑欣
赏!有刺绣%剪纸%风筝%脸谱%年画等中国民间艺术欣赏!

还有中国的书法%绘画%园林%建筑的欣赏等等$通过让学
生欣赏这些作品!逐步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艺术鉴赏能
力!进而提升学生追求美的意识!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

学校还在艺术课中设计工艺课$ 工艺课开设使学
生深深感觉到民间美术是一个丰富和珍贵的艺术宝
库!使学生在亲自动手中了解民间艺术!在自觉和不自
觉中接受耳濡目染的熏陶!树立良好的审美意识$

学校还开设了陶艺限定选修课程! 面向全体高一
学生!每两周一次活动$ 设定这一选修课程的目的!是
将学生置于一个有巨大发展潜能的生命体的位置上!

全面关注他们的发展需要!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提高
他们的生命质量和生存价值$ 通过这一课程培养了学
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同时陶冶了性情!发展了兴趣特
长!既在学校生活中放松心情!又为他们的闲暇及未来
生活增加了一种自我调节的方式$

心理养性 注重情趣调适

而心理课程主要面向高一高二学生$为了培养学生的
&自养#意识!教师注意对学生&自我意识#的辅导!专门开
设与培养兴趣有关的&兴趣万花筒#课程!帮助学生了解兴
趣形成的心理机制!培养能够丰富自身精神生活的间接兴
趣意识!提高学生在音体美等课堂发展自身兴趣特长的积
极性)在学生消费与闲暇心理辅导时!让学生认识到节假
日睡觉'''看电视'''上网的生活状态是不健康的!认识
到闲暇活动其实也有很大的学问!高质量的闲暇时光是以
兴趣特长为基础%审美情趣为支撑的!因此必须有意识地
培养自身的兴趣爱好%提高艺术鉴赏力**总之!心理课
程因为是面向学生的内心世界!因此能让学生真正意识到
&自养#的重要性!进而激发学生&自养#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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