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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每届新生入学后并不马上进
入专业课的学习，而是先要进行一个月的
入学教育？

为什么学生宿舍整齐划一，被子叠得
方正，用品摆放整齐，床上、床下皆是“一
条线”？

为什么学校食堂饭菜比校外还便宜，
实惠、可口、卫生的饭菜让孩子们吃了一
顿想二顿？

为什么学校没有实行物业管理，校园
却找不到一片纸屑，连走廊楼梯扶手也一
尘不染？

为什么学校超市曾经外包，被学校果

断收回后， 改为全部由学生自主管理、自
主经营？

为什么学生被诸多条校规约束后，反
而对学校心怀感恩，脸上依然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

在“天信”走访的几天中，笔者与学生
同吃同住同学习，脑海中不断地迸发出一
连串问题，却又在孩子们把学校当成家的
笑脸中、在和谐的师生关系中、在校长赵

金良那些想不完的好点子和 “为学生”的
感慨中找到了答案。

夕阳西下， 落日余晖把天空映得通红，
祥和地笼罩着这片广阔的土地。 美丽的“天
信”校园犹如一座令人神往的公园。

随着一阵铃声响过，一天紧张而又生动
活泼的学习进入了尾声，三五成群的学生在
池塘边观花赏鱼。 我沿着池塘的边缘向南
走，走过一座小桥，顺着池塘向北望去，有

一个中式的凉亭伫立在学校中央， 亭子周
围是一些正在拔高的小树。 晚饭后漫步在
这小树林间， 思绪全部融合到了这种轻松
的意境中，学习上的烦恼和忧愁瞬间全无。

这时，熟悉的声音响起来了———“欢迎
收听蓝精灵校园广播”。 当那一首首动听
的歌曲在学生们耳畔响起来时，心情也随
之愉悦。

“天信”的校园是美好的，“天信”的景
色是迷人的，“天信”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
“天信”的学子是令人骄傲的。 正是这些，
铸就了今天“天信”的品牌，成就了“天信”
学子的美好梦想！

职业教育的难题， 不在教学， 而在德
育， 是教学生如何做人。 而教学生做人，
教育者自己先做好人。

———赵金良

赵金良：
把正能量传递到
学生心里

很多人认为， 中职学生管不住、 不好
管。 而赵金良却认为， 只要把正能量传递
到学生心里， 中职生同样能自己管好自己。

在天津市信息工程学校， 师生们把学
习和弘扬雷锋精神作为一种生活常态。 走
进学校大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雷锋
塑像。 “奋斗、 学习、 团队、 互助、 责任、
信仰、 纯真、 幸福”， 体现雷锋精神核心内
容的8块 “雷锋箴言” 碑刻环抱在塑像四
周，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不仅仅要创设学习雷锋的氛围， 还
要通过各类实践活动来引导他们”， 采访
时， 赵金良反复强调这一点。 为此， 他曾
把 “京城活雷锋” 孙茂芳、 雷锋生前战友
乔安山、 全国孝老爱亲道德模范何涛请到
学校， 为学生作报告。

每天清晨， 赵金良总会站在学校迎面
的 “立德” 校石旁， 迎接每一位教师到校。
“今天脸色不太好， 多注意休息！” “你们
班的那个淘气包最近表现不错， 看来你没
少下功夫……” 一句句充满关切和激励的
话语， 让教师们心情舒畅、 干劲十足。

在赵金良看来， 教师值得尊重， 学生
同样应该受到尊重。 他说： “自己最看不
惯那种学生主动打招呼， 老师却置若罔闻
的人。” 赵金良是个真性情的校长， 讲话也
从不拐弯抹角， 他曾在一次教师全体会上
专门和老师讨论这事。 “学生打招呼时，
老师要给孩子一个真诚的回应。 别小看这
个笑脸， 每一次都是正能量的传递。 哪个
老师让我发现， 学生打招呼不做声， 那咱
们就在全体会上演一下这个情景， 让你也
体验下被冷落的滋味儿。” 老师们听时哈哈
大笑， 但都把赵校长的话铭记在心。

如今， 在校园里， 无论是老师看到学
生， 还是学生见到老师， 都会主动地打招
呼。 即使相隔很远， 也会发自内心地微笑
示意。

有的中职学生因为种种原因想退学，可
赵金良这一关却“不好过”。 每当学生、家长
拿着“退学申请表”找赵金良签字时，他都会
先了解孩子退学后的去向，帮他们一起分析
什么样的选择对孩子的前途更有利，告诉他
们有了一技之长才能更好在社会上立足
……很多孩子就是跟赵校长谈完之后又选
择留下了。

对于家庭困难的学生， 赵金良会默默
地伸出援手。 有一天放学后， 他悄悄地留
下了一个贫困生， 从钱包里掏出一千元，
塞进了他的口袋里。 那个男生眼睛湿润了，
却执意不肯收下。 “这帮不了什么大忙，
只能算是一份心意， 一份朋友的心意。” 赵
金良轻抚着男孩的肩膀， “考上大学后，
我会继续帮你的。 安心读书！”

赵金良说， 职业教育的难题， 不在教
学， 而在德育， 是教学生如何做人。 而教学
生做人， 教育者自己先做好人。 德育是人心
工程， 道德的修炼固然重要， 道德的践行更
为重要。 正所谓 “君子以成德为行”， 要以
心灵点化心灵， 使德育深入人心。

赵金良： 1970年生， 天津
市蓟县人， 现任天津市信息工
程学校校长。 他是天津市中职
德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曾获天
津市教育系统优秀思想政治工
作者、 天津市 “五一” 劳动奖
章、 国家先进德育工作者、 全
国中小学和职业学校思想道德
建设优秀成果展评先进校长等
殊荣， 先后在国家刊物上发表
《领导干部要锤炼执政品质 》
等多篇管理和学术论文。

天津市信息工程学校 （以下简称 “天信”） 是国家示范校、 国家重点中专校、 国家德育先进校、 全国青少年道德培养基地。 近几年，
学校以建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示范校为平台， 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德育工作取得显著效果， 不仅学生 “管” 住了， 而且
帮助学生们找到了归属感， 体验了成功， 建立了自信， 塑造了未来企业员工必备的职业素养。

在显著成绩的背后， 这所中职学校究竟有着怎样的独到管理模式？ 中职学校的重心与目的应该是什么？ 是仅仅传授给学生专业知
能， 还是也要注意帮助他们建构正确的价值观、 养成幸福的习惯和能力？ 该校校长赵金良又有着怎样的治校高招？ 日前， 笔者就此走访
了天津市信息工程学校校长赵金良。

天津市中职德育专家、 天津市信息工程学校校长赵金良解读

有效破解中职学生管理难题

美丽的 “天信” 校园

校长赵金良和学生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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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信” 品牌是这样炼成的

■今年 ， 贵校的招生情况特别好 ，
据说仅仅3天， 就有1200名学生报名。 起
初， 把孩子送进 “天信”， 家长们还纳闷
为什么简单的入学教育要进行一个月 。
而当自己的孩子经历了这一切， 家长们
纷纷用 “脱胎换骨” 来形容他们的变化。
请您谈一谈这其中的奥秘？

赵金良： 现在普遍认为中职校的生
源质量差， 差在两大方面： 除了学生的
成绩差之外， 行为习惯不良、 缺乏自我
约束能力、 心理承受能力脆弱， 也是质
量差的重要方面。 在全国职业院校校长
涉农专题研修班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陈遇春教授曾援引过这样一组调研数据：
在提到的企业关注职业院校学生的十项
职业品格中， 排名前五项的依次是： 责
任感 （91%）、 上进心 （83%）、 道德诚信
（ 76% ） 、 吃 苦 耐 劳 （ 75% ） 、 主 动 性
（75%）， 其余依次为创造性、 谦虚、 稳重
等。 所以说， 用人单位看中的职业院校
学生的职业品格和能力， 都是不能单靠
分数来衡量的。 因此， 我们认为有必要
下大力气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 其
中包括职业理想、 职业情感和职业纪律
教育。 这些年来， 我们也正探索了这样
一条培养路径： 结合中职学生特点， 以
心理学上的 “21天效应” 理论为切入点，
每年新生入学组织一个月 “五步一体 ”
的入学教育。

■众所周知， 一个人的不良行为习
惯、 不良错误观念一旦形成是很难改变
的，而新理念、新习惯又是难以形成的。 我
注意到您刚才提到一个心理学概念———
“21天效应”。 这一规律对学校导学育人来
说，起着怎样的作用？ 学校“五位一体”的
入学教育又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赵金良： 在行为心理学中 ， 人们把
一个人的新习惯或理念的形成并得以巩
固至少需要21天的现象， 称之为 “21天
效应”。 也就是， 一个人的动作或想法，
如果重复21天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
作或想法。 因此， 我们非常重视这一规
律在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如今， 老师们
已形成共识 ： 每一个学生都是可塑的 ；
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又是不可以蛮干的。

时下， 一些现代企业正在推行 “6S”
管理理念与方法， 其本质是一种执行力
的企业文化 ， 强调纪律性 ， 不怕困难 ，
想到做到， 做到最好。 而且， 现代企业
的发展使得企业更加看重员工的职业素
养， 而职业学校又是向企业输送员工的
主要基地。 所以， 培养中职学校学生的
职业素养， 对企业、 个人和社会的发展
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此， 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 我们
把入学教育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 “学
习”， 组织学生学习 《天津市信息工程学
校规范管理手册》， 让每一个学生了解学
校的各项管理规定 ， 服从学校的管理 。
第二步 “训练”， 通过队列训练让学生养
成良好的站姿、 坐姿， 培养学生令行禁
止的作风。 第三步 “规范”， 通过内务整
理训练， 培养学生严谨规范的生活作风。
第四步 “协作”， 通过逃生演练、 拔河比
赛、 歌咏比赛、 大合唱比赛等一系列活
动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团队精神。 第
五步 “深化 ”， 让学生观看爱国主义电
影、 校园文化艺术节光盘， 参观学校德

园、 德育展室、 学习国学 《弟子规》 等，
对学生进行爱国、 爱校、 爱家教育。 这
一个月， 我们的入学教育和活动非常丰
富， 不但强化了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
成， 培养了学生的安全意识、 团队意识
和集体荣誉感， 还为学生今后的校园学
习生活夯实了根基。

秘诀一： 小寝室， 大文章
———以宿舍文化为起点，培育学生职业素养

■宿舍是学生休息、 生活、 交往的
重要场所， 也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好阵地。
古人云 ： “与善人居 ， 如入芝兰之室 ，
久而不闻其香， 即与之化矣； 与不善人
居， 如入鲍鱼之肆， 久而不闻其臭， 亦
与之化矣。” 在 “天信” 的宿舍中， 我们
看到了一种健康向上的宿舍文化， 一种
与他人和睦相处的和谐状态。

赵金良： 的确， 人之相交， 交于情；
人之相处， 处于心； 人之相惜， 惜于品；
人之相敬， 敬于德。 宿舍管理是一个重
要的育人环境和德育阵地， 在这里我们
让孩子学会生活 、 学会劳动 、 学会交
往、 学会生活的审美。 我们提倡 “宿舍
小天地 、 人格大文章 ” 的宿舍精神和
“先扫床铺 ， 再扫一屋 ， 而后校园 ； 净
洁精神， 修炼品格， 净扫天下， 境界人
生 ” 的宿舍管理格言 。 学生每天早晨 、
中午要进行两次卫生内务整理， 做到地
板墙面光亮整洁， 被子方方正正成为豆
腐块， 洗漱用品整整齐齐， 床上、 床下
两个 “一条线 ”。 健康向上的宿舍文化
对于培育中职生的职业素养， 即让学生
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严谨规范的生活
作风、 健康的审美情趣、 互助的团队精
神等， 对引导学生成人成才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每次走进你们的学生宿舍 ， 都可
以感觉到 “亲切德育”、 “人文德育” 的
气息扑面而来。 尤其欣赏宿舍墙上学生
们可以尽情 “涂鸦” 的 “自由园地”， 是
真正属于孩子们的天地。 而且， 宿舍也
成为了展示学生良好精神风貌的窗口。

赵金良： 学生宿舍是住校学生最自
由、 最放松的地方， 也可以说是住校学
生的第二个 “家”。 首先， 学校重视宿舍
内的装饰， 实现让 “墙壁” 讲话。 比如，
在宿舍楼道布置橱窗、 展牌， 通过名人
名言引领， 潜移默化激励学生。 在宿舍
楼安装广播系统， 给学生播放新闻、 播
放健康积极的音乐， 营造出高格调、 高
品位， 思想性强的舆论宣传阵地。 其次，
在每个宿舍设立文化宣传栏， 交给学生
自由设计， 展示他们对学习、 生活的感
悟， 既培养了他们的审美情趣， 同时也
培养了他们的创新精神。 再其次， 通过
开展宿舍卫生内务大赛、 优秀宿舍评比
大赛、 宿舍文化栏评比大赛、 男女生互
相参观宿舍、 宿舍开放周活动等， 培养
学生积极进取的品质和集体主义精神 。
宿舍的大事小情， 诸如查宿、 卫生内务
打分等活动， 都让学生参与决策、 参与
行动、 参与评价， 充分体现了他们主人
翁地位。 如今， 宿舍文化已经成为学校
校园文化的品牌、 德育的亮点， 得到了
国内知名专家教授的高度评价， 我校的
毕业生正陆续把这种行为习惯带到就业
单位中， 得到了相关企业的一致好评。

秘诀二： 小餐厅， 全参与
———以餐厅文化为抓手，培养学生职业素养

■每个就餐时段 ， 虽然人流很大 ，
但秩序井然。 学生自觉排队买饭， 自觉
处理好有限的剩饭剩菜， 整个餐厅的餐
桌上几乎很少有残渣饭粒， 文明就餐的
场景令人叹服！ 而且， 当和您走进食堂
时， 学生们纷纷打招呼， 感觉很亲切。

赵金良 ： 我校餐厅有1080平方米 ，
只有720个座位， 而在校就餐的学生平均
每餐2000余人次， 用餐压力非常大 。 为
了缓解用餐压力， 学生们被分在三个时
间段用餐， 每个时间段相隔15分钟， 所
以， 每个阶段用餐后的收拾时间特别紧
张。 如果学校食堂对外承包可以产生一
定的经济效益， 但我们没有那么做， 也
绝不会这么做， 这不单纯是制度上的要
求， 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为学生， 二
是为学生， 三还是为学生。 可以说， 让
学生满意是我们仅有的目标。 此外， 我
们还组织学生成立了 “学生伙食监督委
员会”， 由学生参与日常管理， 让学生感
觉到他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 这样 ，
就把过去学生与食堂对立的关系消除了。

■走进学生餐厅，很容易还发现一个
现象：这里没有聘用一个保洁人员，但平
均两个餐桌就有一名志愿者。 一个舒心的
笑容、一个让座的动作，都能让同学们感
受举手之劳给他人带来的无限温暖。

赵金良： 我们把学生食堂作为 “习
惯从这里养起” 的教育基地， 大力提倡
志愿者精神， 发动同学们争做 “餐厅志
愿者”， 如 “维护秩序志愿者” “餐厅服
务志愿者 ”。 目前类似的志愿者已达到
100多人。 而且一日三餐后的餐厅， 每天
由一个班负责打扫， 整个清洁工作由学
生完成。 通过他们的努力， 不仅缩短了
打饭和用餐的时间， 还减轻了餐厅工作
人员的劳动量。 大部分同学能从自身做
起文明用餐， 食堂拥挤就餐的现象明显
减少。 同学们对 “志愿者精神” 有新的
认识与定位， 意识到即使做的不是什么
惊天动地的大事 ， 但是通过身体力行 ，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他人积极服务， 也
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勤俭节约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更是现代企业快速
发展的重要因素。

秘诀三： 小活动， 大平台
———以值周文化为动力，助推学生职业素养

■几次来到“天信”，都有一个共同的
感受：学校虽然并未实行物业管理，但偌
大的校园里竟连一片纸屑都没有，连走廊
楼梯扶手也是一尘不染。 而且，穿梭在美
丽的校园里，最耀眼的是身穿“天信志愿
者”蓝色马甲的值周班学生。

赵金良 ： 是的 ， 作为 “天信志愿
者”， 孩子们感到光荣和自豪。 每周的值
周工作开始前， 班主任组织学生来到雷
锋塑像前一字排开， 右手放在胸前， 齐
声宣誓： “注意安全、 文明礼貌、 吃苦
耐劳、 团结协作； 服务以热情周到为目
标， 劳动以洁净整齐为目标， 努力践行
雷锋精神。 为班争光、 为系争光、 为校
争光。” 这正是让学生懂得值周工作需要
奉献、 服务、 敬业的精神。 值周工作开
始之后， 班长把学生安排在教学楼楼道、

操场、 甬路、 花园、 厕所、 宿舍、 餐厅
等校园的各个角落 。 学生们捡拾垃圾 ，
清扫甬路， 擦拭墙壁、 橱窗、 文明用语
标志、 公示栏、 宣传栏， 打扫厕所。 无
论严寒酷暑， 他们一丝不苟， 把校园整
理得干干净净。 在校园里除了劳动， 他
们还是其他学生文明礼仪的模范， 走路
时他们2人一排， 3人以上成纵队， 碰到
师长主动鞠躬、 问好。

值周活动不是单纯的劳动活动 ， 而
是学生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的一种形式，
我校已把值周活动打造成对学生进行劳
动教育、 礼仪教育、 纪律教育、 服务教
育、 集体教育、 感恩教育、 社会实践教
育的重要德育平台。

■今年上半年， 国家教育部门新修
订的 《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 》 强调 ，
德育工作应 “知与行相统一”， 这在值周
活动中又是怎样体现的？

赵金良： 新修订的 《中等职业学校
德育大纲》 强调了中职德育工作要遵循
“方向性与时代性相结合； 贴近实际、 贴
近生活、 贴近未成年人； 知与行相统一；
教育与管理相结合； 解决思想问题与解
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五个基本原则。 我
们在每次值周后都十分重视 “值周后效
应 ” 的反馈 ， 这就是 “知与行相统一 ”
的最好体现， 如在班内召开 “值周工作
茶话会”， 让同学们谈自己的值周感受。
有的学生哭了， 有的同学说自己懂得了
环保不会再扔垃圾， 有的同学说体会到
了父母的艰辛、 老师的辛苦， 有的同学
说在值周中我虽然晒黑了， 但却得到了
锻炼， 有的同学说自己为学校服务找到
了 快乐等等 。 学生 体 会 到 了 五 个 字 ：
“干 ”、 “累 ”、 “悟 ”、 “悔 ”、 “值 ”，
因为干活劳动了， 他们感觉到了累； 因
为辛苦劳累， 他们感悟了到父母、 老师

的不易； 又因为感悟， 他们后悔过去的自
己； 最后他们感到值周工作很值得， 让自己
有收获。 通过这样做， 既锻炼了学生的劳动
技能， 也培养了每个学生的吃苦耐劳的品质
和珍惜粮食的好作风， 更重要的是让学生认
识到父母的不易和学校老师的良苦用心。 好
多毕业生凭借这些现已成为企业的佼佼者。

秘诀四： 小超市， 大实训
———以“超市”文化为辅助，展示学生职业能力

■据了解， “蓝精灵超市” 是由您倡议
并建立的一个学生创业基地。 采购、 理货、
收款乃至整个超市的管理， 都完全交由学生
管理。 当时， 您的初衷是什么？ 超市为什么
实行学生自主管理？

赵金良： 2012年， 学校 “蓝精灵” 超市
正式开业， 平价的商品、 透明的管理深受同
学们欢迎。 “蓝精灵” 超市是一个学生的创
业基地和实训平台。 超市采购 、 理货 、 收
款、 账目乃至整个超市的管理， 都由学生负
责。 学生会主席团是超市董事会， 负责清查
账目同时接受学校财务室的审计； 学生会生
活部负责学生对超市意见、 建议的收集及进
货； 值周学生负责超市经营理货。

赋予学生对超市的经营自主权， 我们主
要有两点考虑： 一是让利学生， 学生超市的
全部利润用于学校 “爱心” 基金和学生活动
经费。 超市自负盈亏、 自我发展 、 自我监
督， 这样就变经商为学生的实践场所。 二是
让能学生， 通过管理及运营， 丰富了同学们
的经验， 提升了个人能力， 并且方便师生，
服务师生。 超市的工作将是他们很好的实践
平台， 为他们积累经验和财富。

（徐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