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媒体的力量发现民办教育领域“最具社会责任榜样学校（人物）”。
对民办学校的整体实力和社会贡献作出综合评估，首次推出中国民办学校社会责任榜。
办学有道，责任致远。 让那些真正具有社会责任的民办学校和办学者，真实表达民办教育的价值和立场。

★评选说明：
1.学校创办时间不少于5年。
2.学校在助困扶贫、回报社会等方面能主动承担责任。
3.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有突出成果。
4.学校3年内没有出现过负面新闻或学生安全事故。
5.学校有良好的社会口碑，荣获过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表彰。

★推选原则：
1.申报：学校自荐、专家推荐、媒体推荐。
2.资料核实：经评审活动办公室核查，申报资料合格的学校进入候选名单。
3.评审：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根据学校申报的资料、案例效果、影响范围等进行综合评比。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征集候选学校。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
第三阶段：获奖学校榜单发布，举行颁奖典礼（2013年3月）。

★主办单位：中国教师报
★报名电话：010-82296843 18653191950/13488702836 联系人：黄浩
★报名邮箱：mbjyzk@163.com(请注明“责任评选”)

民办教育最具社会责任榜样学校（人物）评选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本刊自 2012 年来，以“理想的民办教育”为话题向全国各地民办教育同仁约稿，得到
了他们的积极响应。 迄今，已有 20 余位民办学校校长在本版上刊载文章，各自描述了他们
心中的理想教育、理想学校，本期我们将他们的部分精彩观点摘录于下，以飨读者。

远方是一道充满诱惑力的风景。
我们总是被远方所吸引。 偶曾登临绝顶，抑或

独上高楼，纵目远眺，目光的尽头，总是一片模糊的
光景，似真似幻，亦虚亦实，令人心生向往。

向往远方，是因为那里充满了未知。 我们期盼
着那里会有理想的王国，有自由的生命，有不羁的
灵魂，和眼前所见的风景，并不太一样。

正如我们行走在教育的路上，冀盼远方有一所
学校，孩子们在那里自由而完整地生长，没有羁绊，
没有孤独，没有躁动，学校成为孩子成长的天堂。

不论这是平凡人的南柯梦，还是理想者的乌托
邦，我们都需要大胆去设想。 教育，需要一点理想主
义———因为现实并不完美。

尤其在民办教育界，一年来，我们听到了太多
民办教育者的叹息之声。

颁布 10 年之久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并未真
正有效发挥其“促进”的作用，民办教育的地位依旧
尴尬；社会对民办教育的认识依旧缺乏认同，人们
眼中，民办学校发散出来的只是商业气味；民办学
校的教师依旧无法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他们辛苦

劳作，却和公办教师待遇相差甚远；还有民办学校
之间的恶性竞争、管理者与办学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依然未能有效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在困扰着民
办教育。

来自制度的、社会的、民办学校自身的问题依
旧存在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民办教育者从来都不会也不应该只是暗
自叹息、顾影自怜。 在看到问题的同时，我们更看到
了他们关于未来的畅想，关于理想的追求，那些充
满激情的言辞，散发着希望的光芒。

河南省开封市求实中学校长张建平说，“我理
想中的学校……是带着学生背起行囊去野足，茫茫

夜空下，孩子们搭起帐篷，点起篝火，躺在树丛里数
着天上的星星。 几个趣味相投的孩子，围绕自己感
兴趣的问题议论风生，激扬文字……”

在她的心中， 未来的学校是一片广袤的草地，
孩子们可以自由往来，“我行我素”。

河南省濮阳市双语实验学校校长李国林说 ，
“理想的民办教育应该是鹰，放它高飞，是鹿，让它
奔跑！ 能飞的飞起来，能跑的跑起来，暂时飞不起
来，跑不起来的，也能逐渐学会飞，学会跑。 ”

在他心中， 未来的学校充满了激情与正能量，
是催人奋进，励人心智的地方。

在许多校长的眼中，未来的学校，还是让孩子
体验尊重与自信，感受成功与幸福，承担责任与义
务的场所；未来的学校，遵循教育的自然规律，让孩
子的成长像呼吸一样自然；未来的学校，是真正从
学生出发的学校。

尽管这些构想多带有理想主义者的色彩。 但有
理想，才有未来；有未来，才有动力。

保持激情，守候梦想，远方也许并不遥远。
2013，让我们向着远方，一起出发。

民办学校的创新使命
孔子告诉我们：“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怠”，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学生就是要不断地学，不断地想，不断地做。 而对于学校
来说，则要让思考、体验、探究、展示、交流成为课堂的核
心行为，把学生推向前台，成为课堂的主角，老师只是幕
后导演，保证学生作为学习主人的地位，这才是真正的
教育！ 湖北省麻城市英才小学 梅松柏

向理想学校奔跑
我理想中的教师应该是一个底蕴深厚、学贯中西的

教师。 除了有语言的天赋，说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他
不会满足传统保守的课堂模式， 而要寻求一种无拘无
束、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 他会将教室变成一家超市、一
座花园、一座城市，让学生感受到浓郁的生活气息。 他衣
着讲究，谈吐高雅，举止端庄。 他的每个言行举止都会被
学生模仿。 在他白发苍苍的暮年，回忆起一个个学生的
时候，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河南省开封市求实中学 张建平

民办学校的非权力影响
放弃民办学校所谓的用人优势，形成强大的教育正

向能量场。 将爱和道德的引擎点燃，搭建教师学生的个
性平台，其实学校的整个教育也就做好了。

河北省唐山市英才学校 张中山

打开学生的幸福之门
理想的民办教育应该把 “孩子对学习有激情 、对

人生有梦想 、对他人懂感恩 、对社会能奉献 ”作为目
标，并为之倾尽全力。

山东省高密市银鹰文昌中学 夏继云

理想教育的主流共识
理想的民办教育应该为孩子的一生夯实发展的基

础。 “理想、思维、创造精神、人的道德准则是从老师那学
不来的，而这些东西往往又决定了人的一生”。 为人的整
个一生打基础，要学的不仅仅是知识，还需要培养思想
观念、道德品行、行为习惯等等，这才是人生历世的基
础，教育要回到“学、思、知、行”四方面的统一，要学思联
系，知行统一。

理想的民办教育当重视“游学”。 “天地阅览室，万物
皆书卷”。 当今教育，禁于课堂，囿于课本，脱离火热的生

活，这不能不说是教育的一大失误。 学生时期，虽不能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但为了扩大视野，丰富知识，增
加阅历，提高修养，树立志向，学校一定要将“游学”作为
课程，为孩子创造接触社会的机会。

河南省濮阳市双语实验学校 李国林

理想学校需要土壤
我理想的民办学校应该完成两个实现：一是当下的

幸福和精彩，二是未来的成功和幸福。
我理想的学校，应构建出对学生的立体评价体系，用

多把标尺去衡量孩子， 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积极性的肯
定。 要让孩子们有很多可以追求的目标，努力引导孩子关
注、发展他们的长处。当然，评价要将终结性与过程性评价
结合起来，平时学生的各种表现也应该设定为评价体系中
的一部分。 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 姚景海

我的草根教育情怀
理想的民办教育绝不能以市场化、经济利益为追逐目

标，而是要遵循教育规律，把教育定位在“人学”。
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有一定的距离。 而这个距离恰

恰为民办教育人提供了一个自由生长、凸显个性、观
照自省、创造探索的理性空间。 追求理想教育必然要
规避民办教育自身的缺陷，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如
此民办教育才能在中国大地上蓬勃生长，天天向上，
真正承担起时代赋予自身的历史使命！

河南省长垣县步步高学校 方玉英

让尊重回到地面
践行一切理想教育的前提是： 我们虽是教育工作

者，但不是在做教育，而是在做自己的人生；我们不是以
经营教育为谋生手段，而是忠诚师道来实践自己的教育
梦想；我们不是拿教育来为自己的职业贴金，而是挺直
脊梁有骨气地承启一种生命的尊严！

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 汪兴益

让教育像呼吸一样自然
学校的教育，就应该是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教育，应

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以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出发点和落
脚点， 在学校的教室、 活动区域等硬件建设上处处彰
显人文气息。 学校墙壁文化的构建， 应充分考虑学生
的心理成长需求， 没有命令式的口吻， 有的只是润物
无声的熏陶、感染和引领。

福建省泉州市南少林武术学校 陈松信

教育关乎着一代代人的成长和命运，关乎国家的兴
衰、民族的未来。在十八大精神的指引下，作为基础教育
阶段的学校，在未来的 5 年或更长的时间内，该是什么
样的呢？

我心目中的未来学校，应当真正成为师生共享生命
幸福的乐园。

幸福理念引发展
幸福教育理念应当成为一所学校的核心价值理念。

学校的一切教育教学及后勤服务等工作和活动都应围
绕着师生的“生命幸福”开展，让师生在充满爱和温馨的
校园里共享学习的快乐、成长的快乐、收获的快乐、成功
的快乐，用幸福教育理念引领教师实现专业发展，引领
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引领学校实现持续发展。

优雅环境陶情趣
优雅的环境具有神奇的育人功能， 可以教育人、陶

冶人、影响人、改变人。 学校应注重校园环境建设、校园
文化建设，通过校园绿化、美化、亮化，让校园真正成为
师生共享生命幸福的温馨场所。让校园处处充满人文气
息，让每一面墙壁会说话，让每一株花草会传情，让每一
处景观会达意。学校的每一栋建筑、每一面墙、每一个角
落、每一棵树、每一朵花都成为一首诗、一幅画、一个童
话，给孩子以文化的滋养，充分彰显文化的力量。

专业团队凝力量
好校长是一所学校的魂，好理念是一个校长的魂；一

个好理念成就一个好校长，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学校。
校长用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学识魅力感染周围
的教师，让教师都能自觉感受到职业的神圣与伟大。教师
带着对教育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对学生的崇高的爱， 让学
生感受到学校生活的美好，体会学习成长的快乐，品味成
功的喜悦，享受教育的幸福。幸福校长熏染出幸福教师团
队，幸福教师团队带出幸福学生团队，让幸福在校园里洋
溢，让幸福在师生间传递。

灵动课堂提素质
课堂教学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主渠道， 要真正以学生

为本，对学生负责，实现因材施教，让不同的学生得到不
同的发展，既关注学生当前学业水平的提高，又为学生的
终身学习奠基，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通过灵
动的课堂教学，真正让学生把学习当成一种快乐的事，当
成一种美好的享受，真正使孩子们各有所学，学有所长。

良好习惯导行动
叶圣陶说： 教育的真谛就是培养学生的良好习惯。

未来学校要通过养成教育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生活习惯、卫生习惯、饮食习惯、思维习惯等。好习惯，益
终生，行动形成习惯，习惯引导行动。

多彩活动增能力
活动是育人的有效途径， 活动是德育的有效载体，

没有活动就没有教育。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
堂活动，达到特殊的德育效果，达到活动育人。丰富多彩
的活动能起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教育作用，让学生
在参与中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养成习惯、形成能力。 通
过寓教于活动之中，寓教于乐，让学生体验到学习、生活
的快乐和幸福。

高尚品格铸灵魂
学校是育人的地方，要让学生先学做人，再学做学

问，学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第一要务，以德立人，以德
立校，以德育德、以爱育爱、以情育情。学校要让每一个
人都有育人的能力，每一物均有育人的功能。努力让教
师承载阳光、充满阳光，让学生沐浴阳光、享受阳光，让
学校成为充满生机、活力的幸福乐园。学校要培养学生
先人后己、助人为乐、见义勇为等良好的意志品格和乐
观向上的性格，激发他们崇尚读书、热爱集体、奋发进
取等优秀品质。

全面发展享人生
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的必然要求，是教育的根本任

务。尊重学生个性，关注学生差异，通过培养学生的广泛
兴趣，开发丰富的校本课程，让每个学生都得到最好的
发展。既面向全体，又张扬个性，为学生搭建锻炼、展示、
提升、发展的舞台。 学生通过参加音乐、舞蹈、美术、书
法、英语、电脑、手工制作、课外阅读等活动，开阔视野，
启迪智慧，培养特长。学校要营造展示氛围，激发学生展
示欲望，培养学生展示才能，搭建学生展示平台，引领学
生展示成功，使学生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

未来的学校，一定会更加以人为本，更关注师生的
生命幸福质量，促进师生在学校共同发展，让师生享受
教育的幸福，成就师生的幸福人生！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襄城县实验学校）

共享生命幸福的乐园
□ 付永桥 向远方出发

□ 本报记者 黄 浩

理想的民办教育

■策划人语

对于民办教育来说， 什么才是长盛
不衰的法宝？ 是名誉，是质量，是细节。 名
誉从哪里来？ 更多的是从办学质量、办学
细节、办学定位中来。 因此质量是民办学
校的生命之源， 细节决定了民办学校的
成功与否。

河南省商丘市兴华学校 王 永

理想的民办教育， 应该在政府眼中
和公办教育一样是 “嫡子 ”，而不是 “庶
子”，更不是“私生子 ”，应得到和公办教
育一样的对待。

河北省固安县英才中学 何志杰

理想的民办教育需要有长远的、具有
差异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学校文化战略。 它
必须以服务学生为动力，以卓越品质求生
存，以“和谐、发展”为学校文化战略，使每
个人发挥最大的创造力， 取得最佳的成
果，达到学校、个人同步发展。

河南省郑州市中方园双语学校 彭自华

为什么一些优质民办教育机构集中
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 因为这些地方
思想开放， 公众认识到优质民办教育是
“城市名片”，是“投资环境”，是招商引资
的“软实力”。

天津市泰达枫叶国际学校 侯著久

在教育进入品牌化经营的时代，民办
学校必须通过提升学校教育品位、品质进
而形成品牌，从而实现品牌化经营。 转型
优质发展是民办学校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川省绵阳市东辰学校 祝启程

理想学校应该有自己的文化和特色。
教育的本体应该是多元和个性化的文化存
在，不应该始终只有一种路径和方式。学校
作为教育活动的重要场所，同样，不应该总
是抱有固有的发展方式和培养策略。

内蒙古杭锦旗亿利东方学校 陈玉成

任何时代都不缺“理论家”、“思想家”，
缺少的只是“行动家”、“实干家”，缺少的是
像大师一样躬身践行的人。或许，每个时代
都有人先知先行， 但更重要的是所有人都
自觉地朝着一个目标迈进。

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实验学校 贺永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