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朝阳区启动第三轮‘双名工程’，未来3年内，将建立特级教师基地，培养150位名师，力争推出5位教育家

型校长和教师……”2013年1月4日，一条这样的新闻被各大媒体报道。今天，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北京市朝阳区

便已经兑现了这一承诺———现有特级教师100多人，位居北京市前列。同时，市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分别占

到北京市的13.5%和14%，总量占全市近1/7，这再次将朝阳“人才强教”战略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

“一位普普通通的教师如何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能力，如何实现自我突破成为名师？第一，思

想要正，拥有教育信仰、大爱情怀、人本思想，懂得教育规律；第二，立足一线，始终坚守实践，立

足教育教学；第三，有所创新，敢于立足问题进行突围，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所建树；第
四，得到认可，在教育界有一定影响力，能够获得赞誉。”朝阳区教委主任孙其军
说。在激发全区教师内驱力的同时，积极全面搭建各种外部成长平台，

先立德，后成家，这或许就是朝阳人才强势崛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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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精
神之一， 是对中华文化影响深远的重要哲
学概念。 《周易》提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
哲学思想，认为只有保持圆满的和谐状态，
才有利于万物的发展。 《国语·郑语》 中也
云，“商契能和合五教， 以保于百姓者也”。
这充分说明了“和合”在协调人伦关系和治
理国家方面的重要意义。随着时代的进步，
“和合”的内涵也不断延伸，即指在承认“不
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它们统
一于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 彼此吸取优点
而克服缺点，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
事物的发展。

作为一线教师， 田欣将这种大智慧进
一步在班级治理和教学中进行融合， 结合
著名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提出的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 ，美美与共 ，天下大
同”的思想，提出了以“家”为核心的“合”和
“和 ”的理念 ，突出 “各美 ”、“共美 ”和 “不
同”、“大同”， 在长期的实践中取得了良好
成效。

合而相融
幸福是以家为起点画了一个圆

“27+1=1”。
新生班级见面会上， 田欣手执粉笔在

黑板上急速写下这样一个等式。
“这是咱们的班主任吗？ ”“这个加法怎

么能够成立呢？ ”“老师是故意这样写的吧？
但为什么是 27+1=1 呢， 而不是其他的数
字？ ”……刚才还沉浸在紧张当中的孩子们
立刻进入了激烈的研讨中。

一个 “错误 ”的等式 ，便是田欣 “合家
和”文化营造的第一课。

在激烈的讨论过后， 田欣开始慢慢说
出自己的真正用意，“这个式子从数学的角
度分析是错误的，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27 指全班的同学，1 指我这个班主任老师，
今后 3 年的时间里， 咱们要齐心协力拧成

一股绳，建立一个团结奋进的班集体，组成
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我们每个人都是
家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班兴我荣， 班衰
我耻’。 ”

同时， 在田欣的理念中还有另外一个
“错误”反推等式，也就是“1+1=27”，1 是人
人，27 则是集体，人人和谐共美，才会有合
一的强大“家”———班集体。

接下来便是“家中家”的组合。
田欣组织学生按照一定的规则组成

“一号家庭”、“二号家庭”……每个“家庭”
在教室分别围成圆圈， 依次坐下， 握手问
好，每一个成员做自我介绍：姓名、母校、特
长、爱好，来到新初中新班级、新家庭的期
望，在哪方面可以帮助或者服务大家，希望
在哪方面得到大家的帮助，等等。介绍后大
家发表感言与想法，然后共同制定“家名”、
“家训”、“家规”等。

“如果一个学生在学校学习和生活得
不开心，精神压抑、情绪低落，哪来的幸福
和成就感可言呢？ 又哪来的学习动力？ ”田
欣补充说，“我的这些活动都是为了一个最
终的目的———那就是让孩子们幸福！ 当孩
子们彼此友爱地握手问好时， 当大家面对
一张张微笑的脸庞，真诚地互相交流时，感
受到的是一种温馨和力量，之前的紧张、孤
独和无助也随之消失得无影无踪， 彼此间
多了一份了解，多了一份信任和安全感，幸
福便由之而来。 ”

走进田欣所带的班级， 你会发现，映
入眼帘的是一片温馨———装框悬挂的学
生全家福 ，绽放着孩子们的微笑 ；绿色植
物和小小的金鱼点缀着孩子们童年的欢
乐；精致的三角柜图书角，“将读书进行到
底”，让 “悦读越美 ”；“让人们因为我的存
在而感到幸福”，“做最好的自己， 做最棒
的三班人 ”等 “家训 ”，每看一眼都让你留
恋这个“家”……

这些都是田欣带领学生在开学后的
前两周完成和规范的物质文化。 更多的专
栏只有主题，在设计之初留下了很大的空
白，“学期成长目标”是整个班级一个阶段
共同努力的方向，“我的成长我记录”将会
记录他们每一天成长的点点滴滴 ，“红色
荣耀 ”专栏不久将重磅登出优秀者 、进步
者的名字，“师哥学姐谈学法”在班委会学
习部的精心设计下会给大家带来一期又

一期好经验好方法……这些都会随着学
段和育人的需要而变化，是一种动态的固
化“家”文化。

当孩子们对家有了逐渐的共识之后，
田欣便会从营造家的氛围 、 建立家的规
矩 、建设家的风气 、丰厚家的内涵等多方
面进行立体式深化。 比如在建立家的规矩
中便特意强调了“爱的必要规定 ”的 1234
工程 ，即 ：每个学生讲一个让自己感动的
故事，每周写两篇日记，书写三个自我，分
别在母亲节 、父亲节 、教师节和老人节的
时候写四封信寄给最亲近的人。 这些在给
了孩子们充分自主的同时，也进行了必要
的评价约束。

田欣对于 “家 ”外延的限定并非仅仅
是班集体 ， 而是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拓展
和延伸。 她从“小”家到“大”家，充分调动
和利用家校协作的 “大家庭 ”，一起见证
学生成长的历程 ， 让幸福深入到每个学
生的心中。

和而不同
馨德是为涵养每棵幼苗积沃土

“您说遇到我们是您的幸运，殊不知我
最幸运的事是遇到您。 ”学生高蔚岚的这句
话让田欣非常欣慰。

“初一刚开学时 ，大家都很规规矩矩
地叫田老师为‘MS Tian’。 时间稍微长一
些之后 ，大家也感受到田老师的亲切 ，正
好赶上学校的秋季运动会 ， 田老师在运
动会上带了一副酷酷的墨镜 ，‘老大 ’范
儿十足 。 于是从那一天起我们对田老师
的称呼就从‘MS Tian’变成了‘老大’，而
田老师也欣然默认了这个称呼 ， 并且也
会在我们面前自称 ‘老大 ’。 ‘田妈 ’这个
称呼或许田老师自己还不知道 ， 这个称
呼在女生圈子中是很流行的。 缘由嘛，应
该是田老师对我们称呼上的改变 ， 由名
字到闺女。 每次收到田老师的短信，看到
开头那 ‘闺女 ’两个字时 ，心里总是暖暖
的，感觉和老师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 而
且田老师对待我们真的像妈妈一般细心
周到。 ”高蔚岚说。

学生沈梦涵也说：“我们和田老师的关
系不是一般的好，而是特别好，亦师亦友说
的就是这种状态吧。 田老师成了我们受欢

迎的同窗好友，与我们相伴。 ”
几种不同的称呼， 便足可见田欣与孩

子们的关系非同一般。
当然， 这里面任何一个称呼都会有一

连串的感人故事。
田欣出生在一个教师之家， 父母都是

中学教师，这似乎也为她现在“合家和”大
教育观念的认识和提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 在那种氛围里，田欣打破的就是教师、
学生、家长的孤立，将三者密切地联系在一
起。 同时，后来的教育教学中，田欣潜意识
地维护着这样一个“家”的场。

“感谢您 3 年来的教育和培养 ，孩子
没少让您费心 ，我们永远感激您 ，您会是
一个被学生记住的老师。 ”中考后田欣收
到张小博（化名 ）家长的一条短信 ，“读着
短信我已热泪盈眶，做教师挺幸福的。 ”田
欣说。

张小博是 2010 届一名听力一级残疾
的学生 ，刚入学 8 月军训的时候 ，天气炎
烈 ，为了让家长放心 ，田欣逐个给家长发
了报安短信 ， 等收到张小博家长回复的
时候 ， 字里行间她看到了一位母亲的担
心和自豪 。 残疾的障碍让张小博在军训
中总是慢别人半拍 ， 但他的那种细心却
让田欣惊奇。 军训回到宿舍 ,疲惫不堪的
孩子们横七竖八累倒在了床上 ， 而张小
博却慢慢地摘下耳蜗 ， 并小心翼翼地放
在小盒子里 ， 然后规规矩矩放在枕头边
后才躺下。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田欣渐渐
发现了张小博的绘画天分 ， 并在她的鼓
励下竞选上了美术科代表。 这一消息，让
家长特别激动。

田欣同时动员全体学生发挥 “家”的
“合”和“和”的精神，一起来帮助张小博。课
上学生的倾听和课下学生的主动交流，以
及互相结对， 让张小博的生活变得更加精
彩。 就这样，3 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进
入了学校高中部。

“什么是教育？当你把受过的教育都忘
记了，剩下的就是教育。 ”爱因斯坦说。

一次已毕业的学生回来和田欣聊天，
谈到初中生活的时候，他说给他印象最深刻
的是举办过的万圣节冷餐会， 那些化装、换
服装、 开 party、 制作南瓜灯的场景历历在
目。这让田欣明白，其实，教育的成功就是培
养学生符合规律的下意识思维，而这离不开

一个大的“合家和”文化。
教师节当日，田欣一大早来到办公室，

只见桌上放着一盒牛奶， 上面写道：“您要
多喝奶多补钙，祝田老师节日快乐！ ”在这
样一个相互牵挂着的“家”里，师生怎能不
幸福？

德立，或在立德的云中

“看，这是我们学校九年四段学生发展
目标体系，一级指标分为规范修养、艺术修
养、学习修养、实践修养和人格修养五个方
面。 在一级目标下面还有二级目标和三级
目标，如人格修养下面又分乐观、自信、尊
重和爱国四个二级目标。 同时， 在乐观下
面， 又按照四个学段分成四个不同的三级
阶段目标……”

“这是我们的星章超市，是我们评价的
一部分，对应上面的指标。我们会评出自理
星、守纪星、好学星、才艺星……”

“这是我们的每月星章收纳袋 ，除了
结果呈现 ，还有 ‘我自己觉得需要改进的
地方 ’和 ‘家长的话 ’等反馈栏……我的
家长给我这个月的评价是 ‘子墨应多加
强体育锻炼 ， 并且上课时要积极回答问
题’……”

2014 年 5 月 23 日， 一次朝阳区教委
主办的全景呈现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德育成
果的展示会上， 嘉铭分校四年级学生张子
墨和他的几位小伙伴隆重介绍了学校 “全
人教育”的做法，让教育界同仁大开眼界。
这，便是朝阳区学校的真正育人魄力。

立人，先立德。做人如此，为师如此，教
育亦是如此。

陈经纶中学这种具有经纶特色的 “做
人德育”不仅立足于学生，同时还立足于教
师。 2014 年，刚获得“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的学校正高级教师王苹说：“学校做到的是
全人教育和全员德育相统一， 班集体建设
和班主任队伍建设相统一， 素质教育和减
负相统一，让学生综合素养全面突破。这是
陈经纶中学的做法， 同时也是朝阳区很多
学校共同追求的目标。 ”

“北京市 16 个区县中， 朝阳区在重
视德育工作方面有着很好的做法 ： 比如
专门成立德育科 ，并以此为核心 ，逐渐构
建起了德育工作办公室 、家教中心 、心理
中心 、社会大课堂 、班主任培训中心 、德
育中心等六大中心模块。 同时，它们也组
成了德育工作大体系。 ”朝阳区教育工会
主席陈先豹说 ，“还有搭建起几个德育工
作成长的平台 ， 如全过程的管理育人平
台 、全员育人平台 、学科育人平台 、社会
社区平台等。 ”

朝阳区通过这样一个系统让每一位教
师都成为德育建设的一分子， 就像构成了
一个巨大的 “云 ”，每位教师都是一个 “云
端”，而正是这样的“云端”构成了一个无比
强大的“德育网”。这样抱团式的“云”氛围，
激发了每一位教师的德育能量， 这正是朝
阳的“德育模式”。

朝阳区垂杨柳中心小学便是这一德育
模式的临帖和破帖者。

5+2>7？是的！这就是学校德育模式中
“生命成长共同体”的精髓。 学校用全员育
人思想凝聚教育利益共同体， 围绕丰富的
课程、多彩的活动，努力营造全员育人的实
践氛围。同时，学校打破年级的排序，把一、
四年级放在一个楼层，二、五年级放在一个
楼层，三、六年级放在一个楼层，组建跨年
级成长共同体， 构建了大手拉小手的育人
途径。

“我们认为，每个学生在学校都有学习
者和实践者两种不同的角色， 高年级学生
在担当中培养责任意识，锻炼理性能力，低
年级学生在跟随的同时学会服从， 养成良
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这些都是相互的。 ”
垂杨柳中心小学校长钟亚利说。 这样的一
种思想在家校合作方面也发挥到了极致，
各方共同营造的是让学校成为每个生命都
精彩的强大“生命场”。 在“朝阳德育模式”
和学校特色德育模式推动下， 学校涌现出

了以全国模范班主任郑丹娜为代表的一批
优秀教师。

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 师德
是深厚的知识修养和文化品位的体现。 师
德需要教育培养，更需要教师自我修养。做
一个高尚的人， 应该是每位教师的不懈追
求和行为常态。在朝阳，有的就是这样一个
人人构建起来的立德氛围！

名师，或在成为名师的路上

“今天的课不上了！ ”“哐当！ ”一句掷
地有声的话语伴着重重的摔门声 ，怨气 、
自得 、诧异……各种心理弥漫在教室里 。
这是刚刚毕业后被分配到某县级中学的
赵慧上课的一个场景 。 当时学生根本不
把她放在眼里 ，上课铃响后很久 ，教室里
仍旧一片嘈杂。 她感到非常愤怒，于是便
发生了这一幕。

骨子里不服输的那种“拗劲”让赵慧不
断在反思中明白，教育并不是“对着干”，而
更多的是需要“顺应和养护”。

从职业生涯第一课的“逃兵”到站稳讲
台，赵慧苦心探索，走过了一个 10 年，又一
个 10 年。她也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优秀
教师。 如何再往下发展？ 2011 年，赵慧搭上
了北京市第八十中学“教育家成长工程”这
趟车，成了首批入选“未来教育家”的教师。

同时，伴随着朝阳区第三轮“名师工程”的
启动， 作为北京市中学语文骨干教师和朝
阳区中学语文学科带头人的她也成了 “打
造精英计划”的重点培养对象。如今她已经
多次主持国家级重点课题并荣获多个全国
性奖项。

“正是这样更广阔的平台让我对教育有
了更深的理解 ， 让我逐渐学会了享受课
堂和享受教学 ，也助力我在通向未来教
育家的路上走得更快 。 ”赵慧说 。 赵慧仅
仅是朝阳区实施 “名师工程 ”中普普通
通的一位受惠教师 ， 更有像今年荣获
“全国模范教师 ”称号的劲松职高向军 ，
荣获 “全国优秀教师 ”称号的芳草地国际
学校张龙 ，等等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中国未来
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靠人才，基
础在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所以，要完成育人为本、促进公
平 、 提高质量等这些教育工作的重要任
务，最关键的还是要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

朝阳区作为首都城市功能拓展区 ，
被赋予了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 、 中国与
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节点 、 对外服务业
发达地区 、国际体育文化中心等功能 ，要
力争成为转变发展方式的示范区 ， 建设

世界城市的试验区 ， 推进城乡一体化的
新型区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模范区。 “新四
区”建设，对以“总量大、类型多 、发展快 ”
为主要特征的朝阳教育在 “人才强教 ”战
略实施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 正是为了
迎接这一挑战， 早在 2004 年， 朝阳区教
委便着眼内涵发展 ， 启动并实施了第一
轮“双名工程”。

从 2004-2008 年第一轮中的培育 、
塑造 、引进三重点建设 ，到 2009-2011 年
第二轮中的课题研究工程 、 课题实践工
程 、成果展示工程 、成长资助工程 、人才
引进工程等的实施， 再到 2012 年启动的
第三轮 “名师工程 ”中立足培养的成就未
来计划 ，着力成长的打造精英计划 ，重点
推出的塑造名家计划的三项重大举措 ，
朝阳区一直不断完善名师培养 、奖励 、引
进等管理机制 ，梯次攻坚 ，以满足教育发
展实际需求。

以塑造名家计划中的 “全国知名特级
教师学术研讨基地”为例，该基地落户陈经
纶中学，旨在“汇聚当代教育家资源，分享
知名特级教师智慧，呈现最完美一线课堂，
共建全国教育科研体系”。 2013 年 12 月 12
日，启动仪式便吸引了来自全国 10 多个省
市的 500 余名教育专家和特级教师参与。
2014 年分别聚焦学科和主题，通过知名特
级教师引领骨干教师、 骨干教师辐射青年
教师的策略， 逐渐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运作
模式。

十年磨一剑。在这 10 年里朝阳区通过
“名师工程”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高水平、高
素质的教师， 为朝阳区打造教育强区奠定
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今年国务院高度重视基础教育， 首次
在基础教育领域评选教学成果奖。 北京市
获得了 8 个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其
中朝阳区马芯兰校长团队和八十中学江建
敏老师团队获得一等奖。另有 4 人获得“首
都劳动奖章”，61 人获得 “北京市优秀教
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在过去几年里，朝阳区多项教育评价
指标连创历史新高，实现了人才发展与区
域教育品质提升的良性循环。 “在朝阳的
教师中 ，如果你不是名师 ，那一定是正走
在成为名师的路上。 ”朝阳区教委相关负
责人如是说。

□ 房 涛 聂成华

□ 房 涛 聂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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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立朝阳 师成名家

合而相融养心田 和而不同育馨德
———记田欣和她的“合家和”教育

她是一位不守规矩的教师，在

学生们眼中不是“MSTian”，而是

“老大”、“田妈”或“田同学”；她是一

位大智若愚者，在班级建设中执着

地认为“27+1=1”、“1+1=27”；她是

一位把“小家”当“大国”治理的人，

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天下大同”的文化植根在学生骨子

里。她就是田欣———“合家和”教育

的提出和实践者。

誗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给你
温暖和自由。

誗做学生生命中的贵人。
誗班主任要会煲制心灵鸡

汤，做孩子们的心理营养师。
誗相聚 3 年，幸福一生。
誗要懂得和接纳学生的感

受，唯有接纳，才能放下，唯有放
下，才能成长。

誗良好的师生关系是我们的
第一生产力。

誗“把班级还给学生”，让每
一个学生以主人的姿态对待班集
体， 这是班主任工作理念中的黄
金法则。

誗亲其师信其道， 爱其生乐
其教。

誗我们希望孩子有什么样的
未来， 就看我们给未来留下什么
样的孩子。

【欣话慧语】

【人物小记】

田欣： 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
学优秀英语教师、班主任，朝阳区
英语骨干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北
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一等奖 、
特等奖获得者，朝阳区“田欣班主
任工作室”负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