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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育，，不能总想出新花样不能总想出新花样、、出新闻出新闻
□ 柳袁照

唐文治：存文化而保国家教育家影像

行知统一造良师
师范教育

出门远行，我对沉寂千万年的山

水尤为敬重。几年中多次去西藏，西

藏的那一方山水，寂静、洁净，人迹罕

至的地方尤为如此，对我的启发很

大。喧嚣的地方让人浮躁，人多的地

方热闹、繁华，夺人眼球，可人静不下

心来，除非内心坚定。

教育何尝不是如此呢？学校本应

是圣洁、寂静的场所，没有污染、没有

侵蚀，自在宁静。

现实又是如何呢？教育成为热

点，是好事，又令人担忧，热点过度

被关注往往会失去自我。这既有社

会 的 原 因 ，也 有 教 育 自 身 的 原 因 。

有些学校喜欢、习惯、爱好自己成为

热点，其中的重要表现是经常出新

花样，不断出新闻。出新闻本身没

有什么不好，说明与人不一样，能突

破平常和常规，有新的表现，呈现新

的面貌。可是，总感觉学校热得像

“景点”，以热闹、喧嚣为荣，有些不

妥。其实，真正成为“景点”也是好

事，我们能看到风景是天天变、日新

月异的吗？真正的风景或许是万古

不变的经典。

我 一 直 喜 欢“ 真 水 无 香 ”这 个

词。原汁原味、本色情怀，曾作为我

们学校文化精神的重要表述。任何

添加剂都会破坏事物本身。教育也

一样，本色最好。有时，我们热情的

背后是浮躁，是对教育的不自信。总

想出人头地，总想与别人不一样，总

怕别人不注意，怕被忽略甚至遗忘。

于是，总是要搞出点动作，发出点声

响，甚至想要惊天动地。

教育不能总是想着出新花样，因

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对信念的坚守，

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行动、行为，这是教

育的规律与特点。教育是慢的事业与

艺术，有人说是农业，是农业自有生长

周期，需要耕耘、播种、浇灌、除草等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更多的是周而复

始的劳作，是必备环节，不能随意改

变。教育需要等待，需要有耐心，生命

的成长自有其规律，教育只有尊重生

命本身的成长规律，才能保证、促进人

自身健康的成长。

历数这 10 多年我们走过的路，即

是如此。有些事情当时是看不清楚

的，当事人是看不清楚的。比如，有

段时间大家议论的高考改革问题，这

些改革是按照形势要求而变动的，10

余年中在不断变化，并先后实行了几

个方案，当时不可谓不对，并且方案

与高中课改相配套，在一直不断地进

行调整。可是，现在再来看，仍有很

大的改革和完善空间。一些学校跟得

紧，也进行了一些“校本”配套改革，

从课程、课堂、教材上进行变革，产生

许多“新闻”事件，被外省视为先进，

来参观学习的不断，好不热闹。如今

反思，似乎做得越多，需要改革和完

善的则越多。

教育与其他社会事业不一样，教

育的对象是人。可是，许多时候我们

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以“景”

为人。教育关乎人生命成长的大事，

来不得半点浮夸、虚假与自恋。有新

闻，本身不是坏事、错事。随着工作方

式方法的改进，我们对事物有了新的

认识，对改革有了新的举措，这样具有

典型性，对别人有启发性、借鉴性，公

布出来、报道出来后进而推广，成为了

“新闻”，这就是新闻的价值。教育工

作也一样，所以我们要重视教育新

闻。但凡事不可过度，假如一个地方、

一所学校三天两头出新花样、出新闻，

这就不对了。

假如新花样过多，我们则应当引

起警觉、警惕。这个区域、这所学校，

是不是浮躁、功利？是不是有非正常

的因素在作祟？经常有新的举措和动

作，天天改、天天变，以“新”为追求，会

不会流于“标新立异”？教育要耐得住

寂寞，学校要善于坚守。扎扎实实、一

心一意做教育本身该做的事，做学校

本身该做的事，做校长本身该做的事，

做教师本身该做的事，包括教育行政

领导做自己本该做的事，认定宗旨，咬

定青山不放松。

做教育、办学校不可片面追求新

闻效应，要把握好度。新闻有时如云

烟，作用、影响只是一瞬间。教育改革

要与折腾区别开来，改革热情要与浮

躁区别开来，改革效率要与功利区别

开来。当前，教育仍然存在一些折腾、

浮躁、功利的现象，少一点新闻，多产

生一些朴实、能够推广、推行的典型，

不浮夸、不做作，这样的教育才能为人

民群众真心称赞。

（作者系北大培文学校总校长、江

苏苏州十中原校长）

“行、知”是中国古代哲学和教育

思想中一对特有的揭示理论与实践

关系的思辨命题。太原师范学院秉

承先哲“行知合一”的历史积淀，结合

自身办学特色，以“行知统一”统领办

学理念、渗透育人过程、提炼校园文

化、创新培养模式，让学校特色彰显。

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中国教育

之通病是教用脑的人不用手，不教用

手的人用脑，所以一无所能。中国教

育革命的对策是手脑联盟，结果是手

与脑的力量都可以达到不可思议的

效果。新世纪初合并组建的太原师

范学院，精准把脉国家教育发展理念

与宗旨目标，立足山西区域社会需

求，积淀合并前的3所学校办学经验，

凝练出“行知统一、造就良师、服务社

会”的办学理念。

以“行知精神”渗透育人过程，春

风化雨，立德树人。行知精神简而言

之，就是德育为本、实践第一、创新教

育的精神。陶行知先生一生强调道

德是做人的根本。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习近平总

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上强调指出：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

树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

节。学校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

“崇德、博学、团结、创新”为校训，并

以此谋篇布局“德育为本、实践第一、

创新教育”的大思政育人体系，创建

以“行知育人”为统领，课堂育人、管

理育人、服务育人的“三育人”模式和

“重师德、做真人”“重实践、强能力”

“重创新、育通才”的“三重”育人机

制，实现了“大思政”教育的全程化和

全方位。

以课堂为阵地，以课程为载体。

三尺讲台不仅要传播真理，更要塑造

灵魂。学校逐步探索出“新、实、活”

三字思政课堂教学和一系列颇具行

知特色的思政课程体系。所谓“新”，

就是课堂教学中因时而进、因势而

新，紧扣时代性，渗透新观点、新理念

和新方法，使学生常学常新，克服学

生的厌倦心理；所谓“实”，就是课堂

教学中讲学生耳闻目睹的事实，因事

而化，把理论融入事实，用事实讲清

道理，以道理赢得认同，从而克服学

生的怀疑心理；所谓“活”，就是课堂

教学以小组活动、合作探究促教育，

把教育渗入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中，

克服学生的逆反心理。课程设置则

以师德教研室为依托，成立陶行知教

育思想研究中心，编写《陶行知教育

思想教程》《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

《现代行知新论》等普及教程，开设陶

行知教育思想及实践课程，将陶行知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的执着信念，“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出

世便是破蒙，进棺材才算毕业”的学

习态度，“爱满天下”的家国情怀融入

教学实践，构建了独具特色的高校思

政话语体系。

以“职业实训”推进教研革新，充

实内涵，提升发展。作为一所地方性

师范院校，学校着眼于新要求、新变

化、新挑战，从师范教育职业实训机制

探索入手，带动全校教学教研的改革

创新，在师范教育和非师范专业中大

力推进课堂教学、实验实习、校内外实

践“三个课堂”育人模式，完善“一生一

技”与“教学做合一”培养模式，打造出

一批特色专业、品牌专业和优势专

业。建校伊始，学校就在山西省率先

开设“科学教育”“人文教育”“艺术教

育”三个“通才教育”试验班，设计“理

论+实习+教学技能”训练体系，实现

了“文、理、艺”三个学科“通才课程+教

师教育课程”的通才培养目标。以三

个通才模式探索为龙头，全校各系部

职业实训的模式探索呈现出百舸争

流、百花齐放的繁荣气象。舞蹈系的

“实训——舞台——比赛”一体化培养

模式，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团队“教

材建设、教学方式、评价体系三位一

体”育人模式，历史系“专业工作实训

与实践教学相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彰

显了全校教学实践特色。

以“行知文化”凝练校园文化，搭

建平台，追求卓越。校园文化是高校

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彰显了

人文底蕴，凝结着育人特色。学校正

是认识到校园文化的重要性，深挖行

知文化内涵，注重行知文化特色建

设，着力于有形文化、精神文化和实

践文化三个维度进行“行知文化”建

设，形成了立体化的“行知文化”育人

环境。有形文化方面，学校矗立山西

省最高大的陶行知塑像，扩建山西省

师德教育基地“山西师陶馆”，营造全

国独具特色的“陶诗园”，镶贴陶行知

名言警句，命名校园主要建筑和道

路，这些无声的言说，恰如陶行知先

生所言“一草一木皆关情”，让师生时

刻感悟着行知精神，熏染着行知文

化。精神文化方面，学校编印《陶行知

语录》，创作《师陶歌》，制作《大师陶行

知——伟大的一生》纪录片，尤其是编

创纪实话剧《爱满天下》在《中国作家》

全文发表，话剧在省内外多次展演，深

受好评。这些精神食粮的营造，铸就

了师院之魂。实践文化方面，学校大

力培育行知大学生通讯社、行知教育

学社、行知合唱团、行知诗社、行知服

务团、行知话剧团、行知舞蹈团、小先

生助学团等 46 个与行知有关的学生

社团，使其成为学生了解行知文化、

践行行知精神的绿色通道。“行知烛

光诗会”“行知技能大赛”“行知文化

讲堂”等活动，已成为学校文化活动

的卓越品牌。全校师生时时感受行

知精神的熏陶和行知文化的洗礼，传

递了卓越理想。

以“生活教育”促进协同创新，以

点带面，服务社会。“不运用社会的力

量，便是无能的教育；不了解社会的

需求，便是盲目的教育。倘使我们认

定社会就是一个伟大无比的学校，就

会自然而然地去运用社会的力量，以

应济社会的需求。”陶行知先生的话

深深地影响着学校的办学思路。建

校以来，我们秉承“重在学习，贵在实

践，行知统一，服务三晋”的协同创新

理念，坚持“四个结合”，结出“四个一”

的丰硕成果。“四个结合”，即顶层设计

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教师教育与基础

教育需要相结合，科学研究与区域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求相结合，人文艺术

教育与文化事业产业发展需求相结

合。“四个一”，即汇集一批服务区域社

会的骨干，搭建一批服务区域社会的

平台，培育一批扎根基层社会的人才，

培植一批服务基层的典型学校。如

今，利用创新型教师教育学科群、教授

帮扶团和学生“三下乡”社会实践三大

团队，学校重点深入柳林县前元庄、兴

县张家塔、忻州五台等地进行调研，经

过多年精准指导，培育出国家教学成

果一等奖等重大成果。

行知统一、造就良师、服务社会，

我们要为实现建设特色鲜明的教学研

究型师范大学新征程目标再立新功。

（作者单位系太原师范学院）

在星光熠熠的民国教育家中，唐

文治是非常突出的一位。他为官 15

年，一直做到清朝商部署理尚书之显

位。然而，他却很快弃官从教，于文

化危亡、学风不靖之际，立志教育救

国。他先后创办南洋公学、无锡国

专，担任交通大学校长，力倡国粹，以

求存文化而保国家。

正因初心完全出于对国家的热

爱，唐文治办学的总体目标是“救世”，

即救国救民。他主张“立教救世，贵在

因时”。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面对昏

暗的朝政，唐文治感慨：“天下之风气

益至于变幻离奇，天下之人益至于耗

散蠹坏，国家大事益至于溃败糜烂不

可收拾。”在他看来，国家要富强，政治

要清明，必须培养实用型人才，“人才

之兴废乃国家盛衰之几（机）”。那么，

什么样的人才是国家需要的人才呢？

唐文治说：“中国最要者，在造就领袖

人才……故鄙人办学时不自量力，常

欲造就领袖人才。”故此，他着重培养

的人才，是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杰，既要

有真才实学，又要有高尚品德，能够

“他日出而宏济艰难，救我中国”。

基于上述教育目标，唐文治在人

才培养的实践中，主张德育、智育、体

育、美育四育并举的理念，而在四育

中，尤重德育。德育最重要的一个方

面，则是爱国教育。唐文治认为，爱国

是学生人品的核心。他还把爱国与爱

国学结合起来，认为“教育主为国育

才，治经主立节崇廉，文学主歌颂爱

国”。在他看来：“不爱国学，何有于国

产？不爱国产，何有于国家……欲成

人格，当爱国家，欲爱国家，先爱国

学。”在爱国教育的基础上，唐文治开

展气节教育、性情教育和人格教育，并

采取以文养德、以文促德的方式，通过

建设校园文化，培养学生品德。

在育德之余，唐文治在学校管理

活动中以严慈相济为原则，对学生进

行管理。一方面严格管束，重视用制

度约束学生身性，所谓“无规矩不成

方圆”；另一方面真诚爱护，强调用慈

爱培养师生的情感，所谓“师弟之情

由父子而推衍”。故而，唐文治首先

制定《学业章程》、“各学年学程学分

及纲要表”等严格的规章制度，使管

理有章可循。在落实章程时，他也坚

持严格执行的作风，在实施招生制度

时，始终坚持宁缺毋滥的原则。在严

格管理之余，他对学生非常关心和爱

护。要求教师真诚地对待学生，不要

施用权术；要像爱护自家孩子那样爱

护学生，关心学生成长。唐文治出于

对学生的挚爱，还以植树为喻，告诫

教师要教导有方；教师还要以身作

则，成为学生的榜样。

与“爱生”相呼应的是“尊师”。

唐文治向来提倡“师道尊严”。他说：

“居今之世，救世莫如尊师；盖惟尊师

而后性情厚，惟尊师而后道德明，惟

尊师而后风俗淳，而善人出。”为了使

学生真正做到尊师，在把尊师提到救

世的高度后，唐文治将相关内容写进

《人格》，还在修身课上进行讲解，使

学生从内心树立“尊师”的理念：“父

生我者也，师教我者也，尊敬师长所

以不忘本也。”此外，他还十分注重学

生尊师的礼仪教育。他要求：新生初

入校见校长及各教职员须行一鞠躬

礼。学生无论在校内校外，但凡遇各

教职员时，皆须鞠躬致敬，称教职员

曰“先生”。教职员到学生寝室及自

习室时，学生应该起立致敬。在学生

尊师的同时，唐文治作为管理人员，

也非常注重“尊师”。他采取的方式

是不拘门户，唯才是举，不惜重金，聘

请名师。这种尊师重教、尊师重道的

言行，使其创办的学校飞速发展。

唐文治一生治校40余年，作为国

学大师、工科先驱，他坚持以发展的

眼光看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针

对不同社会背景，及时调整办学目

的，并在办学理念上坚持科学教育和

人文教育相统一，以保证所培养的学

生既掌握坚实的科学知识，又有着深

厚的人文底蕴。他的教育思想中，充

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令后人敬佩

的是，在抗战期间，唐文治不顾年事

已高，带领师生迁校，还在双目几近

失明的情况下，仍然亲自为学生上

课。他为了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发

展，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

如今，西安交通大学文治书院、

苏州大学唐文治书院等，均以著名教

育家唐文治的名字命名，期待后人借

鉴其教育思想，实现学生文理渗透、

专业互补、个性拓展，鼓励不同背景

的学生互相交流学习，满足学生的个

性化发展和全面发展需要，为国家培

养一批优秀的栋梁之才。

（作者单位系北京敬德书院）

□ 程太生 杨 玮

□ 杨 阳

甘肃省陇西县

渭州学校赋
□ 何智勇

晒校赋

文脉肇兴，接马家窑之广厚；地

形攸据，占渭州治之嵯峨。山遥蟠

于丝路，水缓逝其縠波。乡校爰开，

率一方之教化；泮宫斯建，听多士之

弦歌。若渭州学校也，黉飞秀色，气

纳太和。施榆帷与柳帐，茁翠柏与

青莪。培元楼前，鸟戾天而翂翐；得

真亭外，木绕础而婆娑。龙偃岩雕，

墙镌素蕊；鱼游双畅，苑绽朱荷。

忆夫开基何陋，缔业尤劬。身

经百困，面对三无。乃招新而得璞，

复填罅以补苴。终乃人达三千，如

孔门之弟子；时经数稔，集贾氏之生

徒。于是鼓箧研几，惟勤惟勉；立人

修己，是究是图。多姿多彩，自由生

长；自尊自信，多显规模。

若夫精神引领，价值认同。中

化西启，怀德成功。惟真善是求，心

田温润；以师生为本，乐土和邕。是

以树培寔盛，内外咸通。德智体美，

云铸范之各异；文理政科，曰知行之

相融。遂乃社团举，教材丰。盛杞

梓，蔚豪雄。茂绩炳光，文斑斓而吐

凤；赛场逐梦，身矫健如腾龙。

至若研修并举，教学相长。收

师道之幸福，升核心之素养。孜孜

不倦，备五类课程之型；密密无痕，

构三级研修之网。论坛探赜，邀四

海之嘉宾；比赛膺荣，拏九州之宏

奖。是以出庸凡，怀志想。重修能，

坚信仰。幸为学子，坐四面之春风；

甘做园丁，新三秋之膏壤。

若乃多元协同，校企合育。行

先践履，乃阅世而乐群；眼豁愚蒙，

复才储而德蓄。于是进有所得，聆

宾师耆硕之言；出有所闻，即企馆政

司之趣。斯则材号豫章，玉称结绿，

共琢共雕，同磨同勖者也。

又若家校联动，同根共生。如

疾车之双毂，似秀蕊之并荣。闻贤

达之妙策，听家长之呼声。于是学

愈进，气渐平。亲师长，和友朋。无

礼何为？每承亲而扇席；知诗乃立，

自应命而趋庭。

于是经年砥砺，成就斐然。身

成强体，口习雅言。字遵规范，人作

明贤。不罔不殆，学阅读与思考；亦

平亦净，臻卫生与安全。是以歌曰：

井宿丽霄兮陇野绵，

鸿庠布泽兮树楠楩。

亮剑所指兮平荆棘，

龙舟协力兮济巨川。

梅心松骨兮莹冰雪，

批导从容兮获真筌。

内蕴斯深兮积也厚，

九万云程兮鲲鹏骞。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出版

集团）

唐文治（1865－1954），字颖

侯，号蔚芝，晚号茹经，著名教育

家、工学先驱、国学大师。著作有

《茹经堂文集》《十三经提纲》《国

文经纬贯通大义》《茹经先生自订

年谱》等。

真正的风景或许是万

古不变的经典。教育成为

热点，是好事，又令人担忧，

因为热点过度被关注往往

会失去自我。因此，教育改

革要与折腾区别开来，改革

热情要与浮躁区别开来，改

革效率要与功利区别开来。

校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