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北京东城 迎来“教育家办学”时代
□ 刘术红 聂成华

北京市东城区，一个拥有 20 多个国家部委、100 多个厅局级单位，一大批国家级科研机构的热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资源首屈一指，教育也是全国领先。 2011 年 9 月 8 日，教师节来临前
夕，该区在国子监举行“全国教育家成长论坛”暨区域“教育家成长工程”启动仪式，顾明远、魏书生、冯恩洪等当代教育家坐而论道，把智慧的种子深埋在了这片育人沃土。 时隔 2 年，放眼而视，
东城区已然率先进入了“教育家办学”的时代。 我们循着教育家的步伐，走进他们的人生，探寻那“生命影响生命”的历程，感动，时时涌上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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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孩子， 从我们呱呱坠地的一刻起，直
到垂暮，他在我们成长的岁月中未曾老去。 每当回忆起童年，那儿时蒙眬
的记忆夹杂着欢快便涌现出来，那是藏在我们心底最深刻的幸福。 帮助
孩子留下最美好的回忆，用爱为孩子的快乐人生奠基，成为了北京市第
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心中的梦想。

潜心研究 确立教育理念
在冯惠燕的心中，保护孩子幼小的心灵，为孩子的快乐人生奠基，是每

一个教师应该履行的职责。 1978 年，从北京幼儿师范学校毕业跨进北京第
一幼儿园的大门起，冯惠燕就立志将此作
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1992 年 5 月，冯惠燕
走上领导岗位，担任一幼的园长兼党支部
书记。 在 35 年的教学实践中，冯惠燕用对
幼教事业的执着和热爱，为孩子的健康成
才和园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幼教事业的飞速发展， 面临着
教育改革带来的新挑战， 冯惠燕思考着
一个永恒的命题： 一幼该如何顺应时代
发展？ 要为孩子提供什么样的教育？ 应该
怎样教？ 她深深地感悟到：必须在立足园
所实际和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
先进的教育理论，探索一条科学的、大众
的、民族的内涵发展之路，把一幼办成与
世界学前教育接轨的现代化精品幼儿园。
经过潜心研究，冯惠燕最终把“为孩子的
快乐人生奠基” 确立为一幼的办园理念。
其内涵是：让自信自主成为孩子的人生态
度、 让探究创新成为孩子的思维方式、让
审美愉悦成为孩子的性格品质。在这一先
进的教育理念的指引下， 一幼将环境教
育、艺术教育、亲子教育融为一体，促进幼
儿艺术能力与人文素养的全面发展。

“为孩子的快乐人生奠基”是冯惠燕从多年教育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教育理念，也是一条适宜幼儿发展的教育新路———从孩子的个性发展出
发，力争使每个孩子都快乐地成长，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

理论指引 开展教育实践
“为孩子的快乐人生奠基”从创设适宜幼儿发展的教育环境入手。 走进

一幼，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幼儿园的古典垂花大门，走在抄手游廊环抱的小花
园里，处处能感受到美的气息。 楼道里悬挂的美术作品、墙壁上的“民族艺术
小天地”，楼梯上贴着习惯认知图片，一切都在无声地熏陶着幼儿对美的感
受。 甚至连孩子们盖的被子都是缎子面的，“缎子面是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
产物，是一种文化标志,要让孩子感受民族的东西。”冯惠燕说道。她坚信民族
艺术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幼儿，希望借这些色彩和图案来营造一种艺术环境，
同时增强幼儿的民族自豪感。

冯惠燕不仅重视环境美的建设， 更高瞻远瞩地制定园所的教育目
标，她仔细学习《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对艺术领域教育的要求。 “八
五”期间，幼儿园开展了“快乐的音乐教育”的研究；“九五”期间又进行了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艺术启蒙教育”的研究。 在教学特色基础上，全园教
师参与了“十五”教育科研课题《幼儿园艺术教育“四性”的实践与探索》
及“十一五”教育科研课题《在综合艺术活动中指导策略的实践研究》的
探索 。 经过长期的实践研究 ， 一幼探索出了幼儿园艺术教育的新模
式———人文主题统领下的单元综合艺术教育。 这一新模式是对传统艺术
教育的挑战，将传统幼儿艺术教育研究中的“四重”（重知识、重技能、重
标准、重权威）变为“四强调”（强调在一日生活中的渗透、强调幼儿独特
的体验感受、 强调课程建设中的融通整合、 强调教育过程中的师生互
动），在新旧观念的碰撞中迸发出了新的教育火花。

“人文主题统领下的单元综合艺术活动”的教育模式，以音乐、美术、戏
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为手段，通过对教育目标的整合、教育内容的丰富、
教育方式方法的多样，促进幼儿全面发展的综合艺术教育实践，体现了“以
儿童为本”的教育思想。 艺术活动人文主题的选择，都是与幼儿的生活环境、
情感体验密切联系的，它符合幼儿期生理、心理、社会性发展的阶段性和连
续性的规律和特点。 艺术活动的内容、形式，幼儿的发展目标都是随着幼儿
成长而不断丰富发展的。 在单元主题的选择上，围绕“人与人”、“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确定，并以幼儿的社会实践为线索，挖掘艺术教育价值，突出四
个关联，即“艺术与情感”、“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文化”、“艺术与科学”，实现
幼儿艺术能力与人文素养的整合发展。 在综合艺术教育氛围的熏陶中，孩子
们可以大胆地进行想象和创新，充分地感受着，自由地表现着，发展了探究
创新的思维方式，塑造了审美愉悦的性格品质。

多来年，在全体教师共同努力下，一幼整理了综合艺术单元主题 43
个、艺术活动典型案例近 500 多个，这些都成为了教学研究的宝贵的第
一手资料。

此外，冯惠燕非常重视家园合作，让家长成为教育的伙伴。 冯惠燕认
为，没有家长参与的教育是不完美的教育。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一
幼通过各种渠道开辟多元参与的亲子互动平台，使家长成为教育的参与
者、合作者、支持者。 例如，采用“走进来”的形式，鼓励家长成立了爸爸妈
妈剧团，一起排练儿童剧，通过看爸爸妈妈精彩的演出，孩子们对表演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愿意在艺术活动中跃跃欲试。 又如，采用“双向参与”
的方式，举办了诗歌节、故事节、阅读节等多种家园亲子教育节活动，让
家长深度参与到教育过程中。 再如，在“亲子阅读节”活动中，向家长倡导
睡前半小时的亲子阅读活动，培养了幼儿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学习兴趣。

以人为本 民主成为愿景
“冯园长为人随和，亲切，总是给人一种坚强、乐观、阳光的感觉，哪

怕有再大的困难，她也只是把它们看作一次次的锻炼机会。 在她柔弱的
身躯里，总能给人一种坚定和自信，让我们这些教师感觉很踏实。 ”一幼
的一位老师说道。

作为学前教学理念的探索者， 冯惠燕带领园里的教师们一点一滴地摸
索，一步一步地实践。 作为幼儿园的园长，冯惠燕有着明确的办园思路和办
园目标。 一幼的所有提议都要经过教代会讨论，让全体教职员工了解并达成
共识，进而使园所的发展目标成为全体教职员工的共同愿景。

在管理工作中，冯惠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把帮助、促进
教职工实现自我超越、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上，采取各
项措施调动全体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变“要我干”为“我要干”，由被
动向主动转变，从而达到教职工和幼儿园共同发展的双赢目标。

管理的目的就是沟通，在沟通中实现理解。 在管理过程中，冯惠燕推
行“教师与管理者平等对话”的工作方式，鼓励教师思维的独立性与创造
性，不以任何形式、任何权威来压制教师个人的见解。 在民主风气的熏陶
下，在“园荣我荣”观念的指引下，教师都自觉地接受共同愿景的召唤，为
完成园所制定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回首过去，冯惠燕信心满怀。 展望未来，冯惠燕丝毫不敢懈怠。 她清
楚地知道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为孩子的快乐人生奠基，让孩子拥有一
个美好的未来。

教育是涵养与浸润
在寒冷的冬日和钮小桦晤

谈一室， 颇有点坐而论道的意
味。钮小桦的每句话都带着观点
和思想，需要听者不断地用心咀
嚼、玩味。 他说：“好的教育要像
空气一样，成为支撑学生生命的
元素，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 ”这
就是钮小桦提出的 “空气养人”
的教育理念。 空气是生命之源，
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每时每
地都在影响人的生活。学校是一
个个生命成长的地方，同样需要
“空气”，需要滋养人性灵的“空
气”。 “空气养人”就是建构最适
合师生发展的学校文化。

钮小桦告诉我们，“空气养
人”算不上新鲜。 《菜根谭》中有
句话，他极为欣赏———“会心不
在远，得趣不在多，盆池拳石间
便居然有万里山川之势， 片言
只语内便宛然见千古圣贤之
心。 ”教育即生活，他说：“重要的是悟，是涵养和浸润。 ”要给学生
创造一个美的、乐的，富于人文底蕴的大环境，让他们健康成长。
钮小桦希望“当学生回忆往事的时候，北京二中留给他们的不是
痛苦，而是生命必需的营养。 ”

在教学楼间行走，会看到一座座、一排排古色古香的橱柜，走近
一看，里面是北京二中优秀教师们的课堂教案、书稿、有纪念意义的
私人用品，这是他们对历史的尊重与追寻。我们还看到墙壁上各式各
样的名人名言， 他们在用墙壁说话……其中夹杂更多的竟是学生的
习作、习题，这是展示孩子们才情的“学生手迹展”，是他们交流与展
示的平台，这面墙壁不是在说话而是在对话。 钮小桦说，北京二中硬
件中的环境建设力图打造一种文化，不在于单纯的美化，而在于“育
人”，在于人与物化的环境之间有信息的传递、心灵的对话。

“六百教育”活动给你营养
“学校不在于教会学生几道题，关键在于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人。 ”钮小桦说。
“空气养人”出自一个浪漫与现实融会贯通的思考———关注

10 年后、20 年后孩子的成长，旨在创造最适合人发展的学校教育
生活，是一个价值期待。 其深层意义在于：当学生走出校园之后，
留在他们记忆中最深刻甚至影响终生的，不是哪一门具体的学科
或知识， 而是经过几年校园生活所逐渐形成的一种价值认同、行
为习惯、学习方法和生活态度。

2001 年，钮小桦来到北京二中任校长，那时“空气养人”的理
念还只是个雏形，只是他对于素质教育的思考。刚提出来时，很多
人不理解，甚至有人质疑。 但钮小桦没有辩解，因为他知道，事实
胜于雄辩。 当有的人还在狐疑彷徨的时候，“六百教育”活动被推
行开来。现在想来，那不啻于一声惊雷，打消了人们的疑虑，让“空
气养人”的理论开始为大部分人所认同。

“百位名人进校园”，倡导积累与机遇；“百位校友进校园”，发
现成长的基因；“百位教师进班级”， 展现教师的人格魅力；“走进
百位学生家庭”，推动家校结合；“百所高校进校园”，激励学生规
划人生；“百节学科素养课”，打开学科视野，提升学科素养。 这就
是北京二中为学生设计的“六百教育”活动。白岩松、邓亚萍来了，
原来每一个人的成长都不容易，每个人的青春都会伴有迷茫和困
惑；师兄师姐回来了，他们从二中进入大学，走向社会，自立、自
强，树立了二中人的良好形象，展现出学校的文化基因……

“中国孩子没有自由与空间，缺乏质疑与批判精神。 ”钮小桦
认为，传统体制下的教育扼杀了孩子自由成长的空间，他们是在
按照社会的普遍期待成长而忘了唤醒自我的需求。 “六百教育活
动”的开展，正是对这种教育体制的质疑，它变传统的“封闭式”、
“灌输式”、“教训式”为“开放式”、“渗透式”、“疏导式”的德育方
式，营造了良好的教育氛围。 “六百教育活动”把成长的机会交给
学生，信赖他们，鼓励他们追随心灵深处的声音。

君子不器。 钮小桦提倡教师要做教育者而不是教书匠，要
克服功利短视的教育观，具备教在今天想到明天的远见。 他说：
“教育应该是一座桥，连接现实和理想，让我们在今天看得见学
生明天的成长。 ”

课程是支撑学校特色的核心
钮小桦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关注的方面往往是别人所忽

略的，比如，他专门花时间考察过中外学校的招生简章，从这些简
章中，他发现，中国学校的招生简章是模式化的，往往要提及学校
历史悠久、师资雄厚、设备优良、办学业绩丰富等。 国外学校却不
是这样，他们会你告诉你为什么选择这所学校。 然后把课程一一
罗列出来，告诉学生和家长这些课程有什么特色，由哪一位教师
来教，在哪里教，用什么方法来教……

二者有什么不同？ 关注点不同。 中国学校关注学校本身，国外
学校关注课程、关注学生的需求。 钮小桦欣赏后者，所以他才会在
2008 年提出一个观点：让具有鲜明特色的课程成为二中办学的亮
点，成为学生选择二中的理由。 钮小桦认为，课程特色是支撑学校
特色的核心要素。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课程是学生思想激荡的生
发场。所有的办学理念、教育主张、教育期待、教育目标都要靠课程
去产生影响。课程不仅要教会学生学习知识，更要教会学生一种终
身学习的能力。

在钮小桦的大力倡导下， 北京二中建立了自己的校本课程体
系。 其基本目标是形成基础的、多样的、合作的、选择的课程体系，
坚持强调其“多样性、适用性”，更突出其“前沿”、“时尚”和“变革创
新”。 课程涉及“文学与艺术、人文与社会、科学与创新、技术与生
活、体育与健康”等五大领域约 160 门课程，以供学生根据自己的
特长和爱好选择。

字如其人，他们的书法课，属意提高学生修养；国标舞课，通
过肢体语言来表现文雅得体的异性交往；高尔夫课，通过学习如
何挥杆、怎样着装来提升内在气质；更有体验类的职业见习，组织
学生到报社、电台、政府部门、商业服务业、跨国公司等上百个单
位参加职业体验。

“我们不是要打造系统的课程，而是要创造一种独属于我们
学校的课程魅力。 ”钮小桦说。 北京二中的的课程不仅关注知识，
更强调意识、文化、观念、能力、素养等深层次的方面，就是把教育
渗透在学生的骨髓里，流淌在学生的血液里。 钮小桦用行动践行
着他的教育观———“教育是一种自然，不是刻意、刻板的，而是一
种自然而然的东西。 ”

教育是件极“简单”的事
不知不觉已经有了近 40 年的教育经历，现在回想当初，吴甡还有些

恍惚。 “一不小心就中了教育的毒”，他笑着说，看到如今的自己，选择教师
并坚持下来多少还是有些不可思议的感觉。

其实，要说起来，吴甡的家庭也算得上教育“世家”，家里有很多人从
事教师这一职业。 但从事教育却不是他最初的追求，他少时的愿望是要当
一名医生或者商人。 最初走上教师岗位，吴甡心里多少有点不情愿。 然而
人生就是这样奇妙，在点滴的教学中，在和前辈、同事的交流中，他逐渐爱
上了这个职业。

“身边有一群人，他们对教育的热情就像一团火，温暖着我。 ”同时吴
甡也渐渐领悟到：做教育，其实不是很难，也没有那么复杂，就是用生命去
影响生命。 “那种渴望学习的眼神，那种期待的目光，任何人都会在心灵深
处有所感怀。 ”正是这种生命的影响，使得教育开始与他的生活相融合。

走过那么多的学校，担任过不同的职位，他一步一步，尽心尽力。 做得
越多，吴甡越觉得教育是件极“简单”的事，“就是一个平常心，就是一个我
们踏踏实实，就是一个不急功近利，就是一个不浮躁，就是尽我们的力量，
去用我们的生命去影响学生的生命。 ”是的，这样的教育于他而言是件极
其平凡、简单的事，在外人眼里却自有其不凡和艰难。 做事容易，难得的是
坚持。 任何人能把一件小事做好，但却没有几个人能保证 1 年、10 年甚至
几十年如一日地把这件小事处理好。 而要做好教育， 需要的就是这种恒
心。 “他们有爱，把教育当成一种信仰，他们只求做学生生命里一个平凡的
渡者，引导学社求善、求美、求真。 ”吴甡感慨，“这样的人就是基础教育的
脊梁。 ”也正是这样的一批人汇聚而成教育的中流砥柱，我们平时很难从
报道中听到他们的话，看到他们的身影，但他们是真正爱教育的人。

如今，离退休还有不过几年的时间，吴甡对教育却越发眷恋，“教育已
经融入我的骨髓，成为一生的情结与信仰。 ”

勇敢去走自己的路
“下过乡、插队过，当过车把式，种过地，吃了很多苦，也收获了很多的

感悟，一个本不喜欢教育的人，最后却想逢人就说，教育应该是农民种庄
稼。 ”吴甡自我揶揄。 在独特的生命历程里，他对于教育有了自己的想法与
感悟。

2001 年，吴甡接任广渠门中学校长。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这很有些临
危受命的意思，“一校三址、两年周转上课，学校生源急剧下滑，除了分配
来的学生，根本没人主动愿意来学校上课，学校声誉一落千丈。 ”在广渠门
中学待了多年的老教师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仍不免唏嘘，落差让很多教师
的心都凉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吴甡来了。 顺境创造的是成功，逆境锤炼的是才能。
在广渠门中学这片教育的沃土里，吴甡几十年的教育智慧蓬勃而生。

他向 “六个特别”———“特别有礼貌，
特别守纪律，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
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借力。 这本是宏志
班的班训，后来升级为校训，成为广渠门
中学的办学特色。 “当时的学校就像是宏
志班的孩子，虽然条件差，但心里憋着一
股劲。 ” 吴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坚信，
“咬牙，撑过去，就是晴天。 ”

他天生有这样的豪情：相信自己的选
择，更勇于走自己的路。

从校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吴甡的教育
重心所在，他更看重的是学生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他认为教育的责任不应该局限于
高考，局限于知识的传授，而是一种可持
续发展的能力与生命体验。 “我们都担心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仔细想想，其实生
活中鲜有刚起跑就摔跟头的状况，都是跑
了 5 公里 、10 公里以后才会形成不同的
梯队。 所以，教育要考虑 5 公里以后储存
的能量。 10 公里以后他再跑，需要储备的
能量你给他了吗？ ”教育要给予孩子一生
的财富，这财富最根本的是要接受精神的
教育，教育不仅是人生的信仰，更是传递
信仰的事业。 吴甡说：“教育也是一种宗
教，也是要给学生一些信仰。 ”广渠门中学重视学生精神品格的养成，因为
这才是创造幸福、决胜未来的根本素养。 是的，家长们非常乐于看到这样
的孩子：他们懂孝道，有涵养；敢担当，有能力；讲诚信，成绩好。 而这就是
从广渠门中学走出的孩子———首先是学会做人。 “人正了，什么都能学。 把
人做正了， 一切都会好的， 学校在做人方面提升了， 升学率也会逐年提
高。 ”人正、风清，学校里自然而然就会营造出乐观向上的积极氛围，吴甡
谦卑地表示，这样自己就满足了。 “我的教育目标不够宏伟、宽广，就是要
让孩子有一个良好的心态， 培养出一批批健康、 快乐、 可持续发展的学
生。 ”他说。

靠自己的努力改写命运
在广渠门中学办公楼正厅的墙上有这样一句话 “让我们敲希望的钟

啊，多少祈祷在心中；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它来自于
《祈祷》中的歌词，是在装潢新办公楼时，吴甡特意提出来，镌刻上去的。 这
隐隐诉说出广渠门中学标志性的校园品牌———宏志班。 1995 年，在北京市
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广渠门中学开全国风气之先，创设了宏志班。 专门
招收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来这里免费享受高中教育，从而开创了
中国教育体制中慈善事业的先河，赢得社会各界的极高赞誉。 而说起来，
吴甡与宏志班则有着更深的渊源。 1995 年，他恰在广渠门中学挂职，并参
与了这个班的创建工作。 这样的经历，让他对宏志班、对宏志精神有着深
刻的理解。 “宏志班不是扶贫，它是脱贫的象征，是让孩子们靠自己的努力
改变命运的象征。 ”

优秀的“宏志生”在各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们良好的生命状态，他
们刻苦学习、不畏贫穷的乐观与坚强，凝聚为典型的宏志精神，在全校范
围内产生了榜样与示范的作用。 在这个崇尚精神财富的校园里，孩子们不
去捧歌星，不去捧影星，而捧的是这些宏志班的哥哥姐姐们，看到他们的
学习状况，看到他们打篮球那身姿，看到他们每天在学校里活跃的身影，
哪个青年人不羡慕？ 而谁又知道他们还承担着别人无法想象的各种负担：
有的要利用课余时间为家长分担经济压力，有的要伺候瘫痪的老人，有的
要伺候双目失明的父母……即便如此，他们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他们在
学校的各项科技、文体、艺术等活动中依然表现突出。 经过近 20 年的宏志
班教育，广渠门中学培养出了 400 多个优秀的“宏志生”。

从 1995 年开始， 全国各地已经有 300 多个类似于这样的宏志班在开
展，北京市还创造了一所宏志中学，专门招收贫困生。 2008 年，广渠门中学
作为先行者，召开了一个全国宏志教育的研讨会，全国各地党和政府，包
括国家领导人，都来到了这里，对广渠门中学教育实践给予了高度肯定。

宏志班能够坚持这么多年，无疑是告诉我们所有中国的青年人，靠自
己的努力是完全可以改变命运的。 这也是做人的教育，是对人性、品格、性
格培养的教育，在吴甡看来，这是一种更高级的教育，代表着教育的目标
和归宿，是一种人的教育。

给学生知识之上的素养
———记北京市第二中学校长钮小桦

做“人”的教育者
———记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吴甡

为孩子的快乐人生奠基
———记北京市第一幼儿园园长冯惠燕

钮小桦， 北京市第二中学
校长，北京市人大代表，连续担
任东城区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

吴甡，特级教师，北京市
广渠门中学校长，北京市人大
代表，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冯惠燕，中共党员 ，北京
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一幼儿
园园长兼党支部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