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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毓阳

学校多功能电教室是师生去得最多的地方，也是学校上研讨课
的地方。由于设计原因，功能室的门是从后面开设的，而且，一进门
就要上两级台阶。因此，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进出不小心的话，都
有可能跌倒，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所以，为了解决这一先天设计
的不足，学校在进门处的地上贴上了两块特别的地板砖。

这两块地板砖与其他的地板砖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只不过在
这块砖上阴刻了大大的 4个篆字“有教无类”，起着提醒的作用，
其目的有三：一是提醒教师，要关爱教育每一个孩子，特别是上公
开课时，教师往往为了上课的成功而忽略了这一点；二是学生一
进门就看到这几个显眼的不认识的字（用篆体的秘密所在），便自
觉地放慢了脚步，转移了注意力，增加了安全系数；三是“有教无
类”这 4个篆体字增加了师生“探究其意义”的好奇感，也增添了
学校的文化内涵。

□ 深圳市龙岗区清林小学校长 杨 勇

“提醒”地板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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瀼水之阳，三源之东，绿树隐隐，花影重重。 城捧
弦歌圣地，书香四季；歌飞梦幻摇篮，情漾三冬。 赣北
崇名校，瑞昌有二中。 历沧桑以七秩，精魂不老；培桃
李之万千，热力无穷。

安基立足，旧址乃晚清紫峰书院；问本溯源，前身
即战时县立初中。 传统优良，湓城自古兴文化；底蕴丰
厚，书院而今竞云龙。 延师敦教，虽抗战其文明未绝；
筹资办学，冒烽烟而百姓风从。 长年辗转，屡借民房做
校舍；几度危艰，终凭坚毅度寒冬。 规模式廓，气势恢
宏；书声琅琅，春光融融。 瑞昌唯一，江右堪雄。

几代耕耘，情融沃土；长天作证，汗洒芳丛。 环顾
校园，靓丽雍容。 三华树，犹铭兄弟浇培志；步月桥，
常励师生登攀功。 植物园，四季花香连案牍；林荫道，
长年气爽聚书童。 乌桕涵阴，凉风轻拂心神爽；蘑菇
助兴，学友畅吟韵味浓。 千般雕琢，专栏塑像都舒畅；
一路铺开，曲榭黉楼自不同。 科技楼、图书馆，霞蔚云
蒸绕兴趣；实验室、运动场，龙腾虎跃任从容。 诗意校
园，乐在其中。

春风化育，科教兴隆。 分层管理，上下贯通；以人
为本，以诚建功。 名师垂范，风清气正；诸生好学，柳
绿桃红。 科研兴校，文理花开以并蒂；耆宿挥鞭，诗书
声壮而凌空。 抢抓机遇，打造重点名校；更上层楼，管
教光耀西东。 课题频出，统领教学之先导；论著争传，
张扬教艺之玲珑。 杏坛摆擂，常闻新秀争出彩；学海
乘风，笑看英才敢驭龙。竞赛结硕果，文教获殊荣。机
器人，全国夺冠；奥数赛，省市披红。 看《小荷》，启智
增知如雨露；说文赋，腾蛟起凤尽推崇。 高考辉煌，成
绩屡居前列；声名鹊起，口碑出自心胸。 风云际会，摘
星揽月雄心壮；桃李芬芳，映日当风春意浓。 江南塞
北，前后呼应；北大清华，左右相拥。 科海探珠，尽显
院士风范；行业翘楚，漫夸事业繁荣。 莘莘学子，滚滚
游龙；建功立业，笑傲苍穹。

泱泱古邑，巍巍二中；魁星高照，万紫千红。 自强
不息，坦荡虚冲。 教无止境，宁屈己而名二；志存高
远，望前沿而居中。 厚德载物，学运昌隆；辉煌代续，
精神永雄。昂扬茁壮，如日如松。濡毫以赞，敢赋老校
之气概；击节而歌，聊表园丁之寸衷。 歌曰：

兴教何妨战火熊，紫峰故地又腾龙。
风云际会黉楼外，桃李争妍春雨中。
喜趁明时扬特色，敢将新貌话峥嵘。
层楼更上心胸阔，万丈文光耀碧空。

附： 江西省瑞昌市第二中学创建于 1940 年 3
月，前身为瑞昌县立战时初级中学，1953 年 5 月迁至
清末紫峰书院旧址至今。 现有在校生 3500 多人，为
江西省重点高中，江西省现代教育示范学校。 学校先
后获得“江西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江西省
创先争优先进单位”、“江西省教育科研先进单位”等
称号。

要让“热爱教育，懂得教育，站在教育第一线”的
“教育家”办学，是温家宝总理自 2003 年以来提出的
重大教育命题。 这一命题的提出，为校长专业化发展
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也为每一位校长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陶行知先生曾经指出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
魂，要想评论一所学校，先要评论它的校长。 ”可见，
校长在学校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那么，“好校长”的标准是什么？ “好校长”何以会
成为学校的灵魂？

我们说具备了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即“懂得教
育”，可谓合格校长，但不能等同于“好校长”。 对于
“好校长”的定义，答案不是唯一的，但有一点可以肯
定的是，“好校长”不仅懂教育，更有一种不可或缺的
“教育家精神”。 也正是这种教育家精神的元素，铸就
了学校文化之魂。

一方区域教育的发展， 需要让教育家精神在一
方教育沃土中生长、开花、结果，以带动和影响全局
良好教育气候的形成。

何谓教育家精神呢？ 教育家精神应该包含哪些
特质和内涵？

对此，虽然目前尚无定论 ，但纵观古今中外的
教育大家，无论是孔子还是苏格拉底 ，苏霍姆林斯
基还是陶行知， 他们对教育无不是怀着宗教般的

感情 ， 他们无不是在用生命书写着对教育大写的
爱。 千百年来一直影响着我们的，不仅是这些教育
家思想的深度 ， 更有他们精神的高度和灵魂的光
芒。 在这些伟大的教育家身上表现出一些共同的
精神特质———高尚的人格 、开阔的胸襟 、远大的理
想、执著的追求 、坚定的信念……这些特质成就了
他们 “教育家 ”的称号 。 而且 ，就像蔡元培之于北
大 ，竺可桢之于浙大 ，陶行知之于晓庄师范 ，似乎
都在向我们说明一个真理 ：一个爱教育 、有理想 、
有思想的校长 ，才会办出一所有温度 、有色彩 、有
灵魂的学校。

有教育家精神的校长， 才会把教育作为一项用
爱和生命去经营的事业，才能办出以“爱”为基色，以
“人”为根本的教育。 因为对于一名具有教育家精神
的“好校长”来说，有爱的倾注，教育才是一项迷恋人
成长的事业，是一份值得挚爱一生、付出一生、坚守
一生的情。 朱永新教授说：“理想的校长应该是一个
能清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与使命， 具有奉献精神和
人文关怀的校长。 ”而这种奉献精神和人文情怀的源
头，对自己职业价值与使命的认识，皆在于一个“爱”
字。 无论走到多远，爱都将是他们最温暖的行囊，也
是最美丽的坚守。 陶行知以“四块糖”为奖励让孩子
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故事，小林校长用各种方式让“怪
怪”的小豆豆成了一个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孩子，不仅

是教育智慧的体现， 更源于他们对孩子的一颗大爱
之心。

有教育家精神的校长 ，才会坚守理想 ，坚守职
业道德情操，勇于拒绝教育功利与短视 ，把目光投
向高远的星空， 办出有品位有思想有个性的教育。
“教育本质上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事业”。 一名具有教
育家精神的校长，首先必然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有
了理想，才会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不竭能量。 显然，
在一位有理想追求的校长身上，会让我们感受到一
种巨大的“气场”，一种独特的魅力。 他有足够的能
量将学校师生精神凝聚成一个更大的气场，让文化
自然生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思想落地为一步一个
脚印的行动。

教育家是不能“批量生产”和“制造”的，但我们
要相信有许许多多的校长和教师都具有成为 “好校
长”、“好教师”的潜质，我们要做的是将教育家精神
的种子深植于他们的心灵。 因此，作为区域教育决策
者，应当不断解放思想，创新举措，通过多种形式和
渠道，建立灵活开放的机制，提供有利于教育家成长
的“土壤”和“气候”，着力培养他们的教育家思维，修
炼教育家气质， 形成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 这
样， 一定会涌现出一批批教育家型的优秀校长和教
师群体。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教育局）

播种教育家精神
□ 毕作坤

11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品牌学校建设

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第六中学，始建于 1923 年。 学校
兴起于古娄敬庵遗址之上，承载千年文化，底蕴厚重深
远。 作为汉高祖刘邦重要谋士之一，娄敬对于汉初政策
及西汉政权的稳定起过很大作用，当地也曾广受儒释道
文化的熏陶和浸染。 户县史上著名的八大景之一———娄
敬夜雨，连同其美丽的传说，也让这个地域，这个学校充
满丰厚的历史底蕴。

这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更是我们教育承载
之所在。 正是承载着这深厚的历史人文背景，户县六中
才得以形成她今天独特的文化内涵。 “秦岭巍巍，我居其
北；渭水滔滔，我处其南；画乡融融，我当其中。建校九秩，
始为‘大同’，继冠‘光明’，今乃‘六中’。 仰万世勃勃之汉
骨，承千载悠悠之唐韵……”

洋洋洒洒的 《六中赋》， 铺陈六中近百年的沧桑历
史，其典雅的风格，古朴的词句道出了育才济世的宗旨。
逝者如斯，但内蕴其中的思想却永不褪色。

“成人达己” 建设凸显精神价值的人文校园

2009 年，每世英出任户县六中校长。 从他当上校长
时起， 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对学校未来发展的规划和思
考。

每世英，这位高度文化自觉的教育者深知：教育首
先是文化传承。教育的发展，不能割断历史的血脉。历史
割断了，文化就消失了。 而在六中近百年的历史传承中，
先贤的精神和智慧是宝贵的“文化遗留”，像优质基因那
样，潜入、流注和运行于六中汩汩不断的血脉中。 “六中”
有今天，不能不说是因为他们曾经有过一段弥足珍贵而
又历久弥新的“昨天”！

于是，为了培育学校新的发展优势，每世英带领六
中人从学校传统中寻根。 得益于六中所处地域积淀了丰
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六中人从儒家“夫仁者，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中提炼出了“成人达己”的办学
理念，并以此统领学校各项工作。

“成人达己”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名词。 “成
人”，意即“使人成”，给别人提供或创造成功（或发展）的
机会，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人取得成功；“达己”，意即“使
己达”，通过对别人的帮助，或是由于他人的成功使自己
通达、获得成功，得以完善自我，实现自己的理想。“成人”
与“达己”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发展，最后形成他人
和自己的“双赢”。

“成人达己”作为一种理想的价值目标，它是对学
校改革与发展的大胆尝试和积极创新，它构筑了校园
文化的基石，蕴含了积极奉献的精神，倡导和谐与合

作的关系。
“成人达己”还是一种崭新的评价标准，“成人达己”

中“成人”是前提基础，要使所有受教育者都成为社会主
义合格的建设者、接班人，就是要用一种全新的目光发
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跟踪他们的成长变化，鼓励他们
成功，促使他们成才。

好的办学理念，最重要的是要实实在在地落到孩子
身上。

“成人达己”的理念提出以后，六中人积极行动起
来，创新评价机制 、实施课堂改革 、开展心理健康教
育……3 年的探索，3 年的实践， 户县六中实现了办
学水平的新跨越。

321评价体系 让每一个孩子走向“成人、成才、成功”

户县六中，地处县城北郊城乡接合部，是户县境内
为数不多的完全中学之一。 学校年级的结构层次多，校
际间的流动性强等问题困扰着学校进一步发展。 同时生
源和办学条件也不理想。

2009 年，每世英出任六中校长时，这便是摆在他面
前的现实情况。 面对一个个来自不同家庭，有着不同个
性和爱好的鲜活的生命时，每世英的心情是沉重的。 他
想，学校到底应该赋予这些生命以什么样的底色呢？ 如
何通过学生的发展，实现学校的发展，真正践行“成人达
己”？

“我们已走得太久，以至于忘了为什么而出发。 ”常
常，每世英以这句诗为引，带领大家回归教育原点再出
发。 教育是一项培养人的事业，是一项通过培养人，让人
类不断走向崇高，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事业。 因此，教育最
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美好的人性，培养美好的人格，使学
生拥有美好的人生。

那如何将这一思想移植到六中的现实土壤中？ 每世
英分析：立足生源和办学条件不理想的现实，六中要从
“成才先成人”的思路出发，从“培养人格健全、全面发展
的人”的教育价值观出发，促进生命个体的健康发展。

于是，六中人在“成人达己”理念指引下，提炼出了
“成人、成才、成功”校训。 用每世英的话说，就是“高中教
育首先是成人教育，我们从大教育出发，让来到六中的
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能考上大学的考大
学；考不上大学的也要成为一个有理想、有修养的人。 要
让乔木长成最好的乔木，让小草长成最好的小草。 ”

由于兴趣、智力、发展节律等因素的差异，导致每位
学生的起点不一，个性各异。 而中国传统教育崇尚“大
同”，用统一的模子塑造不同的孩子，让所有的人在同一

时间、以同一方式学习同一事物。 知识凌驾于一切之上。
这种教育其伟大之处在于既严格又严肃， 催人向上，战
胜自我。 但它致命的弊端是忽视了孩子的个性，抹杀了
孩子的天性以及创造性。

为此，每世英深情呼吁：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我
们不能用“工业化教育”单纯追求效率而牺牲学生个性，
而应该提倡“农业化教育”对教育个体和客观规律的尊
重。

怎样才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自然地、富有生命力地
向上生长？ 唯有尊重自然规律，尊重学生成长的规律，给
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宜其生长的阳光和雨露。

“让每一个孩子都成为成功者”是新课程的一个理
念。的确，在教育的殿堂里不应该有被遗忘的角落。对于
教育者来说，我们必须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
成功的教育”。 人人都有闪光点，即使是学困生，也有自
身的长处。 我们应该抓住学生成长中的每一个契机，适
时地给予学生最公正的评定，通过肯定、表扬，激发学生
向上的自信心，引导学生向多方面发展。

从这一思想出发，六中在全校范围内实施了一种全
新的 321 评价机制。

“321”是指学校通过“班级三十最”、“年级二十佳”、
“校园十佳”评选活动的开展，运用赏识的眼光发现学生
身上的闪光点，打造亮点，助推学生成长的一种全新的
评价体系，简称为“321”。

“321”为各个层次的学生提供了展示平台。 对学习
基础好的学生，学校引进名校的课程资源，为学生提供
优质的教学服务。 对中等及后进学生，学校以“成人、成
才、成功”的“三成”校训为推手，大力施行校园“321”评价
体系，让品质优良，特长突出，进步显著，踏实勤劳的学生
也和成绩优异的学生一样，进入受表彰的“优秀之列”。
“321”重新诠释了“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真谛，让每个学生
都能体验到人生的价值。

“321”评价机制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打破了传统
的用德智体“三好”来评价学生造成的育人工作呆板、僵
化的不利局面。 注重育人的过程性，力求对每名学生的
每一个闪光点、每一点进步都给予及时、恰当的评价，有
利于反馈矫正学生的发展情况。 这是对科学的育人评价
模式的一次回归。

“321”学生评价体系的改革，由开始摸索到日臻成
熟。 连续 6 届的海选评比，有 7920 名同学获得名称各不
相同的“班级之最”称号，720 名同学获得“年级二十佳”
称号，60 名同学获得“校园十佳”光荣称号，3210 名同学
分获“成功·成才十项奖”相关荣誉。

每次评选结束后，学校都会为孩子们举行隆重的颁
奖仪式。 当孩子们手捧鲜花走上舞台时，心中立刻会涌
动着一种成功与自豪。

于是，每学期的“校园十佳”师生颁奖仪式成了学校
最隆重也最热闹的活动，宛如过年一样，师生会表演精
彩的节目，学校也会邀请家长来参加。 而且，获奖者每人
还会获得校长每世英亲自撰写的颁奖词。高一（7）班的王
雅楠荣获“第四届校园十佳学生”中的“舞姿最优美学生”
称号，每世英为他写的颁奖词是：曼妙的身姿，轻盈的舞
步舞出了青春的激情与热情， 婀娜着人生的欢欣与喜
悦。

在这激情洋溢的颁奖词的宣读中，一种充满喜悦的
情感在师生的心间传递着，一股成功的力量在校园里流
淌着。

这种成功感对于优化孩子的精神世界具有价值意
义。在“321”学生评价体系的激励下，学生会自信起来。比
如，当一个学生获得“写作最佳”奖时，他就相信只要自己
努力，写作以外的领域也可以发展得很好。 这种内心潜
在的引导非常重要，它会指引孩子不断走向成功。

户县第六中学简介
户县第六中学是当地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学校始建

于 1923 年，现有学生 2200 余人。2009 年，每世英调任户
县六中校长，这位从教了二十余年的教育工作者，积极
践行课改理念，因地制宜。 建立了全新的“321”师生评价
体系，总结出了“1331”有效教学课堂模式，形成了“351”
心理健康工作有效机制，引起了各级媒体的关注。 户县
电视台录制专题片 《成人达己———全新育人观》，《户县
教研》2 次出专辑，《华商报》、《陕西素质教育》、《陕西教
育》、《教师报》、《中学化学教学参考》、《金户视野》等数家
媒体从不同角度报道学校课改做法。 每世英本人也被授
予 2011 年“全国教育改革先锋人物”、户县“十大杰出青
年”、“双十佳党员校长”等荣誉称号。

一所名校的成长
———陕西省西安市户县第六中学发展之路（一）

地处陕西省关中平原中部的户县，行政上隶属于古都西安，南依秦岭，北临渭
水，曾是周、秦、汉、唐等十三朝皇家的上林苑，并有着“全国星火西进工程示范县”、

“中国现代民间绘画之乡”、“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地区”、“全国诗词之乡”等诸多美誉。其中，“全国基础教育先进
县”的盛誉更是在中国的大地广为流传。特别是近年来，户县这一教育大县、教育强县，其强力推进教育改革的
发展态势，不止一次地令教育界激情涌动。

户县第六中学，是户县境内的一所完全中学，得风气之先的教育积淀，注定了户县第六中学敢为人先、锐
意改革的勇气与魄力。 从 2009 年以来，在“成人达己”办学理念的指引下，户县第六中学创新教育评价机制、实
施课堂教学改革、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不仅在素质教育之路上掀起一个个新高潮，而且在“高考名校”林立的户
县境内成就了一所特别的“育人名校”。

□ 文 艺 马 娜

陕西户县主管教育的副县长郭强莅临户县六中指导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