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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要过分数关 更要过社会关
“爱与创造”是新英才学校教育主张

的核心精神，也是我个人的教育追求。有
人说我是企业家，这并非我所愿；我想成
为一个教育家， 但深知自己离这一目标
差距甚远。 把我从这一困境中解脱出来
的，正是“爱与创造”的理念。

今年， 当又一批新英才的毕业生被
中国和英美等一些名校录取时， 我又想
起了多年前第一次遇见现任新英才副校
长李放大博士的那番谈话。 那是北京市
新英才学校初创时期， 大家在一起讨论
问题，我突然问他，教育是什么？

一直以来， 我希望寻找到一些志同
道合者， 怀着对教育朴素的热爱， 不偏
离教育本质和规律， 去创造一所与众不
同的学校。 这所学校应该去完成一种使
命， 不断地去回答教育的疑问， 在教育
实践中脚踏出一条探索者的足迹。 这所
学校的学生应该热爱人生， 目标明确，
并向着未来踏歌而行。 “一切皆有可
能”， 记得李博士当时并没有直接回答
我的问题， 但是他的语气， 却给我一种
信心。 我们要做的这所学校， 不能仅仅
是只给学生一条上大学的通道， 而是要
给学生一个世界。 我们的每个学生， 都
应该在关爱包容的环境中汲取优秀传统
的文化营养， 通过课程打下扎实的学术

基础； 我们的教学不仅要建立起学生
的知识体系， 更要构建学生认识世界
的价值体系。 我们要做的这所学校，
不是刻意去选拔一批好学生， 而是要
全力造就每一个“新英才”。

2007年， 当我期待用一种新思路
去办一所新学校的时候，我认定，至少
这所学校不应当是冷漠的， 至少在一
个叫作北京市新英才学校的地方，教
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
与学生之间，应该是充满相互关爱的。

在学校， 每当面对学生一双清澈
澄净的目光时， 我都能清晰地看到那
些人性最初的爱与美好。我想，这便是
我痴迷于研究教育、 执着于教育探索
的心理根源吧。 我希望学校教育不是
用一些陈旧的说辞去限制学生， 而是
要保护他们， 让他们在良好的环境中
成长。即便长大以后，这些学生没有卓
著的成就， 只要他能够珍惜自己的生
命和尊严，接纳自己的不足与缺陷，学
会享受快乐和承担苦痛， 珍惜与感恩
社会， 以微笑面对未来可能遇到的一
切， 那么我们这个民族以及人类共有
的文明、我们生息繁衍的星球，才会真
正有希望和未来。 与其责备社会缺少
爱，不如从学校开始培养爱。这是我投

身教育原初的出发点。
我深知，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但是，

只有爱也很难构成完整的教育。 就学生
的智慧发展而言， 学校教育同样面临着
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个完整的人在学校
教育过程中， 往往被人为割裂， 学科的
成绩和分数成为某些人对教育的全部理
解和追求。 在这样肤浅的教育过程中，
学生的心灵被扭曲、 身心被摧残。 而我
们还在对他们寄予不切实际的期望： 他
们明明对世界的好奇心在渐渐消退， 我
们却希望他们能够去创新； 他们的自信
心明明被摧毁， 我们却希望他们能够富
有激情和勇气； 他们的责任感明明已匮
乏， 我们却需要他们去担当从制造大国
走向创造大国的历史使命。 时代发展需
要自信、 富有责任感和勇于探索创造的
人。 遗憾的是， 这样的品质在学校教育
中越来越少。

知识的传递说到底是在用确定的答
案去面对不确定的未来， 这多少有点刻
舟求剑的味道，而学生对世界的热爱，自
信、执着、富于创造的好奇心和探究的精
神，头脑中鲜活的心智模式，才是他们最
宝贵的财富。 学校教育如果能够保护并
开发好学生的心智， 使他们成为全面发
展的人，我们的国家、社会才会有希望。

但是，事与愿违，今天的学校宁愿把大把
的时间花在提高学生的成绩上，却极大地
忽略了学生的心智发展，以致于辛辛苦苦
培养出来的人即便通过了分数的关，却难
以过社会的关。

从最初接受教育、思考教育，再到后
来创办教育、研究教育，我的一生都与教
育有着不解之缘。 十几年前，我接手了厦
门英才学校， 正式开始了我办教育的生
涯。 身临办学一线之后，我逐渐看到了很
多教育问题和现象，开始了对教育的思索
和实践。 然而，思索越多，困惑也就越多。
当我怀着对教育的憧憬创办北京市新英
才学校的时候，所有的疑惑和思考就更加
强烈了。我决心直面问题、迎接挑战。我知
道， 当我们自己都无法回答自己的时候，
去质询别人是没有意义的。新英才教育主
张实际是我们对教育的一种坚守，新英才
教育主张的提出只是一个开始。对于新英
才而言，答案只有一个，就是爱与创造。而
所有这一切，都将回归到学校，努力转化
成一线教育实践与改革的动力。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学生由新英才放
飞到世界各地，这场生命的遇见才使我深
深地体会到，作为教育工作者，有机会能
够主动参与到诸多生命的建构中，这是一
件多么可遇而不可求的美妙事情。

学校教育需要主张
更需要“落地”
■陈玉琨

缺乏对学生个性的关注与兴趣爱好的培养， 是我
国教育的弊病之一， 也是学校常常为社会所诟病的重
要原因。 其实， 缺乏对学生个性关注的背后是学校个
性缺失。 同质化的教育， 同一化的办学， 千篇一律的
培养目标， 大体相同的学校课程， 缺失个性的教学模
式， 怎么能培养出有个性的学生， 怎么能满足学生兴
趣爱好的发展？ 为改变这一状态， 北京新英才学校决
心办一所有个性的、 不一样的学校， 并将其教育主张
向社会公开宣示。

“主张” 按照通常的理解， 无非就是“见解” 或
“看法” 的意思。 新英才的教育主张就是他们对教育
的见解， 是新英才对“培养什么人” 与“怎样培养
人” 的看法。 具体而言， 就是新英才对自身承担的教
育使命的看法， 是新英才对自身教育价值选择以及在
此基础上对教育目标选择的看法， 是新英才对如何办
教育的看法。

教育不能随心所欲， 不能头脑发热想当然地办
学， 也就是说， 学校不能“自作主张”。 然而， 学校
也不能没有主张， 没有主张， 也就没有见解， 这样的
教育必定是盲目的教育， 糊涂的教育。 在充分吃透国
家与社会发展对未来人才的需要， 吃透教育发展的基
本规律的基础上， 充分把握教师的特长与学生的特
点， 以及社区的特殊需要， 办出注重学生全面发展而
又有鲜明特色的学校， 这才是时代的呼唤。 从这一意
义上说， 这样的学校主张就是把国家意志与社会需要
校本化、 精细化的主张， 是充分反映国家与社会对人
才多样化需要的主张。 这样的教育才是清醒的教育，
这样的学校才能办成人民满意的学校。

在现阶段， 我国的学校， 不管是公办学校还是民
办学校， 甚至一些所谓的名校， 由于背负着太大的升
学压力， 所以， 大多数学校只能以“分数” 换取家长
的认可， 吸引学生来校读书， 为此， 他们把“揪”、
“死揪”、 “往死里揪” 作为学校发展的第一途径选
择。 当然， 把“揪”、 “死揪”、 “往死里揪” 作为学
校发展途径选择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问题， “死揪”
过去就有， 如今是越演越烈。 为解决学生课业负担过
重的问题， 各级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 不知发了多少
文件， 然而， 其结果收效甚微。 其实， 只要学校选择
了“分数第一”， “死揪” 成为策略选择就必然成为
大概率事件。 “分数第一” 的价值取向不变， “死
揪” 作为发展策略是很难有大变化的。 多年不变的学
校发展策略已经使他们产生了对学校发展“分数———
死揪” 的途径依赖。

然而， 新英才却没有染上这些恶习， 他们坚决地
把人的养育放在第一， 把德行的培养放在第一， 把人
性中最重要的爱心放在第一。 他们注重创造， 注重学
生主动、 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 因而， 他们必定要摒
弃“死揪”， 注意为学生创设尽可能宽松的发展环境。
当然， 新英才的教育实践离他们的理想还有很大距
离， 因为， 这毕竟是一条需要艰苦探索才能走通的
路， 新英才还刚刚开始走上这条探索之路。 尽管如
此， 新英才公开宣示了这些主张， 并且， 正在努力地
实现这一主张， 这已经使人感到欣慰。

教育的价值选择必然会体现在学校育人目标体系
中。 个性鲜明、 富有创新的育人目标是现代学校的基
本特征。 目标即预期的结果。 学校办学需要有明确的
育人目标， 这个目标指引着学校的发展， 学校的目标
要反映基础教育的共性， 更要有各自的特色。

新英才以“爱与创造”作为自己育人目标的核心精
神，构建了学校的育人目标体系。“爱与创造”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也是当代社会对人素质需要的凝
练。 让世界充满“爱”，这是当代人的呼唤，中国从制造
大国向创造大国的转变更需要创造性的人才。

当然， 仅仅有“爱与创造” 这一核心精神是不足
以构成指导学校实践的育人目标体系的。 教育还需要
按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其中包括学生情感与认知发
展的规律， 以及这些目标自身内蕴的逻辑， 精心勾画
各级目标之间的关系。 新英才在育人目标的建构上已
经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教育的价值选择借助于育人
目标最终还要落实在学校的课程与教学等各个环节
上。 现代的学校需要有先进的教育思想， 但是， 如果
先进的教育思想不能转化为教育行为的话， 那么这种
思想还是苍白无力， 没有说服力的。

新英才为实现学校育人目标设计了一套课程与教
学体系、 学生支持与服务体系以及学校管理体系的框
架。 在新英才， 这项工程叫作实现育人目标的“落地
工程”。 看来， 新英才教育主张并不只是写在纸上的
主张， 并不是用来空谈的见解， 而是用来指导教育实
践的主张， 是用来推动教育改革的主张。

育人目标的选择很难， 目标落地更难。 目标落地
是一个需要爱心、 细心与耐心的过程。 没有爱心， 教
师就不可能为这一事业去努力； 没有细心， 就不可能
关注到教育的细节， 细节决定成败， 在生活中如此，
在教育上更是如此； 没有耐心， 这一落地工程一定半
途而废。 对此， 我们很有期待， 期待新英才学校能够
克服各种困难， 实现他们的教育主张， 使我们能够分
享他们创造出的把理想中的育人目标落地的经验， 分
享他们创造出的改革学校课程与教学、 学生支持与服
务体系以及教育管理的新经验。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研究院院长、
慕课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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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英才教育主张：爱与创造

■本报记者 时晓玲

蓝春至今记忆犹新， 15年前， 当他
得知他所设计的厦门英才学校发展不
顺， 一连换了五任校长仍无起色时， 身
为公司执行董事的他， 十分关注学校发
展， 提出请专家来办学， 结果合作又告
失败。 这时， 一位大学教授无意间对蓝
春说了一句话： “其实你最合适做校
长。” 没想到这句话真成了事实， 从厦
门英才学校校长到北京市新英才学校校
长， 蓝春做教育的劲头一发不可收， 并
且越做越投入， 越做越痴迷。 他成立教
育研究院， 探讨教育问题； 他提出“爱
与创造” 的主张， 开始在学校教育中不
断践行。

每个学生都有成长导师

蓝春说， 在新英才学校， 爱是具体
可见的， 也是在相互传递的。 正值青春
期的学生， 随时会有各种令人目不暇接

的状况出现， 比如一个文静的男生突
然梳起了马尾， 一个个性张扬的女生
却突然间见谁都不打招呼……这样的
行为其实不奇怪， 但却需要及时引
导。 于是， 在新英才学校， 每个学生
都有了自己的成长导师， 导师的人
选， 由家长和学生共同商量确定， 可
以是任课教师， 也可以是教工， 甚至
是家长或其他社会人士， 但前提是他
们必须有爱心， 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能给学生正确的人生导向。

在新英才学校， 记者看到这样一
封信， 信中写道： “我很喜欢新英才
学校， 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导师。”

“我的导师是一位很有学问、 很敬业
的老师。 我们经常一起聊天， 不知不
觉中， 老师成了我无话不说的好朋
友。 我在学校里的事情都愿意与老师
说。” 写这封信的， 是一位叫小也的
女生， 从别的学校转来。 在这里， 她
感受到了爱的呵护， 更感受到了学校
教育带给自己的自信与坚强。

学校规定， 新英才的导师， 不但要
关心学生的学习成绩， 更要关注其身心
健康， 培育其健全人格。 这就需要导师
对所指导的学生有全面的了解。 导师接
手学生后， 通常会在第一时间与家长取
得联系， 并对学生的学习态度、 习惯与
性格特点做一个初步诊断， 同时， 通过
对学生课内外的观察、 交谈以及与各科
教师的会诊， 确定指导方案。 因为每个
学生都不同， 每个学生需要的帮助也不
同。

“爱， 永远是教育的内涵。 如果没
有爱， 任何说服都无法开启一颗封闭的
心。” 岳丽芬老师的话， 道出了学校导
师最真实的心声。 “只有让学生得到尊
重， 获得自尊， 他们才会懂得怎样去尊
重别人。” 这是导师们的共识。

在新英才， 每个学生在上大学之
前， 都有一个学业规划团队为他们做

“私人定制” 服务。 如今， 新英才学校
已经形成一支专业的指导团队。 这个团
队从学生进校门开始， 就关注其个性发

展及学业水平， 并着眼未来， 为他们量
身定做成长规划。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
们逐渐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潜能和施展
舞台， 有了一颗服务社会与他人的心，
并日渐有了创造未来的勇气和智慧。

我的校服我做主

在北京市新英才学校， 记者听到这
样一个故事。 今年寒假， 不少学生手头
多了一份自愿完成的作业： 设计一套自
己喜欢的校服。 开学后， 学校收到上百
份来自学生精心设计的作品。 其中有一
名学生还联系了厂家， 将自己设计的校
服变为了成品。

原来， 这是新英才学校艺体中心与
一家服装公司共同策划的校服设计大赛。
经过几轮角逐和评选， 最终有10名学生
的作品脱颖而出， 当选为校园十佳设计。
近日， 学校又在和多家服装公司协商，
准备将学生设计的作品经过改良制作成
成品。

据一项调查显示， 在中国， 有67%
的学生不满意自己的校服， 有89%的学
校男女生校服没有区别。 学生每天要穿
着校服上学， 而他们自己的校服却不能
由自己做主。

其实， 早在五六年前， 蓝春就想过
让学生自己设计校服， 但那时时机尚不
成熟。 去年， 一家服装公司为学校剑桥
中心设计的几款校服得到了学生的普遍
喜爱， 甚至有学生申明因为喜欢校服才
来到剑桥中心。这件事触动了蓝春。他在
想， 必须把属于学生的权利和选择权还
给学生，这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新英
才的教育主张。 现在，有了好的契机，就
应该将当初的设想付诸实践。 于是，学校
下大力气启动了这件事。

这是一次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造力
的头脑风暴， 更是一次教育主张的落地
行动。 10名学生在老师的辅导下最终将
头脑中的想象力转化成专业设计， 并以
学生名字命名， 制作成校服成品。 据介
绍， 学校已经计划在校门口筹建一个校
服商店， 最终被师生和家长选中的校服
将会批量生产， 放在商店里出售， 学生
可以从中挑选自己喜欢的款式。

从最初只是想改变校服的学生， 到
最终入选十佳设计， 成为一名合格的设
计者。 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们经历了成
长， 跨越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他
们说， 这一切， 都是因为新英才搭建了
一个发现学生潜能， 并使其得以充分施
展的舞台。

对此， 始终对教育有着不了情怀的
蓝春自有自己的诠释。 他说， 在新英才
的办学词典里， 每个学生存在的首要意
义就是期望能够通过教育， 唤起学生的
自我觉醒， 觉醒他自己原来也不曾料到
的潜能与力量， 觉醒他自己原来可以变
得更完美， 觉醒他自己原来可以为社会、
为他人乃至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 这就
是学校教育爱与创造的真谛。

身临办学
一线之后， 我
的思想每天都
在企业和学校
之间切换， 一
方面在疑惑为
什么企业和学
校非常缺乏适
合的人才， 一
方面也在反思
学校的人才培
养过程。 如果
说企业是人才
落点的话， 学
校就是人才的
起点， 与其抱
怨落点的人才
不够理想， 不
如看看能在起
点做些什么。

———蓝春

许多年前的一次机缘巧合，蓝春从研究所进入到企业工作，当企业所办的学校面临危机之时，他这个教
育的“门外汉”又阴差阳错地来到学校，当起了校长。 他在想什么，又在做什么———

【校长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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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蓝春校长与学生在一起。
②学生绘画比赛。
③学生志愿者向家长介绍陶艺作品。
④老师指导学生进行校服设计。

（本版图片由北京市新英才学校提供）

【专家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