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春节前一个月，福建的朋友
就会给我送来水仙花球 。 这水仙花
球犹如洋葱头 ， 起初我并不知道如
何处理它。 朋友告诉我，要对它进行
雕刻 ，才能出芽开花 。 于是 ，我拿起
小时候削铅笔的刀来雕刻 ， 一刀下
去 ， 发现把包在里面的嫩芽给切断
了 ，懊丧至极 ，第一次就此失败 。 反
思之后 ，觉得所谓雕刻 ，就是把像洋
葱头一样的水仙球里藏着的嫩芽剥
开 ，把它解放出来 。 于是 ，我又小心
翼翼地一层一层剥 ， 千万不能把嫩
芽碰坏。 我想这下可算成功了，就放
在书桌上等它开花。 谁知道，半个月
以后 ， 叶子长得老高 ， 花却开不出
来。 这一下，我傻了眼，怎么会这样？
朋友告诉我 ，水仙喜冷不喜热 ，要放
在比较阴凉的地方 ， 白天吸收阳光
的照射 ，夜里经受冷的考验 ，只要给
它浇点水 ， 不用管它 ， 就会长得很
好 。 于是 ，我遵照朋友的指导 ，把雕
刻好的水仙花放在花盆里 ， 再放到
阳台上 ，每天早上去看看 ，添点水 ，
看它一天天地长起来 。 果然到春节
时，水仙花就会盛开。

于是 ，每年冬天 ，我最喜欢的一
件事 ， 就是等着福建的朋友送来水
仙花球。 当我雕刻时，一层一层地剥
下去 ，露出鲜黄色的嫩芽 ，觉得很有
成就感。 看到它一天天生长，最后花
朵盛开，更觉得有成功的喜悦。 我常
常把开花的水仙拍下来 ， 制作成贺
卡 ，分送给我的朋友 ，一同分享水仙
花报春的喜悦。

我在想，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也应该
像养水仙花一样，把儿童固有的潜在能
力像嫩芽似地挖掘出来，让他自由地发
展？ 儿童的好奇心是天生的，儿童的情
感是丰富的，但又是很脆弱的。 我们对
待儿童要像对待水仙花的嫩芽一样，小
心谨慎，不能碰伤他。 我们要放手让他
自由发展，自由成长，不需要大人的过
多干预、过多雕琢。 但今天，我们的教育
往往违背这个规律，常常把儿童关在温
室里， 天天去雕琢他 （种种教训和要
求），结果开不出成功的花来。

让儿童自由发展，并非放任不管，
而是要给他提供一个适合的学习环
境， 并让他们在一定的艰苦条件下得
到锻炼。就像水仙花那样，给它适宜生
长的条件———阳光和水， 经过寒冷的
锻炼，开出美丽的花朵。教师就是阳光
和水，天天照看儿童，看到儿童一天天
地成长，他们就会充满成就感。

我想，这就是教育的幸福！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 顾明远

我们的教育是不是也应
该像养水仙花一样， 把儿童固
有的潜在能力像嫩芽似地挖掘
出来，让他自由地发展？

“水仙花”
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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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后， 晚清北洋水师军心涣
散、士气低落。 面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
上层大臣多是卑躬屈膝， 下层官兵则是
麻木迟钝。 刘公岛上， 穿戴笔挺的英国
兵，正用鄙视的眼神看着身着“勇”字破
军衣的中国兵。 这让一位面容坚毅的年
轻人再也受不了了。 他脱下军服，穿上长
衫，执起教鞭，立志办学。 这位军人出身
的教育家，就是张伯苓。

年轻时的张伯苓， 毕业于北洋水师
学堂。 他在这所军事院校里，不仅锻炼出
强健的体魄， 而且接受了比较系统的近
代科学文化知识。 张伯苓十分认同严复
的观点，认为在激烈竞争的时代，要重视
学问的实际应用，注重科学技术的学习，
并通过教育提高国民素质。 正是在对严
复教育主张的由衷敬佩下， 张伯苓身体
力行，直至自己也做了教师，甚至做了校
长，依然对严复执弟子礼，并多有请教。

经过刘公岛之行的刺激， 张伯苓立
志“要改革我们的中国人”。 他思来想去，
认为光靠练兵来增强国家实力未必恰
当，“改造国民的办法，就是办教育”。 于
是，张伯苓离开海军后，接受了严氏家馆
的聘用，开始教英语、理化和数学。

张伯苓的课很受学生欢迎！ 学生们
听他有声有色的讲解， 跟着他一起进行
课堂讨论，看着他操作照相设备，享受着
他营造的轻松和谐氛围。 学生们的热情
极大地鼓舞了张伯苓， 他仿照水师学堂
的体操器具，请人制作哑铃和棍棒，教学
生跳高、角力和跳木马，甚至带着学生用
扑克牌做游戏。 在后人看来，“伯苓先生

的教学方法，即使早在那个时期，就能称
之为‘现代教育’”。

毫无疑问， 张伯苓的早期教育实践
以及他对新式教育的最初探索， 对后来
南开教育体系的创办影响巨大。 张伯苓
正是从这里出发， 形成了他自身的教育
认知和理念。

在严氏家馆任教两年后， 张伯苓接受

了津绅王奎章的邀请，兼理王馆。 3 年后，
严王二馆合并，成为“私立中学堂”，时年
28 岁的张伯苓成为校长。 两年后，学校在
“南开洼”筹建新校舍，并于次年迁入新址，
改称“南开中学堂”。自此，近代史上赫赫有
名的“南开教育体系”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这一步迈出，并不容易。 对外，张伯
苓要面对旧学势力对新学的蔑视和攻
击， 还要面对政治动荡、 社会不稳的时
局。 南开中学堂在短短几年内，就被迫停
课七八次。 对内，张伯苓要平复亲友的议
论， 因为天津当时的风俗是 “家有半斗
粮，不做孩子王”。 还有人认为，南开谐音
“难开”，是个不好的名字。 但是，张伯苓
没有丝毫气馁。 他常对师生们讲：“我有
一种自信之道。 ”他还说：“（南开）这个名
字没有什么不好。 我们要打破难关，以求
开拓”。 与此同时，张伯苓还应邀担任清
华学校的教务长， 并把该校的美国教育
方式引入南开中学堂。

张伯苓把自己定位为 “保姆 ”，把学
堂定位为“小孩儿”，用抚养幼儿的方式
办学兴校。 在他的努力下，私立南开大学
于 1919 年 9 月 25 日诞生， 录取了周恩
来等 96 名学生。 之后，张伯苓又陆续开
办了南开女中， 创立南开经济研究所。
1928 年，南开小学部设立，4 年之后又创
办了应用化学研究所， 整个南开教育体
系渐渐变得完整而有力。 此后，不论是战
争的洗礼还是政局的磨砺， 南开教育体
系始终保持着一种旺盛不屈的生命力 。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张伯苓的呕心沥血。

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张伯苓首先

下的功夫是“狠抓德育”。 他在建校初期
就设立 “修身班”， 并将其列为必修课。
“修身班”没有教材，而是在每周三下午
集合学生，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或由张伯
苓亲自对学生作深入浅出、 引人入胜的
讲授。 他还倡导“容止格言”，要求南开学
子：“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 头
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
傲、勿暴、勿怠。 颜色：宜和、宜静、宜庄。 ”

除去德育，张伯苓对智育非常重视。
他多方聘请优秀名师，还倡导学实结合，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张伯苓经常
组织学生到工厂、报社、机关、军队、监狱
等进行考察与调查， 使学生不仅获得真
知， 而且观察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
到提高， 从而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实干
之人、能干之才。

张伯苓对体育的重视，令人仰止。 张
伯苓认为， 不认识体育的人， 不能当校
长。 他本人更是以身作则，几乎参与了当
时中国所有重大的体育赛事。 在张伯苓
的积极倡导下，南开学校的篮球队、足球
队名扬海外。 如在 1935 年，以南开队员
为主力之一的中北足球队，荣获“爱罗鼎
杯”比赛冠军，成为我国史上第一个战胜
洋人而夺冠的足球队。

张伯苓十分重视戏剧教育和音乐美
育 ，他的关于德 、智 、体 、美的理念和实
践，为后人留下“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
宝贵教育财富， 为近代教育谱写了辉煌
的篇章。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
学研究院）

张伯苓：中国现代教育的先驱
□杨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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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影像

晒校训

广东深圳坪洲小学的校训为“蒙
以养正，文明以健”。 “蒙以养正”源于
《易经·蒙·彖辞》，“蒙以养正 ， 圣功
也”。 正，是正道，是人世间光明之途；
正，是正气，是天地间浩然之气。 意指
从童年开始， 就要施以正确的教育，
培养儿童端正的心性及行为；启蒙教
育即为人生打底色，就要培养儿童走
正道， 通过教育使人成为正人君子。
“蒙以养正”作为校训，意义深邃。

但仅有这一个词 ， 似乎略显单
薄。 《周易·同人·彖辞》中说：“离者，
明也；乾者，健也。 既明且健，同和于
人，谓之同人”。 学校在此基础上，又
将校训内容拓展为 “蒙以养正 、文明
以健”。 “文明”，是符合天道自然内在
运行规律的社会形态，是符合道德伦
理的言行和品格。 健 ，蕴含 “身体健
康、体魄健壮、心灵强大”之意。 这正
是我们需要的德行文明、身心健康的
城市人、现代人、国际人的素养。

“蒙以养正 、文明以健 ”，如今分
别雕刻在两块大石头上，矗立于学校
大门两侧，期盼基于“蒙以养正”去启
发人、教育人、发展人，努力把学生塑
造成“文明以健”的正人君子，既关注
孩子小学六年，又要影响其一生。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坪洲小学
校长）

深圳坪洲小学：

蒙以养正 文明以健
□张云鹰

在我们身边，总有这样一些学校：因
为让学生学打乒乓球， 所以常常夸耀自
己的学校是乒乓球特色； 开设了机器人
课程， 所以称自己的学校为科技创新特
色学校……更不可理解的是， 为了落实
“一校一品”和“一校一特色”口号，许多
学校耗时耗力“申报特色”、主管部门不
停 “评估特色 ”、媒体推波助澜 “宣传特
色”，功利化和行政化倾向导致“办学特
色”被异化，从曾经作为提升质量的“灵
丹妙药”到逐渐受到批判。 甚至有的校长
现在提出 “没有特色就是学校最大的特
色”的口号。

到底何为办学特色？ 在我看来，办学
特色是指学校在发展历程中形成的比较
持久稳定的核心价值观， 以及在此引领
下的管理、课程、课堂、环境等方面独特
而优良的学校特征。 办学特色具有独特
性，即不同学校的价值观有其独特之处，
所以不同的学校当然会有不同的办学特
色。 办学特色具有稳定性，即指一所学校
的价值观及其引领下的管理与课程，必
然要有持久和稳定的发展， 才会形成办
学特色。 办学特色又具有动态性，是一个
不断探索、变化、形成和完善的过程，随
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 办学特色
也会发生变化。 办学特色还具有基础性，
要树立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教育发展

观，注重教育内涵发展。 只有把“基本”真
正做好，办学特色才会自然生长。

要把 “基本 ”做好 ，到底什么是 “基
本”，“做好”的标准又是什么？ “基本”的
意思是 “根本的 、主要的 ”，教育工作的
“基本”是服务师生的发展。 “做好”的标
准是学校核心价值观及其引领下的管
理、课程、课堂和环境等方面，要真正适
合“一所”学校师生的发展。

学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是办学特色
的“基本”。 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本质上涉及两个问题：办什么样的学校？
培养什么样的人？ 学校的办学特色一定
以积极的、先进的、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导
向。 那种能够促进师生生命在学校得到
舒展、成长的核心价值观，就可以形成学
校的优秀办学特色。

学校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然生长和长
期积淀形成的，会受到相关因素的影响：
一是校史，当一所学校从历史中走来，不
同阶段的人对学校和师生发展的思考 、
期许会积淀下来， 一种基于日常工作中
的朴素认识和判断将会慢慢形成， 新成
员的观念也会在与老成员的沟通磨合中
慢慢得到同化，从而会产生“这事就应该
这么做”的心理效应；二是区域的特点，
不同学校所处不同的区域， 必然会打上
区域的烙印，比如北方与南方的学校，城

市与乡村的学校， 历史悠久的城市与新
兴城市的学校，师生、家长对一些人和事
的看法会不尽相同， 反映在学校的价值
观上就会出现不同；三是对人的认识，学
校全体成员如何看待学生健康发展 ，如
何看待教师发展，是否真正确立“人在中
央”的理念？ 这些问题无不影响学校核心
价值观的形成、发展与完善。

学校核心价值观看似很 “虚 ”，但实
际上是一所学校办学特色的“基本”。 可
以设想，一所将升学率作为判断准则的
学校， 会真正关注人的成长与发展吗 ？
会真正研究和实践办学特色吗？ 恐怕这
样的学校，偶尔开展一两个所谓的特色
项目 ，无非也就是一种点缀 ，或是一块
“遮羞布”而已。 可以说，学校办学特色
的形成如果没有正确的核心价值观作
为基础和导向，所有的 “特色”都是值得
怀疑的。

管理、课程、环境等全面和谐的提升
也是办学特色必须考虑的内容。 中小学
生的发展需要重点思考基础性、全面性，
这也是基础教育的特点之所在。 而任何
一所学校都是一个综合体， 也是一个完
整运行的系统， 所以各要素必须全面和
谐地发展、 提升， 才能相互促进人的发
展，形成学校真正的办学特色。

学校管理是要基于人性和人本 ，要

从师生的角度出发、基于师生的发展，而
不是压抑个性、约束自由，从而能在指向
人发展的管理基础之上形成学校办学特
色。 学校环境也是如此，一个安全、舒适、
无恐惧感的物理空间和学校氛围， 是学
校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和前提。

学校课程和课堂是打造办学特色的
重点内容。 课程最初的意思是“跑道”，是
学校为学生提供成长可能性的载体。 课
堂（不仅指教室中的学习）是“跑”的场所
和空间，是师生获得经验的重要阵地。 任
何一所学校， 这两个要素都应该是办学
的重点与核心。 许多学校的特色无非就
是从上述两点而来的， 或者是在课程层
面开发一些校本课程， 宣称这是学校特
色； 或者是在课堂层面提出一些教学理
念和模式、开展一些特色活动，认为这是
办学特色。 我认为，这都是片面理解“办
学特色”所致。 学校应该在核心价值观的
引领下，循序渐进建构本校的课程，让教
与学能够自由而有个性地呈现， 从而实
现让每一个师生都受益。

说到底，办学特色是在 “基本 ”做好
的基础上自然生长的 ，学校万不可为特
色而 “特色 ”、为特色而 “求异 ”，更不要
因过度 “宣传 ”而失去办学特色的本来
意义。
（作者系安徽省合肥市屯溪路小学校长）

□陈 罡

“把基本做好”是最好的办学特色

一所将升学率作为判断准则
的学校， 会真正关注人的成长与
发展吗？ 会真正研究和实践办学
特色吗？恐怕这样的学校，偶尔开
展一两个所谓的特色项目， 无非
也就是一种点缀，或是一块“遮羞
布”而已。

治校方略

“改造国民的办法，就是办教育。 ”在他眼里，所谓的日新月异，不仅要每个人接受新事物，而且要
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不仅要赶上新时代，还要走在时代的前列。

张伯苓 （1876－1951），
原名寿春，字伯苓，南开教育
体系的创办者， 将奥运概念
引入中国的先驱者 。 著有
《东北经济地理》《南开大学
发展方案》等。

“十三五”开局之年，做规划尤其重要。 什么样的规划，既
顶天又立地，真正为学校发展定方向、把脉搏，考验着校长的
才情和智慧，谈谈您的学校规划，说说您的顶层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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