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女冢”，是一段美丽的传说，也是
一所生发“爱”的学校。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河南省洛阳市西
工区洛北乡五女冢小学， 是一所乡村小
学， 这里 95%以上的孩子来自外来务工
家庭。 缺少爱的关怀，缺乏爱的能力，是
这些孩子身上的共同特点。

2010 年夏天， 颛社玲到五女冢小学
任校长， 曾在特殊学校工作过多年的她
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现象。 于是，颛社玲将
五女冢小学的教育主题锁定一个字———
“爱”。

从爱的传说到爱的图腾

“五女冢”源于一个美丽的传说。 相
传洛阳邙山脚下一位老人，有 5 个女儿，
却没有一个男孩。 老人总是暗暗伤心，5
个女儿为此都终身不嫁，伺候老人。 若干
年后，后人在村后山坡上发现 5 个土冢。
大家都说这 5 个土冢是 5 个女儿的 5 颗
孝心，就把这 5 个土冢叫作五女冢。

“我们让这个美丽的传说，成为学校当
下爱的力量。 ”颛社玲说。 学校把这个关于
孝心的传说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资源进行
开发。他们制定了新孝道标准，给孩子们指
出了“感恩父母”的方法：知道父母为了养
育自己而辛苦劳作，务工打拼很不容易。孝
敬父母最好的方法是不惹是生非， 让父母
为自己少操点心，努力当个好孩子。

爱，不仅仅是孝心，还被赋予了更丰
富的内涵。 每天集体晨操时，五女冢小学
都有个特殊仪式叫“太阳礼赞”。 孩子们
迎着朝阳，向太阳致敬，之后齐声诵读校
诗《我就是我》———每一轮朝阳 ，都送给
花朵。 每一个今天，都送给你我。 我就是
花朵，天天开放；我就是我，天天快乐！

太阳，是五女冢小学的文化图腾。 在
五女冢人看来，每一个孩子都是太阳，每
一个人心中都应该有一个太阳。

在教学楼的走廊文化里有与太阳有
关的“晨勉语”：“太阳每天升起，每天都
是新的。 我应满怀希望，开心快乐学习。
我有锲而不舍的精神。 不着急，不攀比，不
断超越自己。 我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努力
做好我自己。 感恩今天的大好时光，感恩
一切帮助我们成长的人。 为此，请珍惜当
下，创造一天的美丽。 ”

让人眼前一亮的还有他们的 “男孩
文化”与“女孩文化”。 在走廊文化里有
“男孩宣言”和“女孩宣言”。

男孩宣言：“我们是男孩， 都是坚强
的男孩；我们是君子，我们有修养；我们
是男士，我们不怕困难；我们是强者，少
年强则中国强。 我们有责任， 敢于把家
庭、社会、祖国的一切责任担当。 ”

女孩宣言：“我们是女孩， 我们是祖
国的花朵；我们是淑女，我们有修养；我
们是文明的天使， 我们要用高尚的品德
改变世界；我们是美丽的天使，我们要用
美好的事物改变人间；我们有爱心、耐心
和素养， 代表着民族和国家的进步和希
望。 ”

在校园的东墙上 ， 有一个大大的
“心”形园地，上边贴满了“心形”的小纸
片，记者走上前去，发现上边写满了感人
的赠言。 学校为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
“隐形天使”。

如果说把五女冢小学的校园文化 ，
比作一本书，那么它的书名就叫《爱的教
育》，墙壁文化、地面文化、走廊文化就是
它的 3 个篇章。 每个篇章都是一个壮丽
的景观，每道景观又有若干个看点，每个
看点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爱，可以触摸

“爱，不空泛，爱可以是具体的、真实
的、可以触摸的……”颛社玲说。

一进五女冢小学的大门， 在校园东
墙 上 ， 设 立 的 4 个 邮 箱 特 别 引 人 注
目———

爱心箱。 由学校“爱心邮局”设立，是
专供同学们互相帮助的一种沟通设施。
爱心箱提示：你如果关爱某个同学，并且
对他的某个行为又不便面谈， 请写一封
无名信放进去，有爱心邮局帮你沟通。

心语箱。由学校“成长邮局”设立，主要
业务是心理咨询。另外，帮助学生解决成长
过程中的困难、麻烦事和不愉快的事。

感恩箱。 由学校“感恩邮局”设立，用
以传递生生之间、师生之间、学校领导与
同事之间的感激心声。

圆梦箱。 由学校“未来邮局”设立，是
帮助同学们祈梦———追梦———圆梦的一
个道具。

“爱心邮局、成长邮局、感恩邮局、未
来邮局，是我校少先大队的创意。 凭借这
些道具，让爱天天在校园中传递。 ”少先
大队辅导员潘巧芝老师说。

每到课间时间， 五女冢的孩子们都
会围在教导处门口， 像一群小鸟叽叽喳

喳，欢呼雀跃。 原来，这里设置的是一个
“幸运箱”，里边放了许许多多孩子们或老
师们写的 “祝福纸鹤”。 一个孩子抽出一
个、急急忙忙打开，大声地念道：希望老师
赏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另一个女孩兴奋地
从幸运箱里抽了一个，上面写着：你真的
非常棒，你今天一定能得到老师一个表扬
……小女孩看后，立刻喜上眉梢。

兼任该校心理咨询师的叶喜层老师
说：“我们每天都通过幸运箱对孩子进行
积极的心理暗示，向他们传递正能量，这
样做的目的也是教会学生有意思地玩。 ”

“爱心语录”是五女冢小学的校本语
言，每天都有老师与学生创作爱心语录，
并认真书写于教学楼的楼梯口， 以分享
和共勉：“如果一朵花不美， 就请欣赏它
的叶子；如果叶子不美，就请欣赏它的枝
干；如果枝干不美，就请欣赏它的根茎；
如果根茎也不能让你产生情感冲动，那
你应该为它是一株蓬勃的生命而讴歌！ ”

“每天学生就像一棵种子，他可能是一
棵大树的种子，也可能是玉米的种子，或者
是小麦的种子。树有树的高大，草有草的尊
严。不要去尝试改变他们的基因和属性，而
是要给予他们适应的温度、 湿度和充足的
养分，以满足其生命成长的需要。 ”

以上这些爱心语录， 是五女冢小学
教师们爱的教育的感悟，从中可以读出他
们在爱的文化浸润下所确立的新的学生
观、教学观与教育观，同时，它也诠释了该
校的一个理念———教育是根植于爱的。

让爱生发

“开课第一礼”是该校教师每节课的
规定仪式。 在五女冢小学，上课铃一响，不
是学生齐喊“起立”，而后问候“老师好”，
恰恰相反， 是教师先表达对学生的热爱，
教师微笑着，拍着手，走进教室先向学生
问好，而后或抚摸、或拥抱、或牵手每个孩
子。 记者看到这一幕，不解地问：每天都进
行这一套礼仪，不烦琐吗？ 潘巧芝老师说：
不，爱是孩子的食物，缺乏爱的滋养的孩
子，他们的心灵就会饥渴，久而久之就导
致成长出现问题。

五女冢小学的教师们基于心理学上
所讲的“肌肤饥饿”理论，开发了一系列
课堂内与孩子“肌肤相亲”的方式，如拉
拉手、摸摸头、拍拍肩、抱一抱等。 青年教
师姚迪说，“过去， 我总认为课堂上拥抱
孩子是多此一举，现在，我意识到，当我

与学生身体接触的一刹那， 我们彼此都
在传递着爱。 ”

五女冢小学， 每天都上演着一幕幕
爱的故事， 因为该校有一个常态化的活
动，名字叫“天使帮扶行动”。 A 同学今天
值日，B 同学会主动帮助他；C 同学今天
作业不会做，可能有一群“小老师”会积
极为他排疑解难。

五女冢小学月月举行 “爱的讲堂”。
如今，他们已经出版自己的校本教材《爱
的故事》。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记载了一
次次心灵洗礼的过程。

教师张蕾眼含泪水向记者讲述她心
里一直放不下的牵挂———

在她的班上有个来自安徽的女孩 ，
父亲带着家人来洛阳打工。 一天，母亲在
家里洗衣服时， 不慎踩上大风刮断的电
线， 触电身亡， 父亲上前施救时也被电
击，受了重伤。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一家
人不得不离开洛阳，返回老家。 就这样，
女孩悄悄离开了学校。

女孩离开学校已经两年了， 直到今
天，张蕾的班上仍保留着她的座位，他们
的点名册上依然还写着这个孩子的名字
……

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五女冢小学爱
在行动。 变换的是季节，不变的是爱的温
度。

春天，他们在 3 月 8 日举办“天伦之
爱”节。 节前，发出倡仪———“我让妈妈开
心”，开展系列活动，如学当一天家长，给
妈妈写一封祝福信等。

夏天，他们在 6 月 1 日，举办“天下儿
童节”。 今年“六一”，他们与培智学校的孩
子们一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颛社玲
说：“智障的孩子更需要关爱，当我们这些
健康的孩子握住这些智障孩子的手，他们
的心不仅贴在一起，并且今生今世这些健
康的孩子不会再嫌弃这些智障的孩子。 因
为爱，能让孩子的人格高尚起来。 ”

秋天， 他们每年在 9 月 10 日， 举办
“师生互爱节”，重点开展“老师，我爱你”，
“因为你，我才当老师”双主题教育活动。

……
为了争取学生家长和社会的理解与

支持，共同对孩子进行爱的教育。 五女冢
小学通过召开家长会、设置家长热线、家
访等方式， 让家长与社会了解 “爱的教
育 ”的重要意义 ，从而形成了 “学校 、家
庭 、社会三合力 ，教师 、家长 、社会同育
人”的良好局面。

擦亮教育的底色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五女冢小学学校文化解读

□ 本报记者 禇清源 □ 夏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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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深圳市中小学名校长北大论坛”在京举行———

创新人才培养关键在教育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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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幸福源于教
育的幸福

和所有人一样 ，幸福是
教师人生的主题 ，只有感到
幸福 , 教师才是快乐和阳光
的。 但我们往往听到许多教
师对工作的抱怨。 很长时间
以来 ，我都在思索 ，教师的
幸福来源于哪里？

最近 ， 我阅读了 《中国教师报 》448 期
《教育，你幸福吗》一文。读后豁然开朗，原来
教师的幸福源于教育的幸福。 教育的幸福，
不仅在于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快乐，也在于
让教师体验到在教育工作中实现职业理想
的满足和喜悦。

我们现在的教育及教师面临着重重压
力 ，外部有家长 、社会的压力 ，内部有评价 、
考试的压力。 在这种情境下谈幸福，只能是
一种奢侈。 因此我们要给教育松绑，要给教
师松绑。让教育“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
让教师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从从容容，认真
研究教育教学，让学生的学习符合自身的成
长规律。

唯有如此 ，教育才会有真的幸福 ，教师
才会有真的幸福，学校才会是生命成长的乐
园。
（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中心学校 甘治勇）

编者回应：工作是人生幸福和快乐的重
要源泉。要让教师获得幸福，除了鼓励教师
热爱自己的工作，在教育中获得快乐和幸福
以外，为教师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关键。

呼唤真教育
夜读 《中国教师报 》445 期刊登的 《我们

需要怎样的教育 》一文 ，我久已麻木的心再
次被强烈震撼。有个声音在我心底呼喊：“真
教育，你在哪里？ ”

教育工作者该醒悟了！ 我们面对的是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一个母亲把她至爱的
孩子交给我们的那一时刻，她有着一种怎样
的期待和渴盼啊。 而如今，我们的学校和教
师又给了她的孩子怎样的教育呢？ 可以毫不
留情地说，我们愧对了孩子的母亲！ 千万个
家庭交给我们的一个个孩子，在我们的手上
渐渐失去了他们“鲜活的生命”。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用真教育把孩子
培养成 “真正的人 ”吧 ！ 让孩子学会感悟生
命 ；让孩子学会读懂幸福 ；让孩子学会自然
融入这个社会和世界。热望“真教育”在我们
教育工作者的手中早日诞生！

（河北省广平县平固店中学 张国清）

编者回应：在一个浮躁虚华的社会，真
教育何其稀少，何其难得。只有将学生当作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当作真正的人来对待，
我们的教育才是真教育。

我们应教给孩子什么
我们应教给孩子什么 ？ 这一问题在我

脑子里转悠了 18 年 。 读了 《中国教师报 》
441 期 《教育需要 “去伪存真 ”》一文 ，感慨
颇多 。

时下 ，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 ，教师的
功利思想泛滥，“伪教育”司空见惯。 为了弄
一节优质课，找人设计教案、做课件，然后在
班中预演十遍八遍的， 演得令学生倒胃口，
想 “呕吐 ”；为了上级检查 ，对学生进行临时
“培训”，以便对答如流，获得好评；为了弄个
好名次 ， 使尽浑身解数教学生在考场上作
弊；为了参加活动，获个荣誉，让学生停课数
天或牺牲学生午休的时间进行排练……诸
如此类 ，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扭曲
了学生的人格，导致学生的厌学情绪与日俱
增 ，道德水准每况愈下 ，学生的人格缺失就
不足为奇了。

我们应摒弃功利性的短视教育 ，不能为
了一时利益，让教育变味变形。 我们要教孩
子学会做人 ， 因为一切成功源于做人的成
功。
（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桑村镇芹沃小学 李雪峰）

编者回应：培养健全人格，让学生学会
做人是教育的重要目的，一个人失去健全人
格，即使知识再多，能力再大，也于社会无
益，甚至会造成危害。

《中国教师报》，有你真好
教师的生活 ，应该是高雅的生活 ；而高

雅的生活，离不开文字。 读读书，看看《中国
教师报》，让生活飘着书香的味道，真好！

谢谢你，《中国教师报》， 是你不断地支
持我 ，鼓励我 ，鞭策我 ，从前 ，我总是埋怨学
生不听话 ，埋怨备课和上课辛苦 ，埋怨家长
不管教自己的孩子 。 现在 ， 我不再怨天尤
人。 我学会了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去寻找上课不精彩的原因；去寻找教学效果
不好的原因 ；去关心 ，去呵护 ，去尊重 ，去引
导每一个孩子 ：真情滋润干涸心 ，教育盛开
智慧花！

《中国教师报》，一路有你，真好！
（江西省峡江县第二中学 陈立新）

编者回应：您的肯定让我们感到所有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也更激励我们用心工作，
为广大教师办出更好的报纸，和你们一起，
为中国教育的改变而努力。

“目前中国的大多数核心技术仍然
需要进口， 制约中国发展的关键是缺乏
创新人才。 ”10 月 30 日，在北京大学举行
的 “自主创新与创新人才———2012 深圳
市中小学名校长北大论坛”上，教育部政
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说， 造成这种状况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教育和企业、 科研机
构脱节。 他建议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一
些做法，加强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打
通“关节”，把一些研究生的培养放在科
研机构， 教学系统和科研系统联合培养
创新人才。

孙霄兵指出， 当下教育体制改革的
核心是改变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系统应
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 在转
变办学体制、管理体制的同时，还要加大
教育教学改革力度，提升教育教学研究，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另外，要对好的教育
改革经验进行总结、奖励和推广。

深圳小学校长王海林认为 ，人才培
养的主要问题不在教育本身，而在教育
外部的环境和机制，比如不合理的分配
制度和评价机制。 但作为教育工作者，
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 。 他批评了当前
中国教育急功近利 ，总是企图 “多快好
省 ”。 他引用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句

“学会劳作 ，学会等待 ”，认为教育者应
有自己的情怀和使命 ，不能急躁 ，要学
会等待。

王海林指出， 培养创新人才首先要
改变课程设置。 国外中小学核心学科是
母语、数学、科学，其次是体育和艺术，而
中国中小学的核心学科是母语、数学、外
语， 体育和艺术是被忽视的。 王海林认
为，外语的地位被过高强调了，耗费了学
生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必须改变这种课
程状况，加强科学、体育和艺术的教育。
其次要改革考试评价机制、 考试内容和
形式， 试题的设计上要格外关注创新能
力，不能一考定终身，自主招生应该侧重
创新人才，而不是提前“掐尖”。 最后一个
重要的方面是“深化学与教方式的变革，
无此变革，创新无望”。

“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创新教育无疑
是自杀式教育。 ”深圳市文汇中学校长李
东平指出，当今社会不乏“创新型”企业
家， 把地沟油搬上餐桌， 用旧皮鞋做胶
囊。 但这些“创新”是缺乏社会责任感的，
这些“有知识没品行”的人将会成为社会
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在传授知识的过程
中，还应该注重传道。 他还指出，现有的
评价机制缺乏对学校的创新性标准，建

议国家出台创新人才的培养方案和相关
评价标准。

深圳市南山第二外国语学校校长叶
延武认为， 创新中小学学校管理刻不容
缓。 一位一年级学生家长告诉他，自己的
孩子每天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是： 起床—
上学—上课—放学—做作业—吃饭—睡
觉，独立思考的时间和空间都很缺乏。

叶延武指出， 中小学阶段是人的思
维与行为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 创新人
才是“长”出来的，不是“教”出来的，想象
力、好奇心、批判性是创新精神的根基，
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地自主发展，
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 学校要为那些
所谓“出格”的学生提供宽松而灵动的成
长环境。

“教师是实现学生自主成长的关
键。 没有创造性的教师就没有创造性的
学生。 ”叶延武强调，教师的价值观、人
才观、教育观、创新意识等，对于培养学
生的自主学习 、实践能力 、创新精神至
关重要。

“创新人才的培养，维系国家和民族
的未来， 基础教育必须自觉承担起奠基
的责任，用教育家的情怀去遵循规律，尊
重差异，因材施教。 ”叶延武说，“创新人

才的培养，变革是动力，关键在行动，哪
怕是细微末节的变革，点点滴滴的行动，
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锲而不舍，终会有
所突破。 ”

深圳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李永华
指出 ，创新人才培养重在教育 ，但目前
中小学和大学的衔接并不理想 。 中小
学要打牢基础， 培养学生反思、 质疑、
探索的精神 。 遗憾的是 ，“我们不少中
小学 ，把中考 、高考当作了最重要的任
务，很多要在中小学培养的能力和价值
观 ，到了大学才教给学生 ，致使学生自
主创新能力不足， 创新教育断层。 ”比
如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独立判断能
力 ，还有勇往直前 、与人为善 、诚实做
人等精神和价值观 ， 应该在中小学学
会，而不是大学。 各个阶段的教育没有
根据学生的特点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
创新教育断层，学生到了大学后创新能
力明显不足。

在李永华看来， 当前一些学校的管
理思路出了问题，好的设备只给教师用，
不让学生用， 管理者没有把学生放在重
要位置，导致很多问题。 “把学生当作自
己的子女和弟弟妹妹， 什么问题都解决
了。 ”李永华说。

爱，是教育的底色，没有爱，
便没有教育。 面对当下爱的虚化
和泛化现象，如何让爱的教育落
地生根，并开花结果？ 河南省洛
阳市西工区五女冢小学的行走
方式是：从爱出发，让爱有形，让
爱行动，爱行合一。

（上接 1 版）
“我们经常说，校园是孩子的校园，

但其实并没有把校园的所有权赋予孩
子，又围又堵，说不准的地方太多。 ”而王
欢所做的就是，把草地变成了小山包，石
铺小道，水池木桥，水中金鱼游动，木桥
曲径通幽。 如此一来，别提孩子们有多喜
欢了。 但问题接着出现了， 尽管木桥不
高，水池很浅，架不住调皮的孩子往水池
里跳，弄湿了裤管。

有好心的老师建议说 ：“围上栏杆
吧，或者弄个什么措施。 ”但王欢依然如
故，“让孩子们多一些独特的体验和瞬间
吧，等他们长大了，没准儿这将是他们最
美好的记忆。 ”

除了校园环境的创设，王欢特别注意
校本课程的开发。 作为北京市校本课程开
发的典型，史家小学可谓名声在外，已经
发展出五大类 60 多门校本课程， 陶艺活
动室、天文活动室、厨艺活动室、数学实验
室、机器人实验室、模型活动室、角色体验
室、创新思维工作室、茶艺活动室、家艺活
动室、棋艺活动室、英语沙龙室、植物组培

室、迷你高尔夫球场……形式多样的校本
课程给学生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选择。 但王
欢并不满足，2010 年，“数独” 校本选修课
甫一亮相， 就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紧接着，“史家传媒”亮丽登场。 它是又一
个具有独特创意的史家小学校本课程，是
小学与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深度合作的
产物。 孩子们在这个平台上学会了新闻采
编、动漫制作，迸发出的创意和想象力让
教师和家长惊讶不已。 尤其是那些曾经的
调皮鬼们，更是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

“关注每一个孩子的成长，不能为了
分数牺牲孩子的明天。 ”王欢说。 而这也
正是“和谐教育”的理念———“一切为了
孩子，一切为了明天”。

享受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光

王欢很忙。

现在的她， 不仅是史家小学的校长，
还是联盟校———北京东四七条小学的校
长，这是北京市东城区为推进义务教育均
衡，探索“一长执两校”而采取的新模式。

这种结盟不仅仅是个形式， 更是实
质性的深度结盟。 结盟之后，史家小学每
学年语数外三科至少一名教师流动到东
四七条小学教学， 并从小学一年级起实
行“大年级组制”，实现课表套排、教师混
编、任课老师统筹安排、课程一体化，并
共享设施完备的实验室。

对于七条小学，王欢从不说“你们学
校”，而是“我们七条”，她是从内心里把
七条小学当作了自己人。

“教育均衡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
校长的责任。 我们应该主动承担起自己
的使命， 才能逐步缓解社会和家长对择
校的忧虑。 ”王欢说。

管理的学校多了，学生多了，压力自

然不轻。 但王欢似乎不觉得，她给记者算
了这样一笔账， 如果一个好老师能影响
到 5 个学生，长年累月下来，这是一笔多
大的精神财富？ “教师不是攒钱的，是攒
人的。 这是多么有益的一件事啊。 ”说这
番话时，王欢的脸上是深深的感动。

为此，在有的教师为学生头痛时，王
欢总会送给他们五个字： 动脑不动恼 。
“我希望我们的老师能够静下心来，陪伴
孩子的成长。 ”

而在她看来，作为成年人，有幸能够
和这么多孩子天天相处， 是一种莫大的
幸福。 “每天早上在门口，看到孩子们像
小鸟儿一样叽叽喳喳地说着，笑着，如果
不用心，不尽力，你都没有资格去迎接他
们。 ”

2011 年夏末， 王欢迎来了自己履新
后的第一个毕业季，在致辞时，她把孩子
们在史家的这段日子诗意地形容为 “生
命中最初的这缕阳光”，在她看来，“这缕
阳光中绽放的精彩， 会陪伴孩子们在未
来的人生道路上勇往直前，自信，乐观，
并且永远坚强，走向梦想的远方”。

王欢：播下希望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