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梅贻琦：一生肝胆为清华
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是我国近

代教育史上极其重要的大发展时

期。这一阶段，在能够准确把握时代

脉搏的教育家中，梅贻琦先生无疑是

第一流的人物。他带领清华学子敢

于实践，勇于创新，把国外先进教育

理念与清华办学实际相结合，使清华

发展成为一个享誉中外的著名现代

大学。

梅贻琦 26 岁时，即从海外学成

归国，执教清华。在历任教员、讲

师、物理系首席教授直至清华改制

后的第一任教务长的 10 年间，梅贻

琦担任过 25 种校内外社会工作职

务，与清华师生建立了密切联系。

良好的人际基础、踏实的工作作风，

让梅贻琦很快得到众人赞誉，并于

1931 年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

华大学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由此开

启。这一切，离不开梅贻琦自身的

办学思想。

梅贻琦从他的“大师论”出发，一

向主张“教授治校”“民主治校”。所

以，他聘请冯友兰、吴有训、周培源等

名师来校任教，并为教授们提供充裕

的经费、丰富的图书资料以及先进的

仪器设备，为教学工作展开创造良好

条件。在为教授服务的同时，梅贻琦

并未忽略学生。

梅贻琦说：“教授不是给予之

人，学生亦非接受之人，两者都是研

究及创造者。”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个

性培养与全面发展，并强调理工学

科的学生也要学习人文课程。他教

导学生：“学子自身之修养为中国教

育思想的最基本之部分，亦即儒家

哲学之重心所寄。”他还鼓励学生发

展专长，参加课外活动，并说：“人生

莫非学问也，能自作观察、欣赏、沉

思、体会者，斯得之。”正是因为对学

生的重视，梅贻琦在课程建设方面

也是殚精竭虑。

梅贻琦首重基础训练，非常关注

基础课程、基本概念与学科思维，要

求学生要厚实基础。此外，他注重将

国内外最新的科研成果引入课堂，引

导学生了解世界科学前沿。在梅贻

琦的主导下，清华大学的课程实行学

分制与选课制，强调“重质不重量”，

使得清华大学的学子特别是理学院

的学生始终保持较高的淘汰率。故

此，清华大学迅速崛起，开始与北京

大学并驾齐驱。

在后人的分析中，梅贻琦采取了

各种得力的治校措施。但在时人眼

里，梅贻琦采取的是“吾从众”或“无

为而治”的态度。他处理问题总是非

常慎重，从不轻率表态，被戏称为“寡

语君子”。但是，这种情况因战乱而

发生了反转。

“七·七事变”后，清华大学被迫

南迁，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组成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出任“联大常委

会”主席的梅贻琦，一反往日谨慎细

微的工作方式，果断地处理各种问

题。梅贻琦说：“清华正好像一条船

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

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

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

对于当局迫害进步师生的各种要求，

他基本没有采纳。此外，在错综复杂

的情形下，梅贻琦依旧重视学校的教

化作用。他认为，一地之有一大学，

犹如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

为表率，地方则以学校为表率”。他

的努力，使得人们“在各个部门都趋

于腐化的这些年月里，对祖国的前

途，我们永远不肯绝望，就因为有这

一座学府作砥柱于中流”。

在这样的理念下，在这样的格局

下，在这样的胸襟下，梅贻琦于烽火

连天的岁月，依旧积极倡导“通才教

育”，并始终把“学术自由”作为治校

原则之一，国难当头仍然培养出一大

批栋梁之才，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难

忘的篇章。

战后，梅贻琦先生于 1950 年赴

美，管理清华在美基金。他拒绝了台

湾当局的多次动用念头，始终坚持基

金的办学用途。1955年，梅贻琦来到

台湾，开始筹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

所”，并设立“复校”步骤。但壮志未

酬身先死，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成立

的 3 年前，梅贻琦先生即因病辞世。

他一生清苦，做了几十年的校长，竟

无一点积蓄。亲友们挽曰：“桃李满

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

那堪鲲岛哭师门。”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敬德书院）

教育家影像

梅贻琦（1889－

1962），字月涵，清华

大学校长、西南联合

大学校务委员会常

委兼主席。代表作

有《大学一解》《大学

的意义》等。

□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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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校赋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时间
智慧”

曲阜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大数据研

究院首席专家、教授谭维智在2017年

第8期《教育研究》撰文指出：不同于农

业社会“农业时间”的自然性、循环性、节

律性特点，也不同于工业社会“工业时

间”的线性、序列化、同质化、集体性特

点，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时间日益从学校

流出并延伸到家庭时间、游戏时间、闲暇

时间，越来越表现出“信息时间”的混合

性、泛在性、共享性、碎片化、多重性等特

点，教育时间与其他时间的分界日渐模

糊。对时间的争夺使我们经常面对时间

的紧迫感，我们不停地争取时间、节约时

间、掌控时间，时间越来越成为各类教育

主体争夺的“第一资源”。

教育就是要影响学生的
未来

深圳明德实验学校校长程红兵在

2018年第1期《课程·教材·教法》撰文

强调：教育要为学生想象不到的未来做

准备。基于核心素养，学校何为？学校

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主体，应该有自己

的办学思想、办学目标，基于学校学生

的情况和学校文化，建构自己的课程谱

系。基于核心素养，教师何为？既然学

校教育是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教师

教给学生的知识应当是能解决问题的，

而不能简单等同于生活中的知识。而

且，由于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教师

还应整合各科知识。

谨防教师培养中的“知
行”断裂

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授

张凌洋、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易连云近

日围绕“教师专业道德成长”主题发

表观点：如果我们仅仅关注教师职前

阶段“道德认知”的培养，而忽略了

职后阶段“知、情、意、行”的一体化，

则无法对教师专业道德成长产生全

面影响，很难让教师在职后阶段发生

道德行为，最终导致教师“知行”的

断裂。因此，我们在教师专业道德培

养中，一定要重视整体性特点，要涵

盖认知、情感、意志及行为四个方

面，形成知情意行的统一体。尽管职

前师德教育能培养师范生对教育工

作的理性认识和一般的工作情感，但

教师职业道德成长的土壤在于职场

的锤炼，在于教育教学的生动、丰富

而复杂的情境中。

观点

教师共同体是指包括大中小学教

师、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行政人员

等借助网络、会议、访学等手段，通过

反思、对话、交流、协作等，自愿组合形

成的教师组织。它有别于以往备课

组、教研组等传统教师组织形式，更偏

重于教师的自愿组合，涵盖成员更广

泛、规模更大、更富有活力。

2010 年，中南民族大学教师共同

体依托学校国家级教师教育中心，秉

承“行动、反思、协同、创生”的工作理

念，发挥学术性和服务性双重属性，为

教师专业发展助力。学校按照教育部

相关政策精神，重新调整原有组织机

构和相关职能，紧紧围绕教学培训、教

学研究、教学咨询、教学评价、教学资

源平台建设以及辐射和引领区域教师

教学发展中心建设等6大职能，开展了

卓有成效的工作。

教师共同体组建以来，每月开展

两次“教学午餐会”，建立共同体博客、

QQ群，使面对面交流与网络研讨互为

补充，使“学习、研究、合作”成为共同

体成员的工作方式。教师共同体的形

成，建立在“共同”的理念上。教师秉

承教书育人的理念，应把教师职业当

作一生的事业去追求，不断提高教学

水平、提升自我。在共同理念的基础

上，教师们自觉组合，在一个教学专业

平台上共同进步。

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就是这样

一个平台，它有自己的一套行为举措，

有一对一解答困惑的教学咨询、每月

两次的教学午餐会、更新的课程模块、

沙龙教学、一系列学术交流活动以及

新进教师的入职培训等。

所谓“教学午餐会”，就是利用教

师中午时间，每期围绕一个主题展开

研究讨论，无行政领导参加，或者大

家都以教师的身份参与，有相应的主

讲人和主持人。迄今为止，“教学午

餐会”已成功举办 49 期，每次参与教

师三四十人以上，初步统计已经服务

了 1700多名教师。如第 44期午餐会，

围绕“如何写好研究论文”为主题，特

邀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数字化学习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余

新国担任主持，全校近 50 名教师参与

活动。余新国教授简述了自己对如何

写好一篇科技论文的见解。他认为

“文章不是写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

并分享了自己做研究工作的经历，给

教师提供学术论文方面的帮助。又如

第 48 期“如何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

业教育”，采取随堂听课、课后访谈等

形式，走进教师课堂，对他们专业课

程的教学实施过程进行观摩听课，对

以上课程模块化设计与实施情况进行

深入了解。这些活动，不仅为大家提

供了交互听课、互相观摩、互相学习

和分享经验的机会和“平台”，也能够

帮助教师将零散、感性的教学实践经

验进行归纳、提炼，上升到理论层面，

这对他们后续有关教学研究很有帮

助，为学校师生提供教学能力提升的

平台。

“教学咨询”是教师共同体的另一

重要活动载体。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成立教学咨询委员会，由来自校内

外的17个不同单位的21名专家组成，

主要工作是为学校提供意见和建议，

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研究、咨询、

指导、评估与服务，研讨各学科专业教

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组织开展本科

教学领域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项目申

报，审议、推荐有关教学改革方案和成

果。实行一对一解答困惑，这样有利

于指导与推动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工

作，宣传推广优秀教学成果，更好地促

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以 10 门

专业课程为载体，实施“本科课程模

块化教学改革方案”。每门课程设

置前沿导读、专题、实训三部分。前

沿导读，即阐明专业课程在学科领

域中的地位及发展动态；专题研讨，

即反思传统课程实施取向，探讨专

题式课程资源的呈现以及相应的融

合多种教学方式的教学模式；项目

实训，即探讨项目主题的选择、项目

展开的过程。这样的形式，改变了

以知识点讲授、以单一的教材为依

托的传统课程组成方式，实现“以专

业能力提升需求”“以创新创业能力

提升为目标”，促进学生更好地将专

业知识与实际活动相结合，激发学

生的专业兴趣和能力，同时也有利

于鼓励、引导教师与自身专业相结

合，寓研于教，积极主动开展教学改

革研究。

同时，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通

过“沙龙教学”的方法，与澳大利亚昆

士兰大学合作，每期从 11 所民族院校

选出 25 名学员进行培训，至今已经举

办 4 期沙龙教学。语言是一种重要的

沟通交流工具，双语教学培训从师资

力量、培训方式与教学内容上推动了

学校国际化进程，并且教师在教学工

作中积极探求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

与尝试，推动双语教学工作的有效开

展。中心将对参训学员进行跟踪与关

注，提供相关服务，可持续推动双语教

学工作的有效开展。

在此基础上，学校教师教学中心

重视学术交流，通过开展年度教学改

革专题研究项目报告会、集中结项等

活动，鼓励教师积极做课题研究，提

升教师的科研能力，让教师将教学与

教研结合起来，总结自己的教学经

验，一起相互交流借鉴，对自己的教

学理论进行研究。这样可以更好地促

进 教 师 从“ 教 书 匠 ”向 学 者 型 的 转

化。教师只有成为学者型的教师，才

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和素质教

育的发展。

为帮助新进教师快速适应学校的

教育教学要求，中心每年都会开设新

入职教师教学技能培训班，围绕角色

定位、课堂组织、课堂管理、教学设计、

课程设计、师生互动等专题展开，采用

集中授课、分组讨论沟通交流的模式

进行；开设双语教学班，鼓励教师将培

训收获应用于教学之中，不断推动双

语教学发展。这一系列入职培训，可

以帮助新进教师快速融入课堂教学活

动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提高课堂

质量。

此外，中心还倡导“在线学习”，

整合校内资源，构建中南民族大学教

学资源库。目前，1 门国家级、21 门

省级、71 门校级共 93 门精品课程全

部入库上线；还有 1 门国家级和 7 门

校级以上视频课程正在逐步入库，即

将全部上线。根据规划，计划 3 年内

建设近 40 门精品视频公开课，并全

部上网供全校师生免费使用。学校

建立了中南民族大学网上教学平台，

开设精品课程网，鼓励自主开发创

作，选取师生创作的优秀电子作品和

教案课件，发布在网络上供其他同学

观摩学习。挖掘名师资源，构建名师

系列精品讲座，充分发挥教学名师的

示范引领作用。

总之，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给

广大教师提供了这样一个自我评估、

自我完善和提升的平台，通过教师共

同体这一有效的组织运行方式，让每

位教师都得到了发展：促进他们研与

教的协同、传道与授业的协同、师与生

的协同、教与育的协同以及多元文化

的协同等。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

的组织运行方式，学校构建了一整套

“入职-实践-提升-评估-学习-提升”

的新模式，让教师在实践学习中成长

和进步。

（作者单位均系中南民族大学）

以共同体促教师专业发展
□张竹云 蔡 琼

师范教育

巍巍山川秀美，浩浩人文盛繁。

处东山胜地，承先贤基因，历时代风

雨，经人世沧桑，栖凤山下筑杏坛传

道授业，茹河岸边培桃李立德树人。

六十年风雨兼程，筚路蓝缕，励精图

治，造学子欣往之殿堂；十四任校长

接力，奋发图强，呕心沥血，树教育发

展之榜样。

吾校前贤，创业志坚。戊戌流

火，立学转湾。资用乏窘，举步维

艰。屋舍几椽，零落其间。乙巳仲

秋，搬居出村。癸亥菊月，升格县

中。岁逢乙酉，剥离初中。两移址，

四易名，荧荧红烛勤勉谨严，拔萃杏

坛；五更起，三更眠，莘莘学子执卷问

难，学绩卓然。兴学一甲子，育才二

万余。

历任校首，重教兴学。奉公益

群，苦乐与共。劳谦虚己，克勤于

校。晨理荒秽，夜荷锄归。殿忠明华

开篇迁建，世俊云峰逆水行舟，自强

崇义拨乱反正，元治万钧调整探索，

玉祥杨忠艰苦奋斗，占魁建银开拓创

新，继元存政示范引领。闻过四季桃

李香，吞过几许落叶苦，皇甫故里文

道绵延；师育千秋栋梁材，教涵万古

江山气，红色圣地英才辈出。

东山文化之胜状，赋我一中。规

范加特色，合格加特长。福地汇精

英，沃土育才俊。占地百亩，师生三

千。书刊充栋，器材达标。规制完

善，人际和谐。修文研理，进学长

才。励志立品，修身养性。楼舍轩

敞，但闻学子吟哦；操场宏阔，唯见健

儿颉颃。学生社团，犹如雨后新笋；

竞赛奖誉，恰似春前碧草。赛场夺

魁，杨雪琴“举”超世界纪录，冯耀瑞

“跳”入国家一级；蟾宫折桂，蔺志坚

“敲”开北大之门，韩颖姝“夺”得理科

状元。校本教材，《乡土沃韵》得教育

界好评，《彭阳地理》获社科院点赞。

校内期刊，《茹河浪》全国参选摘桂

冠，《耕耘集》倾注心血留真言。

桑梓学苑之楷模，唯我一中。

“敬、静、竞、进、警”诚意正心，“德、

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备、讲、辅、

改、考”格物致知，“德、能、量、勤、绩”

全面要求。教书育人、活动育人、服

务育人，人人成才；校园之星、孝敬之

星、高考之星，星星耀眼。德育名校、

科研兴校、人才强校，争奇斗艳；少年

团校、业余党校、家长学校，魅力无

穷。清风校园、节约校园、平安校园，

校园欣欣向荣；从严治教、从严治校、

从严治师，师生勃勃争妍。创造杯、

风华杯、“三爱杯”，杯杯承载青春梦

想；公开课、示范课、观摩课，课课折

射使命担当。昔时顽石，今日骕骦。

商场弄潮，军旅戍防；政坛俊彦，学界

栋梁……各行各业，人才似织；域内

域外，佳秀如云。

晋级示范之努力，观我一中。名

师工程，雪中送炭；百标项目，锦上添

花。守学纪、善学习、求学识、培学

养，奋进不止；修师德、正师风、强师

能、铸师魂，矢志不移。“勤学多思、守

纪爱校、求实进取、尊师爱生”校风张

扬，“为人师表、勤学上进、言传身教、

诲人不倦”教风彰显，“勤奋刻苦、比

学赶帮、务实求真、顽强拼搏”学风传

承，“深入生活、实事求是、民主团结、

治学严谨”作风延续，长风破浪一路

先，直挂云帆向未来。

时序更替，往事如烟。栖凤作

证，茹河为鉴。六秩春秋，弹指瞬

间。初心来路，铭记心间。前辈开

拓，后学承延。业绩炎炎，品行谦

谦。遍览煌煌校史，豪情溢胸；抬

望 漫 漫 前 程 ，壮 志 荡 怀 。 路 长 志

远，何惧山高岭峻；任重步实，敢攀

普教巅峰。

夫教育者，千秋之功业也；学校

者，万民之福祉也。新时代再观东山

红日冉冉，秉传统之精粹与时俱进；

新征程复听茹河流水潺潺，躬德行之

美范继往开来。乘十九大浩荡东风，

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彰六十载履历

底蕴，万丈楼高，更上一层。薪火相

传，业精梦圆。桃李争艳，今朝有

待。喜讯佳音，明日可期。

浩哉斯校，何其遒健；雄哉一中，

何其巑岏。方家执铎，里手登堂。四

方学子，心驰神往。匠心独运，教泽

贤良。创新跨越，再铸辉煌。凤鹏展

翅，天际翱翔。正是：

“两山屏校龙凤迭嶂，历万古岁

月钟灵于此；一水绕城宋唐遗风，越

千年时空毓秀至今。”

（作者系宁夏彭阳一中原团委书记）

宁夏彭阳一中赋
□ 杨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