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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学校办学时间不长，已成为当地名校并深受家长欢迎。它到底蕴含着哪些
“真经”和成功秘密呢？

◉校长观察

□□李镇西

一份录取通知书引发的思索

◉晒校训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实验高中
的校训是“向善笃学 久久为功”。

在《说文解字》中，“向善”代表育
人的方向，即趋向于善，亲近善良美
好的行为。“向”表示一种内心的倾
向，“向善”是一种见贤思齐的心态。
人皆有向善之心，教育要做的是激发
人的向善之心，使人的善念扩充并转
化为善行。高中生在做人和处事方
面还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避免不了
犯一些错误，这时候教师的引导很重
要，引导学生以三省吾身的态度改过

迁善很有必要。《易经》的“益”卦中说
“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见到
美善的品行，学生就能倾心追随、努
力学习、及时改正，就能够“德日进，
过日少”。

“笃学”即一心一意地学，踏实
而学，专心于学。高中阶段是为学
生终身学习打底子的重要时期，拥
有一颗笃学之心很关键。笃学首
先要立志，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
于学”，高中生差不多正是这样的
年 龄 ，要 在 学 习 上 确 立 自 己 的 志

向，安心求学，沉潜于学，才能学有
所 得 ，学 有 所 成 。 要 通 过 自 觉 学
习，养成好的学习习惯，最后实现
学不可以已。在学习中改变自己
的气质，如《中庸》所说的“虽愚必
明，虽柔必强”。

久久为功体现的是一种持之以
恒的精神状态，我们要在向善笃学的
育人理念上长久地下功夫，坚持不
懈，以期师生共同努力、共同进步。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襄汾县实验
高中）

 

























山西省襄汾县实验高中：向善笃学 久久为功
□□尚会强

◉教育世家

□□魏艳玲

一家四代的教育情结
时光如水，回首踏入讲坛 20 多年，

感慨万千……是老一辈从小在我心里种
下当教师的种子，才让我义无反顾地走
上了从事教育的道路。

为全村人写春联的爷爷

以 95 岁高龄过世的爷爷年轻时教
过几年私塾，写得一手好字，因此被乡
亲们称为“先生”。每逢过年前，全村各
家各户都会抱着红纸络绎不绝地到我
家让爷爷帮他们写春联。在我儿时的
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幅场景：
奶奶家的茅草屋外冰天雪地，屋内却红
火一片，屋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八仙
桌，桌上摆满了红纸，戴着老花镜拿着
毛笔的爷爷一笔一画在红纸上书写着，
姑姑们坐在凳子上叠纸、裁纸，我们小
孩儿一会儿在砚台里帮着磨墨，一会
儿跑来跑去晾晒刚写好的春联，院子
里磨盘上、鸡窝顶、石块旁的春联在阳
光下闪闪放光，屋内的米缸上、簸箕里
也摆满了红红的春联……奶奶经常一
边唠叨着我们，一边心疼爷爷：“慢点
写，别累着！”爷爷一边捶着腰一边蘸蘸
墨汁对我们说：“如果乡亲们都识字，我
就不用这么累了！”“你们一定要好好读
书学习，将来有出息了，要想办法帮着
乡亲们都学会识字……”爷爷不经意的
话，却在我们心里埋下了“让乡亲们都
会识字”的种子。

从民办教师到教育局长的父亲

父亲今年 71 岁，年轻时在那个特
殊的年代因家庭出身，高考成绩优异
的他却无缘大学。回村后抽了一夜的
烟，凌晨时他背着书包默默地走进了
村后的学堂，从此，年仅 18 岁的父亲成

了一名小学民办教师……在我的记忆
中，父亲工作很拼命，常常吃饭时还拿
着课本，很晚了还在油灯下备课……
后来村子里每年都有十多个学生考上
中专、大学，是方圆几个村子人数最多
的，这里面也有父亲的功劳。因为教
学成绩优异，父亲被调到镇上教书。
虽然离家只有八里路，他却一星期只
回一次家，他常讲教师要保证每个学
生都学会当天的知识。因此，他常常
在教室里陪着不会的学生直到学会为
止……即使周末回家，父亲也总要带
着一摞作业，干完农活就批改。现在
有时回忆起往事，我给父亲开玩笑：

“老爸，我们学校现在提倡堂清、日清、
周清，没想到您的思想挺先进的，那时
就知道这些先进的理念啊！”父亲却笑
而不语。

是金子总会发光。由于工作成绩突
出，父亲先后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后又调
入镇教委、区教育局，并担任区教育局
长，我们全家也从农村迁到了县城。一
晃，父亲从教育战线退休已近 20 年，每
次见到我，仍对教育工作问长问短，常感
叹：”这辈子最没干够的事就是当老师，
站在讲台上是最幸福的事，真想再去当
一回老师！”

教育战线上的三朵姐妹花

在爷爷和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我
们姐妹三人毕业后都走上了教师岗
位，姐姐在区职业中专工作，我成了
一 名 小 学 教 师 ，妹 妹 是 一 名 幼 儿 教
师。邻居常开玩笑地说：“把孩子不
用送学校，直接送你们魏家就行了，
从幼儿园、小学一直到高中，一条龙
全方位服务。”

我们在各自工作岗位兢兢业业，

周末相聚谈得最多的就是各自的工
作、自己的学生……姐姐和妹妹多次
被评为优秀教师，我毕业后也成为教
学能手。因为父亲也是小学教师，所
以退休时他把积攒大半辈子的教育
书籍全都送给了我，我如饥似渴地捧
着这些宝贵的书，仿佛走进了父亲那
个 火 热 的 教 育 年 代 …… 姐 妹 三 人 体
会着教育的幸福，享受着教师这个职
业给我们带来的自豪。2013 年，我被
评为特级教师时，父亲特地为我摆了
一桌酒祝贺，他端着酒杯激动地说：

“ 看 着 姐 妹 仨 取 得 这 些 成 绩 我 高 兴
啊！让你们当老师，是我这辈子最正
确的选择。”

农村教师队伍又添新兵

姐姐的女儿去年高等师范院校毕
业，在填报就业志愿时，义无反顾选择了
一所农村学校，大家都很诧异，现在的年
轻人都向往大城市的繁华生活，为什么
她却选择了农村？外甥女却说：“你们不
懂我，第一，我想到农村呼吸新鲜空气。
第二，我想带学生去放风筝、滚草地、捉
鱼。第三，陶行知的晓庄学校不就是办
在农村吗？我想去农村，想好好按照自
己的意愿干一番事业。”面对外甥女的选
择，我们从反对到理解，现在全家都支持
她。父亲说：“好孩子，外公当年就是从
农村一步一步干出来的，谁也不靠，就靠
自己全心全意地爱学生，农村的教育天
地更广阔。”

现在，我们这个教育之家安宁、幸
福。我们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莘莘学子，
既为此感到骄傲、幸福，又将这份骄傲、
幸福延续得更深、更远。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
区实验小学）

一次应邀去某学校讲学，时间匆忙，没
来得及细看学校，再说还没开学也不能听
课，因此连“走马观花”都谈不上。但当我
看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时，我被吸引了。
这份录取通知书不是一张纸，而是一本

“书”——粗略看上去，真像是一本仿线装
书，但其实它不是书，而是折叠式的一个长
长的横幅；将横幅一折叠，合拢起来不就像
一本“书”吗？

这份录取通知书的别样，还不只是形
式上的古色古香，更在于其内容。除了用
篆书、行书等中国传统书法的不同字体写

“录取通知”之外，还郑重地写上了学校的
价值追求、办学理念，等等，明确告诉即将
进入这所中学的孩子及其父母：这所学校
的追求是什么？

向学生展示学校理念似乎并不新奇——
许多校园里的墙上都有类似的宣示。但这
份通知书上展示的学校追求，却与一般的
学校不同。以该校写在录取通知书上的

“我们的校训”“我们的价值观”和“六不承
诺”为例，谈谈感想。

“我们的校训：样样落实，天天坚持。”

看过太多立意高远、雄浑壮阔的校训之后，
看到这条校训觉得特别耐人咀嚼。这八个
字看起来很普通，没有宏大的词语，无论校
长、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可以做到的。说到
的就要做到，做到了还要持之以恒。关键
是，“样样落实，天天坚持”这八个字和师生
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了：从学校的规章制
度，到教师的教育常规，再到学生的行为习
惯，如果真正“样样落实”了，“天天坚持”
了，学校信念、职业精神、学习态度就变成
了一种生活习惯。而“教育就是养成好习
惯”，可见这大白话一般的短短校训，意蕴
大着呢。

“我们的价值观：一身正气，敬业是一
种习惯，激情快乐，决胜课堂，服务至上。”
说实话，这样的学校文化表述我已经很少
看见了。把“一身正气”放在第一条，这显
示了办学者纯正的教育情怀。当今中国，
包括教育界的许多领域盛行许多看不见
但能感觉到的“潜规则”。一个校长如果
把文件上的规定当真，往往被视为“傻
子”，如果真要“走正步”，则往往吃亏。请
客送礼、拉帮结派、逢迎媚上、打擦边球

……即使在“八项规定”后的今天，类似的
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依然没有绝
迹。在少数教师中，现在一说“正气”之类
的话，他们会很反感：“唱什么高调！”“你
就装吧你！”……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

“一身正气”真是有点“不识时务”。可是
该校校长对我说：“我们就是要大张旗鼓
地讲一身正气，办学校、做教育、当老师就
必须讲正气。”他还说：“我们学校坚决不
收一分钱赞助费。现在我们学校是热点
名校，如果要收赞助费，一年收个五千万
是很轻松的。”还有“敬业是一种习惯”“激
情快乐”，也是一些学校教师所缺乏的。
敷衍、麻木、慵懒、抱怨……成了少数教师
的日常状态，你给他说“享受教育的快
乐”，他会说：“什么‘快乐’？你别忽悠我
了！什么‘幸福比优秀更重要’，你站着说
话不腰疼！”还有“决胜课堂”，该校认为，
学校的一切理念都应该体现在课堂行为
上，而不是表面的轰轰烈烈。在这浮躁的
教育环境下，这四个字显示出该校教育者
的沉静与朴素。“服务至上”这四个字也很
了不起，因为这等于是向孩子们承诺，学

校从校长到教师都是为孩子们的成长服
务的。而这恰恰是一些学校教师所反感
的：“我们居然要为学生服务，教师的尊严
何在？”“现在的学生不好管，嚣张得很，还
要我们为他们服务？这教师没法当了！”
其实，“服务至上”四个字不过是表达了教
育的一个常识：学校的一切归根到底都是
为了学生，因此“服务至上”不是理所当然
的吗？

“我们的六不承诺：不接受家长馈赠；
不接受家长宴请；不委托家长办私事；不做
有偿家教，不在外兼课；不体罚和变相体罚
学生；不在工作日饮酒，不在校园内吸烟。”
这“六不”，把“我们价值追求”的第一条“一
身正气”具体化了。可以这样说，现在不仅
社会风气不好，一些学校的风气也不好，这
六条的每一条都会让师德低下、师风不正
的教师反感：“还要不要我们一线教师活
了？”至今“体罚学生”还在一些教师那里颇
有市场，而且理直气壮；至于“不在校园内
吸烟”，这简单的要求能够做到的学校真不
多。然而，该校却光明磊落地向学生、家长
及社会如此庄严承诺，这就是“一身正气”，

也是其校训“样样落实，天天坚持”的具体
体现。也许有人怀疑这“六不”是否真的能
够“落实”和“坚持”——谁来监督？这个不
用操心，学校将其写进每一份录取通知书，
就把监督权赋予了每一个孩子及其家长。

这所学校办学时间不长，已成为当地
名校并深受家长欢迎。一份别样的录取通
知书所蕴含的该校成功的全部秘密就在
这里。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
原校长）

当前教育存在诸多难题，大多数校长都
感到无力和无奈。全社会都在呼吁教育家
办学，就是盼望有更多的教育家型校长站出
来，勇敢地承担起改革和发展教育的历史使
命。人们为何对教育家型校长抱有如此高
的期待？教育家型校长与普通校长相比，在
办学追求上究竟有什么不同？我们知道，苏
霍姆林斯基是著名的教育实践家和教育理
论家，几十年一直担任其家乡所在地的一所
农村完全中学——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
在世界范围内，他都是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
教育家型校长的典型样本。

教育家型校长要摒弃功利化取
向，追寻教育本身的意义

教育仅仅是传授知识的意义吗？当然
不是。苏霍姆林斯基正是看到了由于教师
把教育看成是尽量多地往孩子头脑里灌输
知识，让孩子丧失了正常生活的残酷事实，
才发出了“教育必须保护孩子们的欢乐和
幸福”的强烈呼吁。同时，苏霍姆林斯基也
并不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他特
别指出：“请记住，远不是你所有的学生都
会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
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和
妻子。假如学校按照重要程度提出一项教
育任务，那么放在首位的是培养人，培养丈
夫、妻子、母亲、父亲，而放在第二位的才是
培养未来的工程师或医生。”苏霍姆林斯基
一生观察过 2700 名学生，转化了 178 名后
进生，目的只有一个，把孩子们培养成“全
面和谐发展的人”。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但现实
生活中，有些人把教育简化成传授知识、追
求考试分数的工具。因为教育的价值并没
有体现在教育本身的意义上，而是体现在
考试分数上，学校的质量和声誉也与考试
分数捆绑在了一起。有些人仍然认为，读
书就是为了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作为教
育家型校长，就应该敢于冲破世俗藩篱，成
为教育价值的引领者和扛旗手，把立德树
人作为学校的根本追求，校长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在这里。如果教育
的价值选择总是屈从于应试和扭曲的社会
价值观，教育的路就只会越走越窄，永远也
上不了康庄大道。

教育家型校长要破解工业化思
维，按照人的发展规律办学

“教育，首先是人学。”学生不是学习的
机器，不是考试的机器，不是成绩单，不是录
取通知书，而是一个精神的宇宙。教育要做
到“目中有人”。研究和了解孩子是第一要
务，要用源源不断的大爱润泽和浇灌每一个
鲜活的生命，就像一个坐在麦田上的农人，
一年四季守着自己播下的种子，施肥、浇水、
除草，一起沐浴阳光，一起守候月光，等着它
们慢慢发芽，慢慢开花，慢慢成熟。

可现实的教育，有的没把学生当活生
生的人看，在用一种工业化的思维办学，对
学生进行快节奏、大容量、流水线、模式化
生产。尽管也有不少专家提出教育的“个

性化”概念，但实践中往往又把“个性”简单
等同于“特长”。于是，有些学校就在“特
长”上做文章，甚至追求“一校一特长”。究
其本质，这仍然是一刀切、工业化思维，这
样的教育只能是没有灵魂的教育。

作为教育家型校长，必须彻底改变这
种工业化思维模式，从人性的角度思考教
育，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学生在普遍意义上
的人的特性，同时更要保护学生在普遍意
义上的孩子的特性和作为特定孩子的个
性，让教育适应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教
育，使教育充满生命关怀。

教育家型校长要淡化行政化管
理，注重教育思想的领导

校长不能陷入事务的漩涡，更不能靠
官腔官调的行政命令来领导。对学校的领
导，校长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
行政的领导。一所学校的崛起关键在校
长，而校长的理念是学校之魂，因此校长要
使自身成为“教育的思想家、教学论研究
家”，成为“教师的教师”。然而，我们有些
校长基本依靠行政手段管理学校，校长上
讲台的很少，有教育思想的也不太多，他们
拿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当作办学理念，将
学别人的经验当成办学特色，却很难有几
个校长能够真正运用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教
学实践来领导和推动学校教育。大大小小
的学校之所以基本上一个“长相”，都与校
长没有独立的教育人格相关。

作为教育家型校长，就应该拥有教育
家的气质和风范，依靠自身的实践，创造独
特的教育经验，并形成理论成果，使得自己
能够站在学校教育的制高点，成为“教师的
教师”。教育家型校长只有凭借这种学术
权威和人格召唤无声地影响教师，让广大
教师成为自己教育思想的拥护者和践行
者，才能将学校带进一个积极的、良性的发
展状态。

教育家型校长要消除小民化心
理，坚定人生信仰

让每一个从自己身边走出去的人都拥
有终身幸福的精神生活，这才是真正的教
育理想。为了理想和信仰，要对违背教育
规律的一切形式主义的“教育”做坚决的斗
争，并且毫不妥协。

我们现在办教育，有些校长最缺少的就
是一种独立思考、坚持真理的精神。他们抱
有这样的心态：我一个基层校长，跟小老百
姓没有什么不同，大家都这样，我能怎么
办？有的在思维、决策和行事上基本上都是
受外力控制，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没有自
己真实的思想和创造，没有逆流而上的勇
气。作为教育家型校长，我们要有独立的人
格和精神自由，能够摆脱外部力量和个人利
益的控制，忠于教育的本质，忠于个人的心
灵，忠于理想和信念。事实上也只有这样的
勇者，才敢在充满凶险与挑战的路途中跋
涉，直至抵达真理的彼岸。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第一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校长、湖南理工学院客座教授）

教育家型校长的“精神面相”
□□孙光友

大大小小的学校之所以基本上一个“长相”，都与校长没有独立的教育
人格相关。全社会都在呼吁教育家办学，就是盼望有更多的教育家型校长
站出来，勇敢地承担起改革和发展教育的历史使命。

◉治校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