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味道的学校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当教师把每一个学
生都理解为他是一个具
有个人特点的、具有自己
的志向、自己的智慧和性
格结构的人的时候，这样

的理解才能有助于教师去热爱儿童和尊重
儿童。 ———（苏）赞科夫

只有一门学科是必须要教给孩子的，
这门学科就是做人的天职……我宁愿把有
这种知识的老师称为导师而不称为教师，
因为问题不在于要他拿什么东西去教孩

子，而是要他指导孩子怎样做人。
———（法）卢梭

只有在人格的直接影响之下来培养学
生并发展他的智力和品德。 不可能用任何
程式、任何纪律、任何规章和课程时间来人
为代替人格的影响……

———（俄）乌申斯基

民主的校长 ，有四种任务 ：一是培养
在职的教师 ，教师是从各处来的 ，校长应
负有责任使教师进步 ； 二是通过教员使

学生进步并且丰富地进步 ； 三是在学校
中提拔为老百姓服务的人 ， 如小先生之
类 ； 四是应当将校门打开 ， 运用社会力
量 ，使学校进步 ，动员学校的力量 ，帮助
社会进步。

———（中）陶行知

对小孩奖励带来的危险不如处罚的危
险大， 但是奖品对孩子的破坏性影响比较
不容易显出来。奖品是多余的，而且是消极
性的。为了奖品做一件事，就等于说这件事
本身不值得做。 ———（英）尼尔

儿童一旦懂得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
后， 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
量的一种刺激。如果您能使儿童爱好名誉，
惧怕羞辱， 你就是他们具备一个真正的原
则，这个原则就会永远发生作用。

———（英）洛克

在我看来， 真正的教育始于一个人为
理想所鼓舞，能认清自己，思考自己生活的
意义和目的， 审视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和应
当成为一个什么人。

———（苏）苏霍姆林斯基

在教师的能力和情绪跟自己的学生的
能力、力量和情绪相接触的最高境界上，才
能产生一种真正的、欢乐的、引人入胜的教
育学， 师生之间才能有真正的精神上的相
互沟通。 ———（苏）阿莫纳什维利

教师在教育事业中的任务在于提供刺
激学生的反应和指导学生学习过程的环
境。归根到底，教师所能做的一切在于改变
刺激， 以便尽可能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智力
和情绪倾向。 ———（美）杜威

（夏祥程辑）

被“吐槽”的校服

媒体看点 � � � �作为校园文化的象征物之一，校服往往不只是一件简单的衣物，事实上，它关乎学校的“颜面”，关
乎学校的品位，关乎学生的审美。 长期以来，中国式校服饱受诟病，因其无差别化的设计，千篇一律，将
所有学生“格式化”。 有论者认为，这样的校服是对人性的一种钳制，更多的人则高声呼吁：让校服“好
看”起来吧！

校服变革，“美”卡在了哪儿？
“运动式”校服

“在很多人的记忆里，校服‘不堪回首’，穿着肥
大的运动服就像穿着个米口袋。 青春啊，就这么被湮
没了。 糟糕的是你没法选择。 ”

“其实，中国的校服是最舒服的，像个麻袋一样，
穿起来简单不费时， 再好的身材穿了也不过是套麻
袋，所以不需要减肥注意仪表之类的，所以我才无所
畏惧地在校服年代发胖。 ”

最近，运动式校服引起了网友的持续吐槽，青春
的记忆一下子被唤醒了。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 各地以学校为单位或
者是在一定区域内学生统一穿着学生装已实行了近
二十年。 难道突然间，丑就成了校服的代称？

“其实，有的学生买了很多套运动服。 他们把校
服当成一种纪念品，承载着对老师、同学、校园生活
的美好回忆。 ”在北京师大二附中教师李煜晖看来，
当记忆超越审美，校服本身反而显得并不重要，也无
法用美与丑来评价。

“校服，应当作为校园生活的一种方式，是学校
文化的一个载体。 ”某服装设计公司董事长张岳芝对
此有着深刻的记忆，“比如，我们去哈佛，可以买他们
的校服、领带、文化衫等来收藏。 我们国内的校服应
该形成一个完整的视觉体系， 这也是未来学生装发
展的方向。 ”

如何得体又美观

当前， 对校服呼声最高的就是校服款式和面料
舒适度的问题。

“下一步，我们将在学生装的安全、质量、款式、
品质、 服务机制等方面加强研究， 深入挖掘学生装

（校服）在德育、美育方面的培养功能与教育价值。 ”
在日前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举行的推进
校服工作会上，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副
主任刘诗海表示。

就校服而言，有运动装，有制服，甚至是生活装。
“学生也有制服，款式也好看。 但是，学校没有专

门的更衣室，不方便学生及时更换。 ”清华附中副校
长杜毓贞说。

这的确是不少学校的苦衷。 北京市海淀区卫国中
学校长张燕玲就表示，制服虽然好看，但并不适合学
生每天的活动功能，“比如做操等，换服装特别麻烦。 ”

“制式服的季节性太强， 只有春秋两季才用得
上。 另外为了减轻家长负担，我们没有每年更换制式
装。 ”北京中关村二小鲍海楠副校长说。

平时，穿梭在校园，最常见的还是运动式校服。
一些网友亦有相同的感受：“正装固然好看，但

在校生这么多，更换起来很不方便，运动式校服更适
合些。 ”

美， 需要有条件配合， 比如提供更换衣服的场
所。 而这，即便在大城市的中学，也很少有学校可以
做到。

“其实，运动服也可以做成漂亮的时装来穿。 我
们已经开始了服装新面料的利用和新款式的开发这
两方面的研究。 作为企业，我们希望教育部推行准入
制度 ， 这样我们正规的企业就有了一个安全的渠
道。 ”安徽宣城博仕家纺董事长朱贵康提议。

校服变革的难题还不少

其实，教育部非常重视学生装（校服）工作，各地
也开始了一系列探索：上海建立校服“双送检”制度；
南京市变革以校为单位的校服模式， 探索以区为单

位统一学生服，在集中采购过程中广泛听取学生、家
长和教师意见，降低成本、规范管理。

而现实中，校服变革的难题还不少。 据了解，因
为考虑到利润率和市场规模， 一些高端企业对进入
校服市场的机制、动力、意愿不足。 在准入制的制约
下，校服只能以销定产，就是订单来了才能做，这是
典型的“多批次、少订单”，这些都在客观上造成了校
服市场的高度分散、低设计、低技术、低价格。

“而且，很多学校对校服的认识还停留在‘功能
阶段’，比如校服的功能是统一着装、统一识别，这样
会形成‘只要统一就好’的心理状态，运动服成了识
别学生的标志。 校服应该承载礼仪熏陶功能， 可以
‘由外而内’，从学生的直觉美出发，唤醒学生美的意
识。 ”伊顿纪德国际校服产品及营销总监陈川表示。

事实上，如果我们从理念上，把校服定位在改变
学生气质，影响学生行为习惯，改变学校视觉识别效
果，甚至从推动学校文化建设的高度，来主动选择适
合学校教育文化特色的校园服饰， 中国的校园服饰
“弃丑达美”，完全可以实现。

陈川建议，由教育行政主管统筹；家长委员会评
议产品、自主定价、自愿采购；质检部门只管技术、管
双重检测、管执法；教育部门要确保不能返点、不能
有潜规则。 在这样的管理格局之下，各部门就可以各
司其职、专业匹配、平行监管，实现校服的良性发展。

“一方面要鼓励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因校制
宜，不搞一刀切，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科学
有序推进学生装工作。 另一方面还要更加关注学生
装的款式和品质，要体现出创新，承载中华文化传统
和时代精神。 同时增强舒适度、优化价格成本，让学
生装成为广大学生喜欢穿、适合穿、穿得起的统一制
服。 ”刘诗海表示。 （靳晓燕）

□ 本期主持：黄 浩

□ 沙心语

学校奇葩活动：
让孩子自己创造经验

碰撞礼与美：校服变革弘扬“礼教结合”
近日， 在迎接抗美援朝志愿军遗骸归国的仪式

上，向烈士献花的少先队员们身着黑白蓝色调校服，
既庄严肃穆，又不失活泼朝气。 有人认为，这或许意
味着，中国校服将告别以往的“面口袋”形象，而以精
心的设计、合体的剪裁来展现学生的蓬勃朝气。 或许
随着校服式样的改变，以建立自信、塑造审美、张扬
个性为代表的中国的素质教育将进入全新时代。

“校服”一直在国内受到诟病，不仅仅由于毒校
服等严重的质量问题， 更多的是由于当前中国校服
对于青少年审美和个性的扼杀。 从 “矮到死” 的 PS
热，到复古怀旧的民国校服毕业照，校服通常被吐槽
“丑到爆”，“丑到没朋友”。 刚刚离开中国的美国第一
夫人米歇尔， 为中国校服留下了一个发人深思的话
题。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不久前曾表示：“穿着这
样的校服，青少年会因此产生巨大的心理障碍，甚至
形成对教育的恐惧。 ”无独有偶，曾有教育界人士认

为，校服代表着年轻一代的精神面貌，中国的素质教
育不仅要从教育政策等入手， 更需要重塑青少年的
个性和自信。

上述人士指出， 很多学校为学生定制沉闷呆板
的运动服，是为了压抑性别意识，从而降低学生们青
春期可能出现的问题，“不能因教育部门的 ‘懒政’，
而压抑青少年的天性， 让当代的青少年过早地失去
洋溢的青春色彩 ， 这将会导致中国文化的不断衰
退”。 与这一理念不谋而合，国内著名校园服饰品牌
伊顿纪德提出了“引领中国校园服饰变革，推动普世
教育价值重建” 的品牌使命， 将校园服饰定位在礼
仪、文化和教育。 据悉，迎接志愿军遗骸归国仪式上
少先队员的新版校服，即由伊顿纪德设计生产。

伊顿纪德的 CEO 陈忠表示，“领结、领带和服装
本身配合起来，都代表一种礼仪和规范”。

“校服不应‘只是一件衣服’，而是作为一个学校

显性文化载体， 通过其外在形象能对特定的校园文
化起到直观的诠释作用， 帮助人们完成从视觉感知
到文化定位， 是流动着的文化名片、 是礼仪、 是教
育。 ”陈忠表示。

评论人士认为，中国家长总是为孩子故意买偏
大的校服 ，使其审美意识弱化 ，却忽略了一个人在
青春的时候正在培养自己的审美的意识，无意中打
击了孩子的自信。 而为学生定制合身优质美观的校
服，恰是注重培养青少年审美意识的表现 ，对于国
内校服的变革，将会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有的校服
青春活泼，男生穿上像小绅士，女生穿上很优雅。 ”
一位小学教师表示，“书生气的校服设计，有利于培
养学生当代社会所弘扬的 ‘独立 、个性 、友爱 、忠诚
的新气质。 ”

据《光明日报》、中国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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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攻读幼儿教育学位的时候，经常得到幼
儿园里面去 “做作业”———观摩并做案例分析。 每次
观察，教授都要求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点记录下我们所
看到的真实情况，包括孩子的行为以及老师的不同对
待方式。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幼儿园里极具特色的
一些生活体验活动。 这些活动让幼儿园变得更加生
活化，同时也解决了很多生活中的烦琐问题。

1. 牙医的亲临教学
有许多幼儿园的孩子还没养成自觉刷牙的习惯，

等到他们长大以后，就很容易有牙病，每次与牙医见
面，都伴随着身体的极度苦痛，怎能不对牙医满怀恐
惧，恨得咬牙切齿？在美国不少幼儿园，《牙齿认识》被
设为“必修课”，每隔一段时间，学校里就会有牙医亲
临幼儿园给孩子们上一堂生动的牙齿课，而且会让每
一个孩子都体会帮道具刷牙的感觉。

在我所观察的那个幼儿园，牙医是一个学生的家
长，他是自愿来幼儿园给孩子们上课的，有时还会带
一些和牙齿有关的小礼物———比如糖果。 有时候，他
还会带些其他的小玩意，如蔬菜、饼干等，孩子们就在
分食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食物分类。

2. 别开生面的梦想表演
梦想，几乎是童年的代名词，每一个孩子都有自

己的梦想，他们也许想做模特，也许想做宇航员，也许
想开消防车，也许想开摩天轮……在这里，每个孩子
即将离校之前，都得完成一次表演———将你的梦想展
示给大家。

我参加过一个小女孩离校之前的模特表演。同学
们在班级中搭建起一个小型的 T 型舞台， 老师和班
上的同学着装打扮，盛装出席，有的还穿着自己的设
计服，自己走上 T 台，而即将离校的那个小女孩便是
最后的压轴。

3. 大学生球星的亲自教导
美国大学都会有自己的球队，特别是棒球、橄榄

球和篮球。 每年，幼儿园都会联系大学生球队，邀请
后者派 10 名左右大学生球星来到幼儿园， 现场教导
孩子们正确的打球方式，陪着孩子们运动。

一次，我听闻附近的幼儿园邀请了一个知名的棒
球队，特意跑过去围观：这些年轻的球员们花了整整
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每一个班级做示范，再让孩子们排
好队，一个接一个地进行动作指导，然后煞有介事地
和将球员和学生们搭配分组，进行比赛，还指定了一
个较大的孩子当小小裁判， 站在专业裁判旁边当助
手。 比赛十分有趣，连围观的我都快爱上棒球这个运
动了。

4. 充当乞丐日
美国人越来越意识到浪费已成为自己的生活习

惯，不少幼儿园开始以“杜绝浪费”为主题，举办乞丐
日活动。

乞丐日活动，顾名思义，就是让孩子们穿上破旧
的衣服，扮演乞丐，高年级的孩子拿着装满食物的篮子
扮演派发粮食的人。 食物的简陋程度和现实中乞丐能
够得到的差不多（当然是干净而健康的）。这一天，食物
是限定派发的，如果孩子不吃也就只能饿着了。

美国幼儿园的这些“奇葩”活动日，说白了，就是
为孩子提供一个模拟情景，通过角色扮演，感受这个
社会的不同角色，如牙医、果农，甚至乞丐等。如此一
来，纸上那些原本抽象的学科知识变得具体生动，社
会上那些原本遥远的职业前辈也来到了孩子的身
边。 这都说明了一点：学习别人的经验，不如让孩子
自己创造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