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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
□本报记者 吴绍芬

在当今知识多元化、综合化、经
济全球化的大教育背景下， 社会对
校长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校长
是学校的领导者、 教育思想的传播
者、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只有具
备胸怀全局的驾驭能力、 坚定正确
的办学方向、勤勉刻苦的务实作风，
等等，才能担起历史的重任，满足时
代的要求。

其一， 胸怀全局的驾驭能力。
校长是学校的管理者、 决策者，是
教育政策、教育规律的践行者。 校
长的管理水平、 执行政策的能力、
管人用人的方略，决定着学校的兴
衰和命运。 教师都想当校长，但不
可能都能当校长，也不可能都能当
好校长。 做人做到一定的境界，做
事做到一定的水准，才能从一名教
师成长为一名校长。 做校长是做人
与做事所追求的理念，校长要用自
己的人格魅力去影响人，要用宽阔
的胸怀、 非凡的气质去感召人；要
“遇横逆之来而不怒， 遭变故之起
而不惊，当非常之谤而不辩”，这才
是一个称职领导者必备的素质 。
“一匹狼领导的羊群能够打败一只
羊领导的狼群”。 所以，校长必须具
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不仅包括专业
能力，更重要的是驾驭专业和专业
人员的能力 ；“知人者智 ， 自知者
明”。 一个校长不仅要知人善任，更
要有自知之明 。 只有自知才能知
人、用人、服人。

其二， 坚定正确的办学方向。
正确的办学方向来源于校长高度
的政治敏锐性，表现出对上级决议
不折不扣的执行力。 一个校长政治
敏锐性的高低，决定着他对教育政
策理解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教育改
革的方向和成败，决定着对各级教
育行政工作任务落实的好坏。 推广
家长学校 ；实施 “六个一 ”读书活
动 ；建立学科交流平台 、对口交流
下乡支教；实行体、音、美教师镇内
统派走教制……学校工作推进快，
效果就好，校长的政治敏锐性和执
行力高低决定着办学效果的优劣。

其三， 勤勉刻苦的务实作风。
校长要勤政，就必须做到“勤思考、
勤观察 、勤研究 、勤总结 ”，还要做
到“腿勤、眼勤、口勤、手勤”。 比如，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要结合本校实
际和教师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培
训计划， 这样才会更具针对性，不
会张冠李戴。 要经常深入教学一线
听课、评课、检查指导，经常深入学
生群体调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生活困难问题。 要及时总结每一项
活动、 每一项工作的成绩与失误，
这样才能不断进取，不断发展。 校
长要务实，实实在在做事。

其四，廉洁奉公的自律思想。校
长要严格要求自己， 严格遵守财务
制度，处事讲规律、办事讲原则，善
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发扬班
子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决不能搞家
长制、一言堂。 校长要做好表率，端
正自心。《论语》中说：“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校长作
为学校的领导者，必须品行端正，谨
慎从事，以身示范，身先士卒。 校长
要公、正、明、大。 校长能公，心自然
没有私欲；校长能正，心自然不存偏
见；校长能明，心自然没有隐情；校
长能大，心自然深邃广博。用常人心
处理平常事，以公正心待人、宽大心
应物、镇定心处变，这是领导者的基
本态度。 校长要用制度去管人、管
事。广泛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决不能
朝令夕改。坚持以人为本，关心教师
的生活，关注教师的成长，关爱每一
位学生。

其五，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校
长要处事果断、 知仁善任、 知错就
改。 改过从善是人生道路的一座金
桥。作为校长，我们一定要善于听取
反面的意见，知错就改，这样就一定
会成为一名教师拥护、学生尊敬、敢
于担当的优秀校长。

（作者系陕西省柞水县科技和
教育体育局局长）

新时期校长
应具备的五种素养

□李均良

□王 丽

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前身
为中南实验工农速成中学， 由潘梓年、赵
君陶等于 1950 年 9 月创建。 1958 年学校
更名为华中师范学院第一附属中学。 校训
“厚德博雅，笃学敏行”这八个字，体现了
华师一附中培养学生的整体模式和特色
风格，前四个字要求学生德才兼备，后四
个字指导学生知行统一；前者要求学生超
群脱俗，后者鼓励学生出类拔萃。 表达了
华师一附中为中华崛起、以培养创新拔尖
人才为己任的高远志向。

厚德：指道德高尚。 与其相关的成语有
“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坤》：“君子以厚德
载物”， 意为道德高尚者能承担重大任务。
华师一附中以德立校， 要求学生成才先成
人，优学且厚德，做一个品德高尚、人格健
全、具有高度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

博雅：“博”指博学多闻，可谓学识广
博，见闻丰富。出自《荀子·修身》：“多闻曰
博”。 “雅”指才望高雅，可谓富有才学，享
有声望，举止娴雅，不同流俗。叶圣陶先生

说：“温文尔雅，正是学者的态度”。华师一
附中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要求学生科
学与人文并重，现代与传统结合 ，全面提
高自身的综合素质 ， 成为符合新世纪需
要、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才华横溢的复合
型人才。

笃学： 即专心致志学习。 其典故出自
《三国志·吴志·孙瑜传》：“济阳人马普笃学
好古，瑜厚礼之”。 学校以优良的学风享誉
社会， 莘莘学子心仪神往。 学校提出把时
间还给学生，把方法交给学生，要求培养学
生自学能力，掌握研究性学习方法，让学生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敏行：古有“讷言敏行”一词。 出自《论
语·里仁》：“君子欲讷于言敏于行”，意味说
话谨慎，办事敏捷。 校训取“敏行”一词，因
为学校历来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学生要勇于实践，善于实践，在实
践中服务社会，完善自我。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华中师范
大学第一附属中学）

晒校训

华师一附中：厚德博雅 笃学敏行

历史的重任和时代的发展，对
校长素质要求越来越高。 新时期的
校长，到底应该具备哪些素养呢？

10 月 17 日至 18 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教育基金会成立 30 周年纪念大会暨“陶行知思想当代价
值”高端论坛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与会代表对陶行知教育思想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回顾与梳理，为我们更好地
弘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带来启迪。

学陶师陶研陶|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30 周年纪念

平民教育一直是陶行知推崇的教育
思想。 陶行知作为留美博士辞去高官厚
禄，从象牙塔走向茅舍，打赤脚扛锄头创
办师范学校，他的内心有一个巨大的动力
在召唤：“建立 100 万所乡村小学， 改造
100 万个乡村，达到改造中国、富强中国的
目的”。 他说：“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
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 我们要用最短
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
书，做好人。 ”他还前瞻性地预判：“所以今
日之平民教育， 就是将来普及教育的先
声。 ”陶行知主张的平民教育思想对近代
中国教育发展影响深远，对提高国民素质

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即使对当代中国
的教育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

但现在， 随着生活富裕程度越来越
高，平民教育却日渐式微。 贵州省人大常
委会原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
顾久心中一直有些担忧：“家长在争名，绝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学校在争胜，一
分都压倒英雄汉；社会在争强，就业岗位
青睐‘985’‘211’的学生。 这样一争就很难
‘平’下来。 ”

在新时代，我们如何传承陶行知的平
民教育思想？ 顾久提出两条路径：一是弄
清楚陶行知时代“平民教育”的内涵。 当时

的平民可能就是弱者，是与贵族、精英相
对应的一个阶层。 教育其实就是整个社会
的一个缩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复制。 只
不过 ，它不是原版再现 ，而是一个 “升级
版”。 二是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建立新的
平民教育理念并展开实践。 在顾久眼中，
中国具有平民教育的良好基因，在当前竞
争激烈的现实社会里， 我们可以传承创
新。在顾久看来，旧的平民教育产生的情绪
可能是怀旧；如今的平民教育，是以民族主
义为基础，可以义利并举。 既怀旧又创新，
奖励出类拔萃，帮扶弱者，人人平视，通过
建立一个平民社会，从而支撑起平民教育。
新时代践行陶行知的平民教育， 就是要通
过建立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的社会，在此
基础上实行具有民族主义、 义利兼顾的平
民教育。 “社会制度、环境是第一位的，教育
是第二位的。 有了好的社会，教育就会更加
美好。 ”顾久充满信心地说。

在张劲夫、陶晓光、陶城、刘季平、方
明、张健、胡晓风等老一辈陶行知研究专
家的指引下，教育界留下了许多与“平民
教育”息息相关的文字和影像。 1985 年 9
月 5 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陶行知基金
会在北京成立。 “从此， 一个追寻行知精
神、与时俱进推进教改的中坚力量出现在
舞台上。 以理想交换‘陶子’，以勇气触碰
变革，带着理性和饱满的情感，抒写光荣
的梦想。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朱小蔓
回想起这些，依然激动不已。

朱小蔓还说：“陶研会作为学陶、践陶
的重要载体，我们不追求在研究会中的名
分、奉献和得失，陶研会不是什么时髦就
追求什么，什么有利益就做什么，而是社
会问题、教育问题需要我们忧虑、操心、思
考什么， 我们就针对问题寻求解决之策，
引领时代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是陶行知了
不起的地方，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

家长在争名，绝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学校在争胜，一分都压倒英雄汉；
社会在争强，就业岗位青睐“985”“211”的学生。 这样一争就很难“平”下来。

新时代如何求解“平民教育”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千
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
这些话至今仍回响在我们耳边，也是陶行
知一辈子教育情怀和教育理念的真实写
照。 “陶行知的教育情怀，除了体现在爱教
育、爱学生之外，还有改造教育、批判教育
问题的意识。 ”朱小蔓的评价引起 200 多
位与会“陶友”的强烈共鸣。

陶行知的一生充满了对教育的爱 。
他不仅做过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
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而且亲自

创办了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
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陶行知在实
践中摸滚打爬， 不断提升和丰盈着自己
的教育思想 。 “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
校”“教学做合一”，成为陶行知教育思想
的内核。 “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本土教
育家， 陶行知的思想充满人民性、 社会
性、民族性，让传统的中国教育走出狭小
书斋，走向了更广阔的城镇、乡村和落后
地区。 这是很了不起的。 ”代表们异口同
声地说。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中的万事万物都
饱含着教育的影子，教育、学习和做人是
分不开的。 在他眼里没有坏学生和好学生
之分，每个儿童都可以教，并且儿童是新
时代的创造者， 而不是旧时代的继承者。
“成人是儿童的朋友， 教育的功能是解放
儿童，而不是束缚儿童。 这些观点时至今
日，我们做到了多少呢？ ”有代表连连发出
这样的感慨。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之所以深邃 ，在
朱小蔓看来，“他所理解的教育不仅限于
校园或课堂，不只是一种技术工具，而是
升华到了一种境界、 一种情怀、 一种审
美。”一个“爱”字贯穿了陶行知一生的教
育思想。

“在有些学校，教师只喜欢那些成绩
优秀的学生， 不喜欢调皮捣蛋的孩子，看

到学生学习就高兴， 看见学生玩耍就生
气。 这样的教师，如何能做到爱满天下？ ”
有代表针对当前存在的现象，强烈呼吁我
们要在新时代学习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并
内化到教学实践活动中。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教师只有心中
充满爱，才能真正做到用心用爱去对待学
生。 ”一位教师代表说，“我们要友好平等
地对待学生，信任学生，相信没有教不好
的孩子，考虑学生差异，让他们在教师的
教育下能够‘吃到’‘吃好’‘吃饱’，这些都
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再实践。 ”

此次会议上， 中陶会副会长吕德雄、
李洪天、周洪宇由衷地说：“陶行知是超越
时代的。 我们现在谈走教育现代化之路，
同样离不开他的思想精髓指引， 要多吸
收、多实践、多借鉴。 ”

成人是儿童的朋友，教育的功能是解放儿童，而不是束缚儿童。 这些观点
时至今日，我们做到了多少呢？

拥有“爱满天下”的教育情怀

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为中国思想宝库
的瑰宝，其“行先知后”“知行并进”“辩证
反复”的哲学思想，“开放、包容、多元、创
新”的文化思想，以及“生活教育学说”，都
是融汇中西古今精华、最具原创力和影响
力的教育学说，是影响和构成未来中国教
育理论的组成部分。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全国各地开
始掀起“学陶热”，不仅成立了陶行知研究
会、行知学校和其他研究基地，还聚合了
一批“陶友”“陶子”。 而且，国外也开始陆
续对陶行知教育思想进行研究，这让周洪
宇既吃惊又惊喜。 周洪宇算是较早接触
“陶研”事业的一批人。 1982 年，周洪宇本
科毕业后，被分配到华中师范大学教科所
工作。 从编译《陶行知》小册子开始，周洪
宇对陶行知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 《陶行
知生活教育学说》《陶行知教育名篇精选》

《人民之子陶行知》《陶行知画传》等等，周
洪宇对陶行知的崇拜和敬重融入到了写
作中，但他觉得还远远不够，认为思考的
触角应该更广、更远。 于是，他将目光盯向
了国外。 从 2000 年开始，他远涉重洋到了
陶行知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搜集
有关陶行知的资料，至今已经完成了八卷
本的出版工作。 “因为在我看来，陶行知不
仅是中国的人民教育家，也是世界上难得
的具有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之一。 ”周洪宇
发自肺腑地说。

30 多年来，我国学陶、研陶事业从未
停止过。 陶行知强调实践，我国也一直注
重实践载体的建设。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陶行知基金会每年都针对当前教育关注
的主题，结合陶行知教育思想开展研讨和
实践。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讨”
“全国农村师范教育研讨”“农村教学做合

一”“关注农村教育，城乡共同发展”等等，
都是长期以来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和精
神的重要议题。 “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
开。 ”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教育局局长张
萍说， 虽然山东陶研会成立才两年多，但
现在已经有了 7 所中陶会实验学校，建立
了“七陶子”合作研究和“陶陈研究社”联
合研究机制，学习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和
精神。

要想将陶行知教育思想在现时代深
入系统地进行传承，教师是最重要的推动
力。 只有将教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陶行
知教育思想才更有影响力、 更能广覆盖。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江苏省陶研
会会长李洪天介绍，“江苏省作为陶行知
教育思想的发源地，我们理应让它在这块
大地上绽放更美丽的花朵”。 所以，在江苏
省，每年都会进行课题发布，建设一批“行
知”基地，举办“行知”学校校长、骨干教师
培训班，组织“行知优秀论文”评选，以及
开展“行知伴我成长”演讲活动。 通过这些
途径， 让陶行知教育思想真正影响到师
生，内化到心里。

在一所学校，有一群学生每到小麦扬

花的时节，他们就会由教师带队到田间地
头去做农作物杂交育种的实验；针对黄河
流域水污染治理的问题，他们会亲自采集
样本形成治理报告。 这所学校就是学陶研
陶的典型山西省芮城县风陵渡中学。 校长
安宏斌饶有兴趣地讲起一个故事 ： 一天
晚上，村里遭遇大风暴，全校电器设备因
为停电出现故障。其中，有一些电脑被烧
坏。 一个叫任一薄的同学， 经过检测发
现， 通过软关机方式关闭的电脑被烧坏
了，通过硬关机关闭的电脑却丝毫未损。
后来， 他根据这个分析报告发明了新装
置并获得专利成果。 学生之所以了解这
些，正是与学校 30 多年来一直践行陶研
知生活教育思想、“教学做合一”、多在实
践中学习的理念分不开的。 在这所农村
学校 ，学生个个乐意为农业 、农民服务 ，
人人争当“小先生”。

虽然时代在变化，但陶行知教育思想
历久弥新。 正如陶基会会长崔祖瑛所说：
“陶行知教育思想永不过时， 在现在乡村
教师支持计划的落实过程中，践行陶行知
教育思想有了更肥沃的土壤，终将结出累
累硕果，遍布神州大地。 ”

陶行知教育思想永不过时，在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落实过程中，践行陶行
知教育思想有了更肥沃的土壤。

“教学做合一”更好地师陶、践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