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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陵特校“和悦”特色校园文化实施方案 

（2019 年 4 月 20日第四届教职工大会通过） 

 

为丰富办学内涵，提升办学品位，优化办学环境，提高办学

质量，发挥文化聚人、文化育人的作用，结合发展实际，确定“和

悦”为我校特色文化核心，并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教育理论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

以全面推进融合教育为目标，以提高办学水平为核心，以广大师

生为主体，以建设优良的校风、教风、学风为重点，以优化、美

化校园文化环境为基础，以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把

学校文化建设与提高育人水平、提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有机结合，

推动学校形成清新的校园文明风尚和高雅的育人环境，促进残障

学生自强不息、全面发展。 

 



 

二、基本原则 

1、教育性原则。学校文化建设坚持先进文化方向，与时俱进，

弘扬时代主旋律，体现身残志坚和积极发展主题，培育时代精神，

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创新性。 

2、整体性原则。学校文化建设坚持整体规划，分步实施，使

校园显性文化和隐性文化相辅相成。把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

务育人、环境育人、资源育人紧密结合起来，以发挥文化整体育

人效应。 

3、个性化原则。学校文化建设既体现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

化特征与时代精神，结合浓厚的地方文化背景，又体现出我校别

具特色的办学理念，三者紧密结合，形成以“和”“悦”二字为

核心的校园文化主色调。 

4、审美性原则。文化要有趋美特点，符合审美观，打造精品，

推出亮点，形成亮丽、品味的校园文化。 

三、和悦理念 

1、“和悦”文化典故 

和悦，寓意特校广大师生能和谐共处，悦读生活。和悦二字

取自曾有“小上海”之称的铜陵大通古镇和悦洲的洲名。洲名寓

意：和颜悦色，和谐共处。铜陵特校“和悦”特色校园文化（简

称：和悦文化）是对本土历史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和”、“悦”

文化的有机结合与发展。 

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



 

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

善的道德观。对于中国人来说，以和为贵、与人为善，信守和平、

和睦、和谐，是生活习惯，更是文化认同。 

《说文系传统论》中写到：悦，犹说也，拭也，解脱也。若

人心有郁结能解释之也。现代普遍认为：悦，是一种内心主观感

受，表达了对事、对物美好和谐的欣赏与感谢。悦，是一种境界，

表达了对人、对事心胸坦荡的接纳与包容。悦，是一种状态，表

达了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追求自身价值实现，却又不急功近利

的行为表现。 

2、内涵 

我校以“和悦”为特色文化核心，以“做和悦特教人”、“和

谐发展，悦读生活”为主题，希望特校孩子在学校教育和社会帮

助下能生活、会自理、和谐地融入社会；希望特校师生家长在校

园内和睦相处、文明治校、共谋发展，在社会上和善待人、包容

奉献、和而不同；生活是本大百科全书，承载着无数酸甜苦辣，

希望特校师生能热爱生命、积极面对、修身养性、自我完善、品

读生活、传递快乐。 

内涵的引申 

走进特校，悦在其中；走出校门，和善待人。 

和谐共处，悦读生活；和作世范，悦出本心。 

 

和谐相处，共谋发展，包容大同讲奉献; 



 

快乐生活，积极作为，乐观豁达重修身。 

 

温和，做有温度的学校、教育； 

谦和，做有品味的老师、家长； 

和睦，做有热心的学生、同伴； 

和善，做有爱心的居民、成员； 

和美，做有良心的市民、国民。 

 

悦己，接纳自己，乐于发展； 

悦人，和善待人，乐于理解； 

悦事，勇于担当，乐于思考； 

悦境，积极面对，乐于融容； 

悦世，和而不同，乐于奉献。 

4、和悦文化的价值认同 

（1）师、生、家长共同价值观：“做和悦特教人！” 

（2）分解为以下三组价值观： 

第一组—— 

讲和谐，乐奉献，宽胸怀，敢担当。（师） 

能生活，会自理，迈小步，不松懈。（生） 

爱生活，多交流，有信心，能作为。（家长） 

第二组—— 

和聚众力，悦由心生；和谐发展，悦读生活。（师） 



 

积极适应，快乐融合；心向阳光，有爱无碍。（生） 

坚守信念，不忘责任；积极面对，用心陪伴。（家长） 

第三组—— 

和能聚力，众志成城；悦可交心，当为世范。（师） 

积极融合，自理自立；快乐成长，希望永存。（生） 

包容接纳，坦然面对；苦中作乐，共同成长。（家长） 

 

四、总体目标 

以“和悦”为特色文化核心，以“做和悦特教人”、“和谐

发展，悦读生活”为主题，突出“校园布置营造整体美、绿色植

物营造环境美、校史展室营造历史美、人际和谐营造文明美”的

思路，形成优良的校风、教风和学风。争取校园设施出精品、文

化活动出成果、制度建设有特色，全力打造“品味校园、生态校

园、文明校园、人文校园”，使学校文化成为教育、激励全校师

生和促进融合教育开展的有效载体，使育人环境得到全面优化。 

五、主要任务 

（一）物质文化建设 

校园的物质文化是指校园所处的自然环境、校园规划格局以

及校园建筑、绿化和文化传播工具等方面形成的文化环境。校园

的物质文化必须处处洋溢浓厚的育人氛围。师生在校园优美的文

化环境中受到感染和熏陶，从而激发广大师生热爱学校的情感。

丰富多彩、健康高雅的校园文化，可以增强学生对学校生活的兴



 

趣，从而热爱学校生活，热爱文化学习，形成健康向上的校风。 

1、校园环境美化 

（1）教学区文化设计： 

 

 

A.大门外侧左边墙

体悬挂竖状校牌，校牌顶

端为学校 LOGO，主体部分

为“铜陵市特殊教育学校”

校名。大门外侧右边墙体

书有陶行知教育名言：捧

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揭示特殊教育的爱心

与奉献，给人以感动和敬



 

佩。 

大门内侧右边墙体挂有“走进特校，悦在其中；走出校门，

和善待人”两排字，是对“和悦”二字内涵的拓展与延伸，更是

一种期盼。 

 

 

B.大楼门口电子屏幕两侧草坪处各立一块文化石，各刻有“和”

“悦”二字，是对校园文化核心内涵的概括与诠释。 

C.前门厅设有楼层导向标志，以方便学生、家长和访客快速

到达目的地。前门厅两侧墙体维持现有设计不变。 

后门厅两侧墙体设计：一侧为学校荣誉墙，悬挂我校历年来

荣获的重要奖牌和荣誉；另一侧为学生荣誉墙，悬挂历年来优秀

学生的先进事迹介绍和重要荣誉等。 



 

 

 

D.结合学校文化设计主题，教学楼一楼场地中心立一块较大

景观石，景观石下设圆形底座，景观石周围空白处栽种观赏植物

或花卉，从四面看，景观石都能呈现不同的美感，是一个标志性

的景观。 

E.教学楼走廊桥架下悬挂造型木格，木格上缠绕绿色塑料叶

片，既遮掩了裸露在外的桥架，也对走廊顶层进行了装饰和美化。 

办公楼外墙和各教师办公室墙上均悬挂由铜陵市老年书画联



 

谊会捐赠的书画作品，既丰富了校园文化内涵，也美化了校园环

境。 

教学区走廊墙体悬挂师生书画、手工作品、名人介绍等，既

是学生学习成果的展示，也美化了环境，体现出校园的文化内涵。 

F.行政楼正面朝向大门一侧外墙悬挂大字标语： 

顶部：做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 

墙上：分别悬挂以下大字标语，体现“和悦”文化的精神内

涵： 

和谐相处，共谋发展，包容大同讲奉献; 

快乐生活，积极作为，乐观豁达重修身。 

教学楼朝向南面一侧外墙面（走廊外墙）悬挂教师、学生、

家长的主流价值观。 

G.楼梯文化：设楼层提示标志和励志哲理格言等，楼层间墙

面进行美化装饰。 

（2）活动区文化设计： 

 

A.学校大门右侧配电房草坪处，栽种数丛景观竹，竹下点缀



 

小块景观石。 

 

 

B.操场南侧路口草坪设“和悦”文化墙：正面刻有“做和悦

特教人”六个大字，并刻有“和悦”文化的 LOGO；背面正上方居

中刻有“和谐发展，悦读生活”八个大字，正下方左右对称刻有



 

“五和”“五悦”。 

C.跑道西侧草坪处设若干石桌石凳，以供运动之余休息所用。 

D.旗杆两侧设一组动态人体运动雕塑，且富有艺术造型。 

E.宿舍东墙面悬挂标语：教育康复为先，自理自立为基， 

做人做事为重，快乐成长为盼。 

 

   

F.二十四节气和十二生肖文化区： 

羽毛球场地附近依蜿蜒小路设二十四节气标识牌，介绍中国

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由来等知识；绿化带处设十二生肖小型雕塑，

帮助孩子认识十二生肖。本设计技能点缀校园环境，烘托文化氛

围，也能作为延伸课程纳入教学中去。 

 



 

G.和悦亭： 

羽毛球场地隔壁绿化带中心处建一亭，名为“和悦亭”，作

休闲交流的一个场所，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景观，既契

合了“和悦”文化的核心主题，也提升了校园景观的档次。 

H.草地、绿化带等处设文明提示语标牌。 

I.楼宇、道路的命名，并在道路上设指示牌。 

（3）生活区文化设计： 

A.寝室文化建设（预设）: 

①男女宿舍楼门入口设置分布图示、寝室管理制度宣传栏，

宣传内容以安全、守纪、卫生要求为主。 

②开辟寝室文化廊，宣传寝室管理制度和生活常识，使学生

能接受到良好的生活常规教育和常识教育。 

③由学校统一制作学生名卡，统一指定张贴位置，便于值班

人员对号检查。 

④寝室走廊悬挂安全、卫生、纪律镜框，室内张贴就寝、水、

电、防滑安全提醒标牌。 

B.餐厅文化建设： 

①加强食堂内部管理，操作规范，定期消毒，确保食品卫生

和食品安全。餐桌摆放整齐，桌面、地面干净整洁。 

②在餐厅门口设置教育警示牌、宣传栏、公示栏、窗口编号、

就餐制度等，规范学生就餐行为。在餐厅墙壁上张贴相关标语和

图画，在餐桌上适当放置“文明小餐桌”提示牌，教育学生讲究



 

卫生，勤俭节约。 

③餐厅内窗明几净，干净卫生，空气流畅，环境宜人。 

2、班级文化建设 

①教室电路安装规范，灯具、开关、插座安装整齐，消除安

全隐患，保持清洁卫生。 

②卫生用具摆放整齐，不在教学楼护栏上摆放物品。 

③清理学生课桌，尽量做到统一、整齐，闲置课桌搬至保管

室备用，教室无杂物。 

④各班教室前门外墙壁上设置“班牌”，内容包括班级名称、

班主任姓名、班训等。教室布置力求简约，能够体现班级特色。 

⑤转变治班理念——寻找个人亮点。班级文化建设要寻找每

个学生精神的发光点，通过宣传和教育，发展每个学生的特长和

个性，使班级文化生活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乐园”。 

⑥特色班级管理内容上墙，班训、国旗张贴到位，特色班级

布置优美。 

3、功能室文化建设 

①办公室做好防火、防盗、用电安全等工作。 

②办公室内干净整洁，物品摆放有序。 

③教师办公室内，总课程表、作息时间表、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教师值日安排、教学常规要求、节约用水用电标牌等全部上

墙，在规定位置张贴。 

④行政办公室内，适当位置可张贴《处室职责》、《规章制



 

度》、书画作品各一幅等。 

⑤家政室、律动室、图书室、阅览室等功能室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张贴醒目，位置适当，给人以严肃、整洁、规范的感觉。

各功能室用房有统一标识，有相适应的警句名言，墙面无破损，

无乱涂乱画现象。物品摆放整齐，干净卫生。 

⑥楼梯拐弯处适当安装正冠镜，以方便师生直观自己外在形

象。适当位置安放时钟，适时提醒师生遵时、守时、惜时。 

（7）各类会议室书画作品上墙，请人书画、装裱、入框、上

墙。 

（二）精神文化建设 

精神文化是学校文化的核心，是学校文化建设中深层次的、

隐性的东西，是学校发展的精神动力。它主要包括学校历史传统

和被全体师生员工认同的共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

意识形态，并具体体现在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班风和学校

人际关系上。 

1、建文化长廊，长廊设在运动场西南一侧草坪上。一训三风

（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用文化石刻印呈现出来，位置在体

育场西南角草坪上。 

2、文化长廊呈现学校校徽、校歌（世界多美好）、校旗、校

花（桂花）、校树（樟树）。 

3、文化长廊呈现铜陵市民守则“六要”、“十不”，在活动

区路边草坪艺术呈现出来， 



 

4、设置校长信箱、心理咨询室、教工之家等活动。 

5、在多功能厅设“和悦报告厅”、“和悦大讲堂”。通过举

办各类讲座，包括教工“悦读圆梦”等交流分享活动，不断提升

和悦文化精神内涵。 

6、设“和悦展厅”，即校史荣誉陈列室。通过开展校史教育，

建立荣誉室，通过历史感紧密团结师生员工和校友，增强学校凝

聚力，形成奋发向上的理想追求。 

7、各班均有规范的班训、班风、班级口号；开展制作班旗、

班规活动。 

8、在四楼图书室建立面向全体教师的“和悦书吧”，并着重

打造党员“悦读示范区”。通过读书沙龙、研讨等形式既丰富教

职工的课余时间，也提升了自身的修养，为打造“和悦”文化校

园增添生命力。 

六、实施阶段 

第一阶段：成立领导机构，制订实施方案，宣传发动。 

1、成立学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具体负责组织开展校园文化

建设活动。 

2、分析校情，研究制定我校学校文化建设实施方案。 

3、根据实施方案，紧紧围绕校园文化建设这一主题，召开全

体教职工会议，开展宣传动员，进行安排部署。 

通过学习讨论，提高对校园文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明晰校

园文化的内涵和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切实增强广大师生参



 

与校园文化建设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4、积极开展制度文化建设，修订、完善校园文化，增强文化

魅力。 

第二阶段：组织实施阶段。 

根据我校实施方案，按照由表及里、逐步深入、打造精品、

彰显特色的工作思路，扎实有效地开展学校文化建设活动。根据

具体分工逐步完成学校文化建设任务，既要确保质量又要注意安

全。 

第三阶段：检查总结阶段。 

依据学校文化建设实施方案、目标任务，对校园文化建设成

果进行全面检查，形成特色。在深入自查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

完善。 

七、保障措施 

1、成立特校校园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组长：查来军 

副组长：陶世东 

成员：汪素华、董宁华、赵群、王强、沃先桃、姚璇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董宁华任办公室主任。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领导学校校园文化建设工作，拟定实施

方案，确定目标任务，解决建设中人、财、物的调配使用以及出

现的问题和矛盾。 

2、坚持全面部署、全员参与、全程运行、全面落实的原则。



 

学校文化建设领导小组定期进行计划、部署、评估和总结，保证

工作的贯彻落实。 

3、注重过程管理，实行跟踪考评。校园文化建设关键是过程，

过程的关键是参与，特别是活动文化，过程就是氛围，参与就是

效果，“关注过程，重在参与”是管理的基本原则。 

4、学校加大经费的投入力度，保证建设的正常进行。同时分

轻重缓急，分期分批完成。 

5、将学校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长远工程来抓，不断提升学校文

化品位和办学水平。 

八、工作要求 

1、坚持高标准、高品位，突出教育性。以校园环境为载体的

静态校园文化，要精心设计和布置，做到“校园无闲地，处处皆

育人”。 

2、坚持师生共同参与，突出主题性。各处室、教研级组负责

人以及各班班主任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起着促进作用，

教师和学生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主体。要充分发挥全体教职员工在

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充分调动教师尤其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造性，努力形成全员参与、群策群力、齐抓共管的良好氛围，

让师生在参与中建设，在建设中受到熏陶和教育。 

3、坚持百花齐放，突出特色性。在整个文化建设过程中，学

校只做总体上的、纲领性的、指导性的安排，各处室、各年级、

各班级依据实际，做好自己的文化建设实施工作，形成班级有特



 

色，处室（年级）有特点，学校有新貌。总之，在文化建设活动

中，力争形成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大好局面。 

 

 

 

 

 

 

 

 

 

 

 

 

 

 

 

 

 

 

 

 

 

 

 

报：市教育和体育局  市残联 

送：各兄弟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