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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的信仰
新的一年里 ， 我们的

学 校 将 成 为 一 个 童 话 世
界 。 校园里 ，走廊里 ，到处
贴满了童话图画 ， 走廊书
架上放满了童话书籍 ，孩
子们走进校园仿佛走进一
个童话世界 ， 他们可以任
意展开想象的翅膀 ， 享受
儿童的乐趣 ， 吮吸精神的
滋养，快乐自然地成长。

我们的校园将是一个
孩子的乐园 。 课外活动时
间， 孩子们可以荡秋千，可
以攀岩 ， 可以在迷宫里探
险， 可以在沙池里游戏，可
以在养殖园里喂小兔子放
鸽子，可以在池塘边观小鱼
小蝌蚪 ， 可以在花池里赏
花 ，可以在果园品尝 ，他们
亲近生活，亲近自然。

等到春天，每个教室前
面的阳台花池，让孩子们去
开垦 ，让他们去播种 ，去浇
水、施肥、培育，每天观察记
录种子的生长，感受生命的
奇迹，让每个老师和孩子都
建立 “种子的信仰”。 每个
孩子心中都有一颗种子，那
可能是一个梦想 、 一种信
念，也可能是一个懵懂的想
法 ，但当它长大 ，都将会成
为一个奇迹。我们要从小在
孩子潜意识中种下“种子的
信仰”。

我们的课堂将会是更加
开放的课堂， 孩子们在宽松
民主的氛围中， 可以尽心看
书思考，可以对子合作，小组
合作学习，可以动手剪、折、
拆、合、修、写、画；可以讲解、
表演、辩论 、歌唱 、舞蹈 、画
画；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聪
明才智， 勇敢发表自己独特
的见解，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
展示自己的才华，展开心灵
的翅膀自由飞翔； 可以张开
小嘴巴大胆地说， 伸出双手
勇敢地去做。在这里，孩子们
充分得到解放与释放， 心灵
被唤醒，个性得到张扬，人格
大放异彩， 学习和生活精彩
绝伦。

□ 王国平

学生管理和教
师管理 ， 都存在着
“教化 ”与 “文化 ”的
辨析。这是我在和一
些学校管理者谈文

化管理的时候， 用比较的方式引申出来的
一个话题。

首先， 我们谈到了什么是教化的问题。
其实，教化是一个很政治的概念词，比教育
要宽泛一些，甚至更早一些。 查一查资料便
知，在《诗·周南·关雎序》中就曾有“美教化，
移风俗”这样的句子。《礼记·经解》中也说过
“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可见，
如此古老的教化概念其实很现代，因为教化
的内涵包括了政教风化、教育感化和环境影
响，这比我们通俗或传统的说教式教育要好
得多。

但文化又胜于教化一筹。我在谈话中用
了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如果把教育比
作少林拳，把教化比作太极拳，那么，技术含
量更高的内家拳或许更应属于“文化”。这里

我把文化视为“文而化之”，属于动词。
“文而化之”与“教而化之”都是基于管

理而言的说法，甚至“教而化之”的价值走向
最终就是“文而化之”，就如中国古代周公与
孔子所言的教化于民众，使之由“野蛮人”变
为“文化人”一样。

其实，在学校管理中能谈及教化已经很
不简单了，至少我们在这样的理念下会摒弃
那些“说教”与“管教”。比如，树立典型、模范
引路， 通过一些先进的人和事来感化大家，
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和制度约束。 又如，
建设一个适合读书的书香校园环境，让学生
在书香的环境中得到熏陶，这就是环境育人
的问题。 包括建设一支爱校如家的教师团
队，用集体的人文精神感染着大家，这些都
属于环境影响。 所以，我在谈教化的时候提
了一个观点，如果我们能深谙教化管理也了
不得， 这已经属于很懂管理之道的事了，同
时，这也是让管理从平面走向走向高阶的一
种方式。

但深究下来，教化之于管理来讲，还是

存在主动与被动的问题， 或者说， 教化也
具有一定的硬性前置 。 文化管理则不然 ，
文化讲的是潜移默化 ， 讲的是柔性浸濡 ，
讲的是大道无形，讲的是无为之治。 所以，
文化管理当属最高境界的管理艺术和艺术
性管理。

具体举例， 如果一所学校在管理积淀
下形成了一种 “家文化 ”，那么 ，大家会看
到老师们的无私奉献， 会看到老师们对工
作毫不计较的精神， 也会看到大家对责任
从不推卸的态度， 甚至谁危及到学校声誉
时， 大家会不顾一切， 挺身而出维护学校
的利益。 此时， 对于任何一位新入职的教
师来讲 ， 在没有人会要求他加班加点工
作， 也没有哪个领导去要求他担当一些份
外工作的情况下 ， 他会左顾右盼之后 ，被
大家的行为文化所感染和推动 ， 最后 ，也
能逐渐融进“家文化”之中。 这就是文化管
理的力量 ，或者叫魅力 ，是 “美 ”的管理能
量在软性文化下的体现。

如果我们跳开教化管理， 把简单的硬

性“管教”行为拿来，并与“文化管理 ”做一
次对比 ，这时 ，我们用 “北风与南风 ”的寓
言故事来比喻是最恰当不过了。 故事中说
道：北风与南风打赌，谁能把一个人身上穿
的棉衣脱掉？ 寒冷的北风便一个劲加大风
力，想用蛮力气吹掉棉衣，不曾想却导致了
这人把棉衣越裹越紧。 而南风不然， 徐徐
的暖风吹拂下，这人竟然主动脱下了棉衣。
所以， 我们不妨把简单硬性的管教行为看
作“北风”，把于无声处见功夫的管理视为
“南风”。 从中，便可悟出管理之道。

总之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 ，管理是一
门艺术，而终极管理的追求必将是规避简
单，管出文化。 而且，当一所学校具有了正
向文化之后 ，文化反过来又会作用于学校
管理 ，这就是文而化之的道理所在 ，也说
明了文化的确具有管理的功效 。 或许 ，我
们也可以从北风与南风故事中得到一种
隐喻：健康的学校文化也是一种方向和指
南 ，如果与之背道而驰 ，最终必然会在学
校管理中“败北”。

教化与文化

视教育 10平

一次外出学习时，一位民办学校校长的
“抱怨”激起了我动笔的欲望。

据她讲： 每年年审时， 一些学校出点
钱，就是走走过场，压根不像“文件”表达的
那样。 但作为校长， 他对年审还是很重视
的，尤其今年，他想借助领导的指导促进工
作，所以县教体局 “民管办 ”通知学校准备
时， 他就向董事长汇报并亲自安排和检查
相关工作，准备迎接领导的到来。可是教体
局有关领导再三 “食言 ”———今天说明天
来，明天说后天来，甚至说不来了。 等校长
再电话联系时， 某领导说第二天 8 点准时
到。 结果，校长再次安排迎接，但第二天 8：
40 仍不见人影！ 于是校长就去处理一起特
殊事情了———他以为领导又不会来了 ，其
他工作不能耽误啊！ 可不巧的是，就在他处
理事务时，县、市领导们真来了。 虽然他事
先已安排专人等候，但人家是“上级领导”，
一问不是校长迎接，就责怪为何不见校长？

碰上办公室的人应变能力不足， 一时找不
到校长，又没有提供高规格的招待，也没主
动发出“副校长能否暂替代 ”的疑问 ，于是
那位大领导就非常恼火 ， 当场下了结论 ：
“校长真不行 ，真是××”，要将不合格结果
登报云云。

不知内情的校长处理好事情后，惊闻此
讯，快步跑向领导，意欲解释，但不耐烦的领
导已判定学校“不合格”，必须整改———理由
是餐厅顶部有点灰，学生的被子晒到教室的
栏杆上了！

还没等她说完 ，“民校 ‘年审 ’≠校长
必接 ”这个念头 ，就迅速从我心中蹦了出
来……

如此年审是否有点离谱？ 如果领导按
年审要求， 真正审查学校的具体工作是否
做好了， 领导是否敬业， 教师教研工作如
何，升学质量怎样，安全如何等 ，在校长不
在的情况下照样可以进行。 如及时发现了

问题，就提出批评，要求整改。这，谁也不会
有什么意见， 但仅仅因为校长没有及时接
待（而且不是故意的）就不高兴 ，凭个人好
恶就评定不合格， 还说什么要将结果登报
云云，这哪儿是年审？ 简直是审校长是否专
心恭迎领导！

本来年审的目的，就是看看学校是否“合
格”，是否存在问题，主要是让年审者能了解
到学校工作的真实情况， 绝不是看校长是不
是个“马屁精”或做表面文章的高手！ 至于校
长接不接， 恐怕不是主要的。 从这个意义上
讲，真正的年审应该不打招呼就进校，也不能
让校长来接，而是要通过了解学生、教师，走
进课堂，真正了解到学校的真情后再下结论，
这样才是最好的方式！

类似这样的年审恐怕不是一起或一个。
十八大之后， 中央领导都改变工作作风了，
我们的个别“官老爷”为何放不下架子，体谅
体谅一线教师的辛苦呢？ 现在，高中校长的

压力 ， 尤其是民办高中校长的压力够大
了———升学的、安全的。 我们的主管部门更
应该多提供些“援手”，而不是借工作去摆官
架子，甚至耍官威，这显然与“执政为民”不
符啊！

真的，当我听完校长的叙述后，我真的
为那位所谓的“官爷”而担心———如此心态，
怎样搞好工作？ 又如何真心为基层服务？ 上
级领导到基层指导工作， 绝不是添乱子、找
岔子、耍威风！当然，作为校长也应尽可能地
照顾好上级领导的面子， 如因事不能亲迎，
要做好解释工作。 遗憾的是，那位校长遇上
了“火气”太旺的“钦差”了———不容解释，她
也只有任人处罚了！

但我真的想对位高权重者说一声———
“请多察民情，多蹲下身子对话”！ 这样，对
扼制被大家挞伐的 “腐败 ”现象 ，实现 “执
政为民”应该是既便宜又有效的一剂良药！
这其中，教育官员更应戒之慎之！

如此年审
□ 冬 梅

责任至上，理想致远。
1 月 26 日上午，一场以“为了更好的教育”为主题的社

会责任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这场由一个民办教
育集团发起组织的主题报告会吸引了不少媒体的关注。 中
国民办教育协会名誉会长、国家总督学顾问陶西平，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祖书琴，原国家教委专职委员、
国家副总督学郭福昌，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章家祥等应邀出席了报告会。

这是一次富有创意的庆典。
这原本是北京精诚教育集团的一个 20 周年庆典活动，

但是这样的庆典少了众多领导和嘉宾的讲话， 少了奢华的
演出，而换之以形式新颖，能触动人们心灵的社会责任报告
会。 他们以报告会这种最严肃、也最安静的方式，向社会汇
报了精诚教育集团一路走来的艰辛曲折、经验教训、感悟与
反思。报告会的主角是在集团工作和已经退休的老师。为感
谢在精诚教育集团 20 年发展历程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一
辈教师，报告会上，北京精诚教育集团董事长王国欣亲自为
20 位“精诚奖”获得者颁发了荣誉奖杯。 回忆起与精诚并肩
作战的日子，已是古稀之年的老精诚人也难掩激动。曾任精
诚文化学校副校长的高级教师陈竞华， 把精诚的这段工作
经历称之为“永存的记忆”，她说：“过去的努力获得了幸福
的回忆。 精诚成就了我 50 年的从教之旅，我在精诚曾有过
闪亮的日子，这是永记在心中的美好与骄傲！ ”

这是一次教育理想的告白。
精诚教育集团成立于 1992 年， 是一家涵盖 0-18 岁学

段，集培训教育、学前教育、全日制小学教育、家庭教育和教
育服务及教育产业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教育集团。 20 年来，
精诚旗下已拥有名师俱乐部、名校长俱乐部、名教育工作者
联谊会等教育资源中心， 及精诚梦想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
司、金石图书公司、教育会馆等教育服务产业，为学生提供
海外游学、图书出版等多种教育服务。 此外，通过少儿英语
大赛、双语小记者团、奥林匹克教育博物馆、少儿教育庙会
等特色项目，为少年儿童提供独具特色的优质教育。

“20 年，我们只做优质教育。 ”这是精诚教育集团始终
信守的办学承诺。为了给社会提供更好的教育，精诚教育集
团从没有懈怠。董事长王国欣在报告中道出了自己的理想。
他说，在未来 10 年里，精诚教育集团还将更加坚定地走公
益办学之路，将携手中国最优秀的慈善基金会，充分运用自
身的教育资源开展公益活动，全面启动精诚爱心基金；继续
举办公益助学班，再次开设第二届少儿英语英模子女班，让
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学习外语，改变命运，让好人不再流血
也流泪，从而倡导更多的人勇行义举；将在一批专家的支持
下，正式启动童年教育项目，逐步破解“钱学森之问”；探索
并创造条件，举办养老育孤院，建设特殊的“第二家庭”，为
社会分忧解难，践行社会责任。

陶西平评价说，精诚从几个人“你挑着担，我牵着马”开
始，以坚实的脚步走出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中国民办教育发展之路。 以 “做事惟精 做人惟诚”为
魂，以“敢为人先、追求卓越”为目标，精诚用诚信践行了民
办教育的社会责任：用精的队伍、精的成果，以一流民办教
育的姿态，取信于家长，取信于学生，取信于教师，取信于社
会。精诚的发展之路是中国民办教育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次基于社会责任的集结和呼吁。

报告会上， 精诚教育集团联合北京 19 家知名民办教
育机构，向社会郑重发出了“社会责任宣言”，倡导诚信办
学，表示要“安安静静，努力实现更好的教育”。此举在民办
教育遭遇诚信危机的今天具有特别意义，表达了精诚教育
对于社会责任的担当与关注。发布宣言的所有教育机构向
社会承诺：“无论孩子是富裕还是贫穷， 是健康还是残疾，
是聪慧还是平常，我们会以教育人的职业操守和教育者的
智慧，一视同仁地去拥抱他、帮助他、成就他，永不抛弃和
伤害！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周孝正从社

会学角度高度评价了这一宣言。 他说，中国已经迅速进入到
现代高风险的社会，我们要用良知、用诚信、用爱心、用静心
和满腔热情来践行社会责任。其中，良知是内心充满善意，不
懈追求完美，努力维护公正，完成内心的超越。这就是我们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诚信的背后是
信仰，信仰是对大自然的心灵仰慕，对未知领域的敬畏之心，
对社会公正的内心追求，对美好人生的情感寄托；爱心，即真
善美，俗称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静心，就是谦虚谨
慎，不骄不躁；满腔热情就是积极向上的国民心态。

为了更好的教育
———北京精诚教育集团创办 20周年社会责任报告会综述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康 丽

隰精诚社会责任宣言
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 教育工作者的职业

良知和个人操守、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关乎个人的未来、家
庭的希望，关乎民族的兴衰。我们深知，这是一个需要用良心
托起的事业。

面对道德严重滑坡的现实，作为有良知的教育人，我们
不愿麻木不仁，更不愿随波逐流。 从我们从事教育的第一天
起，我们就认定自己是社会责任的忠实承担者。过去、今天乃
至未来，我们初衷不改。

今天，我们再一次郑重承诺：
无论孩子是富裕还是贫穷 、是健康还是残疾 ，是聪慧

还是平常， 我们会以教育人的职业操守和教育者的智慧，
一视同仁地去拥抱他 、帮助他 、成就他 ，永不抛弃和伤害 ！
我们要让我们今天给他的教育让他受益一生。

我们只用爱教育的人做教育，只用爱学生的人做老师！
让我们一起怀着对教育的神圣感宣誓：
让我们以诚信远离虚假；
让我们以爱心拥抱孩子；
让我们安安静静，努力实现更好的教育。

隰精诚校庆徽标释义
徽标整体为一棵树，象征“精诚教育”已从一株幼苗

成长为中国民办教育的一棵参天大树，同时传达“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的理念。

“二 ”变形为树冠 ，象征 “精诚教育 ”的内涵更加
“枝繁叶茂 ”，形成多元化 、综合性 、互为支撑的产业
链 。

由 “中国华表柱 ”变形的 “十 ”，象征 “精诚教育 ”
立足中国 、 走向世界的伟大梦想和基业长青的坚实
之路 。

精诚教育集团联合 19 家培训机构发布社会责任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