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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沪教院福田实验学校历经十二年的磨炼， 克服千难万险， 终成正果， 建立了自己的品牌， 群众给予很高的评价。
作为深圳一所非营利的民办高级中学， 福田实验学校坚持只为育人， 不为盈利的办学目的； 以学校文化引领学校的内涵发
展； 构筑幸福教育高地， 让师生幸福生活； 实施人文德育， 激励学生成长信念； 打造高效课堂， 实施有效教学模式等诸多教
育创新的亮点， 无一不令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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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沪教院福田实验学校的“蜕变”之路

知难而进 由弱变强

福田实验学校十二年的发展之路 ，
可说是步步荆棘、 处处艰难。 学校开办
于2002年， 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
实验基地。 黄孔辰接任校长时， 迎头而
来的是长期困扰学校发展的两大难题 。
一是办学经费问题 。 学校自开办以来 ，
收费标准在全市同类学校中一直处于最
低水平。 尽管公益为上， 但是拿什么稳
定教师， 吸引生源？

为解决学生住宿、 用餐的困难 ， 以
吸引更多的生源 ， 学校举办者———身居
台湾的陈清治先生以 “大爱无疆” 的教
育情怀， 贷款近4000万元盖了一栋15层
的生活综合楼 。 即使在举债的情况下 ，
学校十年来没有涨过一分学费， 也从不
伸手向家长要钱， 成为深圳关内收费较
低的民办高中。 在学校经费入不敷出的
情况下， 之所以能够支撑下来办学， 诚
如黄孔辰所说： 一方面在于学校始终坚
守 “公益办学” 的承诺， 一方面在于学
校善于勤俭办学———把一元钱当作一百
元来用。

除了资金问题， 长久以来 ， 困扰学
校发展的瓶颈问题之二在于生源质量的
薄弱。 该校绝大多数学生为考不上公办
学校的学生， 学习基础较差， 家庭教育
严重缺失 ， 在学校表现为纪律观念差 、
学习效率差、 文明习惯差， 叛逆心理重，
这就给学校的教育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
战 。 黄孔辰校长不无幽默地说 ： “给
‘低分生’ 上课是个大难题。 老师最 ‘痛
苦’ 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自己的
课讲完了， 学生还没睡醒； 学生最 ‘痛
苦’ 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自己睡
醒了， 老师的课还没讲完。” 这话虽然有
些调侃， 却道出了学校相当长一段时间
里教学质量在低位徘徊的原因所在。

黄孔辰并没有就此打退堂鼓 。 回想
起自己1989年从上海教育学校教育科学
研究所调来深圳后工作的第一个单位 ，
就是福实的前身———新沙中学 。 当初这
所被六个自然村所包围的公办初级中学，
学生基本上是原村民的子弟。 改革开放
后的深圳特区， 村民们物质生活的极度
富裕和文化素质较低所造成的强烈反差，
使得他们的孩子深受 “读书无用论” 的
毒害， 无心向学， 学校教学质量为全市
最低。 初来乍到的黄孔辰受命在这所后
进生成堆的学校移植、 开展了 “成功教
育” 的实验。 三年后， 新沙中学一跃成
为深圳市先进学校， 市教育部门还召开
了现场表彰大会。 22年后， 回到了 “原
点” 的黄孔辰， 面对着这这批被公办学
淘汰的学生， 骤然产生了一种 “老骥伏
枥， 志在千里 ” 的使命感———一定要把
福实办成为 “不一样的学校”， 一定要让
学生享受到 “不一样的教育”。 学校董事
长金东先生和校长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一定要让这些学生能够重新找到自信 ，
重树对学习的兴趣， 让无数的学生满怀
失落与沮丧踏入福实的校门， 最终却以
一副精神饱满的成功者的姿态踏出校门。
在这里， 一定要让 “低进高出” 不再仅
仅是梦想。

三年来， 所有的心血没有白费 ， 梦
想终于成为了现实： 福田实验学校的教
育教学质量直线上升， 高考上线率， 由
2011年的27.4%， 上升到2014年的84.6%，
涨幅高达208.9%。 在生源和教师都没有
改变的情况下， 福实创造了震惊教育界
的奇迹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不断上升的办学质量， 使福田实验
学校得到了社会的高度认同， 从而有了
生存之根、 发展之本。

文化重构 内涵发展

2011年， 福田实验学校获评为广东
省一级学校， 学校已硬件设施齐备， 规
章制度齐全 ， 踏上了规范化办学之路 。
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升软实力？ 校
长黄孔辰告诉笔者： “那时我刚接任校
长， 整天盘旋在脑海中的就是一个念头，
如何让学校走上内涵发展的办学之路?”

为了追寻答案， 在黄孔辰的倡导下，
学校领导班子展开了一场 “如何走内涵
发展之路” 大讨论。 正是这场讨论， 确
立了以重构有鲜明特色的学校文化为学
校内涵发展突破口的办学思路———“以学
校文化引领学校的内涵发展成为学校
‘十二五’ 发展规划的主题， 也是学校内
涵发展期学校的基本办学思路。 学校确
定了文化重构的核心目标是： 让教师教
得有尊严， 让学生学得有尊严， 让课堂
充满生命的活力， 让学校充满生命的气
息。” 黄孔辰校长介绍说。

重构学校理念文化， 让理念文化成

为学校内涵发展的航标。 学校理念文化
是学校文化的核心内容， 也是学校文化
的灵魂所在。 黄孔辰认为， 办学理念既
是学校办学历史的积淀， 办学经验的提
炼， 又需要根据学校发展的需要不断创
新， 形成具有学校特质的理念文化。 如，
面对学生、 教师的 “痛苦”， 学校重构后
的教育理念是 “教育幸福人生， 学习快
乐一生”； 面对学习习惯极差而毫无学习
动力的学生， 学校重构后的校训是 “学
习改变命运， 习惯决定人生”； 面对被公
办学校淘汰而缺乏自尊和责任心的学生，
学校重构后的校风则是 “尊重 、 合作 、
诚信、 责任” 等等。 我们从高二 （7） 班
黄雅欣同学写的作文中， 就可以看出校
风对学生的影响力：

尊重·诚信·合作·责任———
校园里鲜艳的四朵花

我们的学校位于福田区市中心 ， 是
一所大花园。 我的学校的校风有八个字：
尊重、 诚信、 合作、 责任。 这八个字就
像四朵鲜花， 香满校园。

尊重， 是脸上一束鲜艳的花朵 。 尊
重， 是他人发表不同意见时的倾听； 尊
重， 是为别人付出的努力而鼓掌； 尊重
就是看得起身边的每一个人。 上届高三
有一位同学， 腿不好使， 但升旗时他能
参加。 每每看到他， 我们都要上前问一
声 “好 ”， 他总是微笑着说 “你们好 ”。
这就是尊重。 尊重是美丽的。

诚信 ， 是心灵中一束真诚的花朵 。
与人交往时要讲诚信； 考试时要讲诚信；
做事时要讲诚信。 学校进行 “无人监考”
的试验 。 由各班自愿参加 ， 还要申请 。
凡是参加试验的班级基本上都没有了作
弊现象。 诚信会让我们成功。

合作， 是大家共同意志的花朵 。 合
作就是大家一起协助完成共同配合。 正
所谓 “人心齐泰山移”， 合作的力量是无
穷无尽的 。 在上学期的春季运动会中 ，
我们班参加了好几个团体项目。 例如拔
河， 我们班男女人数较平均， 女生的力
气似乎要比男生大， 俗称 “女汉子班”。
但我们男女平等， 各选10名， 大家齐心
协力取得了胜利。

责任 ， 是服务社会的灿烂的花朵 。
责任， 就是要为大家服务； 责任就是要
对自己、 对社会负责； 责任就是遇事要
勇于担当。 本学期， 我担任了班长这个
职务。 作为一个班级的领导者要带领全
班同学积极学习， 形成一个整体， 这是
一个很大的责任。 虽然压力很大但我相
信我能行！

尊重、 合作、 诚信、 责任， 是我们
校园里最美丽的字眼， 也是最鲜艳的花
朵。

重构学校课程文化， 让课程文化使
学生获得学习成功的体验。 课程文化是
学校文化的最基础的组成部分， 是学校
办学理念尤其是培养目标的根本体现 。
福田实验学校以 “学校课程必须适应学
生发展” 的课程文化观， 以校本化和人
本化作为课程文化追求的价值取向， 从
两个途径来改革学校课程。

一是国家课程校本化。 课程改革的
根本要落实在课程内容的层面。 为了落
实承认差异、 尊重差异的理念， 让更多
的学生能够适应高中阶段的课程学习 ，
学校从生源文化课基础薄弱的特点出发，
对国家课程作了校本化的探索， 即适当
降低课标要求和课程难度， 适当减少课
程内容， 对教材作了适当的删减与整合，
使课程内容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学习
需求， 从而能学、 会练， 重新树立他们
学习的自信心。

二是课程实施有效化。 为改变课堂
教学效率低下的局面， 让更多的学生能
够积极、 主动参与课堂教学活动， 学校
从改变教师的教学理念、 优化师生教学
方式入手， 开展了全校性的构建、 实施
“有效教学模式” 的课题研究。 福田实验
学校构建的 “有效教学模式” 涵盖了三
个模块、 十四个环节。 黄孔辰强调指出，
实施该模式的目的， 既在于关注学生今
天学习的进步与快乐， 又通过学生 “自
主、 合作、 探究” 的学习， 着眼于他们
未来的发展和终身的幸福。

重构学校德育文化， 让人文德育提
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德育文化是学校文
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以先进文化为
养料， 滋养学生精神生命的成长。 福田
实验学校以 “人文德育” 重构学校的德
育文化 ， 关注的是学生的情感 、 态度 、
价值观等人文素养以及健康成长。 对那
些长期来因学习成绩差而得不到爱和尊
重的学生 ， 给他们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
是人文德育的核心理念； 对那些长期来
习惯不良、 无心向学、 缺乏责任的学生，
培养他们的人文素养和健全的人格， 让

他们学会 “尊重、 合作、 诚信、 责任”， 是
人文德育的核心目标。 学校采取的人文德育
主要措施有： 为改变影响学生一生发展的各
种不良习惯， 制定了三十条校规 ， 开展了
“高中入学教育 ” 、 “严校风 、 明校纪 ” 、
“与陋习诀别” 以及 “诚信伴我行” 等主题
教育月活动， 并建立后进学生成长导师制；
为提高学生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 建
立了学生全员值日班长制， 学生校长助理制
等。

文化犹如学校的空气， 让师生品味文化
的芬芳， 接受文化的洗礼， 浸润文化的温
润， 鲜活生命的成长。 福实师生在办学过程
中， 不断接受学校文化精髓的熏陶， 校园生
活是如此的美好， 自然而然地洋溢着幸福的
气息！

人文德育 根深叶茂

如果说教学生做人是根， 那么育学生成
功就是叶。 根深， 方可叶茂； 叶茂， 才能果
香！ 引用家长的话说： “福实做大的特点就
是做人教育抓得好， 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学
习， 简直是家长的幸福”。

与成绩一流的学生相比， “后进” 学生
的区别和差距究竟在哪里？ 如何才能促进
“后进” 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 这是福实领
导班子、 全体教师一直思考和着力解决的问
题。 经广泛而深入的研讨交流， 福实上下达
成了共识： 所谓学生的 “一流” 或 “后进”，
其实不能以其分数的高低做唯一的划分标准，
而在于其在校期间是否拥有自己的梦想和目
标， 是否具有良好的习惯和上进的动力。

“要想除掉旷野里的杂草，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上面种上庄稼。 同样， 要想让灵魂无
纷扰， 最好的办法就是用美德去占领它！”
为此， 福实开展了人文德育的课题研究， 构
建起 “管理育人， 服务育人， 全员育人， 全
面育人” 的德育机制， 把 “培养学生的人文
素养和健全的人格” 作为人文德育核心目
标， 把 “尊重、 合作、 诚信、 责任” 作为人
文德育的核心内容， 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
心理健康、 行为规范、 学习习惯等方面的指
导。

黄孔辰介绍说： “人文德育 ” 的宗旨
是， 学校教育要给长期处于失败状态的学生
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教师要以爱心培养学生
的人文素养； 引导学生克服各种陋习， 走出
过去失败的阴影； 帮助学生克服在高中阶段
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 教育学生要对
自己负责、 对家庭负责， 对未来负责， 从而
树立人生的信念， 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体验
到校园生活的幸福。”

为了改变学生扭曲的心态， 学校编写了
学校文化丛书之 《天生我材必有用》 一书，
送给每一位入学的新生， 以 “天生我材必有
用” 的价值观， 激励学生从进校第一天起，
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和追求。

为了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 ， 学校实施
“值日班长” 制度， 由学生每周轮流担任值
日班长， 行使班长职责。 通过学生全员参与
班级管理， 逐步培养学生自治、 自理能力和
自我教育的能力。

为了让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 学校实行
学生 “校长助理制”， 每个年级经学生公推
各产生一名校长助理。 学生校长助理尽心尽
职， 他们既站在学生的立场思考学生的需要
和感受， 又能站在校长的角度思考学校的工
作， 在学生和校长之间， 起到了极为有效的
桥梁作用。

学校还实施全员 “成长导师制度”， 每
位教师至少担任1位后进学生的成长导师，
对学生思想上进行引导、 学习上进行关心、
心理上进行疏导、 生活上进行指导。 通过成
长导师制， 用责任唤起教师的爱心， 促使教
师抱着一颗爱心投身教育、 教学工作， 给学
生更多的人文关怀 ， 用爱心教会学生责
任———学生和教师都得到了成长。

德育的根本问题是解决情感态度问题，
福实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切入学生的情感。

一是以德育活动陶冶学生的情感。 学校
以广泛的活动引导学生感受情感的细腻、 丰
富和动人之处。 如综合实践活动系列， 按国
家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实验）》 精神， 开
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把学校教育拓展到社
区、 社会和大自然之中； 主题教育活动系
列， 根据高中生的成长需要， 有计划地开展
富含人文精神的丰富多彩的专题教育活动，
如开展的系列拓展训练活动， 极大地激发了
学生对父母、 对老师、 对祖国的的感恩之
情， 懂得了同学间只要 “人心齐、 泰山移”
的真谛； 社团活动系列， 由团委、 学生会自
行组建丰富多彩的学生社团， 为学生的个性
特长拓宽发展的空间； 竞赛活动系列， 组织
富有人文内涵的竞赛活动， 激活学生青春的
活力； 节日活动系列， 一方面利用传统节日
和纪念日举办庆祝活动， 另一方面举办学校
文化艺术节， 开展由学生、 教师、 家长共同
参与的， “桃李杯”、 “园丁杯” 和 “春晖
杯” 文艺的活动。

二是以对话互动感染学生的情感。 黄孔
辰经常通过书信方式同学生对话互动， 起到
了一般的德育方式无法收到的效果。 如果我
们将黄孔辰写给学生语重心长的的信， 以及
学生写给黄孔辰校长的那一份份发自肺腑的
信， 挑出一两封来展示， 你一定会真切地感
受到福实 “人文德育” 对学生成长的影响是
多么深远。

下面是黄孔辰校长给高一新生
的一封信———

亲爱的同学：
你好， 首先祝贺你被我校正式录取， 成

为我们学校大家庭中的一员。 我代表全校教
师和同学们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一集体， 我将
带领教师团队陪伴你度过三年高中的学习生
活。

也许你昨天并不十分优秀， 但并不妨碍
你进入人生新的航程。 在这段航程中， 挑战
与机遇共存， 汗水与收获同在； 而成功的机
会永远只属于那些不甘失败、 敢于拼博的勇
者。 昨天已经过去， 未来尚不可知， 只有珍
惜和把握好今天， 才可能有成功的明天！

也许你不需要十分优秀， 但是你必须拥
有属于自己的梦想， 必须发掘自己的闪光
点， 必须认真规划自己未来的路， 并能坚持
不懈地付出自己的努力， 你就一定会如愿以
偿， 走进成功者的行列！

我们的学校 ， 将是你梦想起飞的地
方———加油， 加油， 让我们一起加油！

校长的信， 给那些饱受学习失败打击，
又笼罩上中考又失利阴影的学生， 带来了丝
丝温暖， 赋予了新的冀望， 指明了前进的方
向。

再看看学生们给校长的信———
2012年2月6日高二 （四） 班苟玉婷给

校长信的摘录：
敬爱的校长， 读了您给同学们的回信，

不禁有所感慨。 在信中， 我感受到了您对同
学们的希冀， 对同学们的包容， 还有对同学

们成绩不理想的焦虑。 字里行间， 满满的，
都是您对我们———每一个学生的爱。

我知道， 您所决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
我们， 为了让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走得平坦
些， 哪怕只是一点点。 两年前， 我带着对中
考成绩的失落与苦涩踏入福实校门， 中考的
失利使我深受打击并浑浑噩噩地度过了高
一， 直到您进入这所学校。 还记得您刚担任
校长时， 每每经过我们班都会进来看看， 笑
着和同学们打招呼， 询问大家近期的学习状
况， 您和蔼可亲的态度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
同学。

您总是不断地鼓励着我们， 深入同学们
中间， 用平和的方式给予我们建议， 赋予我
们希望， 让同学们都感到一种 “啊…原来我
们并没有被放弃” 的感觉。 谢谢您每一次平
淡中又带着丝丝热血的激励， 谢谢您为我们
所做的每一项决定， 也谢谢您没有放弃我
们， 使我们在晦暗的人生路途上能够认清方
向。

2013年1月21日高三 （4） 班刘诗敏给
校长信的摘录：

校长您好！ 当我拿起笔给您写这封信的
时候， 这白白的纸， 这小小的字， 架起了我
们心灵沟通的桥梁， 拉近了我们彼此心与心
的距离， 此刻我感觉像是在给一位相交很久
的朋友写信， 千言万语凝聚笔端， 催我一吐
为快。

您的上任， 使我们有了耳目一新的感
觉： 全新的管理方法、 全新的教育理念……
每天看到你真诚的笑脸 ,让我们感到是那么
亲切， 我们从内心深处把您当成了朋友， 可
以和您无话不谈， 在这里我们与校长跨越了
师生的界限， 有的只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沟
通。

校长， 您知道吗？ 也许您不经意的一句
安慰， 一个鼓励的眼神， 都会让我们信心满
怀。 我们因为素质平平， 所以常常失败， 失
败后， 我们有的颓丧悲观， 失去前进的勇
气， 这时候校长您能肯定我们学习的热情，
相信我们只是一时的失误。 在三年的学习生
活中， 学校给了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教
育， 使我们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成长为一名
合格的毕业生。 如今， 我们就要离开学校
了， 离开那里的一切， 我真有点舍不得。 但
是我们必须向前走， 面对我们的未来！

有效教学 锐意改革

曾经， 面对只能招入被公办学校筛选下
来的学生的现实， 福实不少教师发出 “生源
基础不好， 哪能教出好成绩” 的抱怨。 “办
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 也
是最大的民意所在， 培育人才， 我们义不容
辞。 关键在于如何办？ 从根本上说， 我们办
学的目标是为学生提供成功的机会， 实现学
生自由主而全面的发展， 不存在教不好的学
生， 只要抓住教育教学质量这个办学生命
线， 为学生提供适合他们的教育， 任何难题
都会迎刃而解。” 黄孔辰校长对教师们这样
说。

针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心理特
点， 黄孔辰依据多年来所积淀的教育理念及
研究成果， 从该校学生的实际出发， 构建了
较为完整的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 “有效教
学” 基本模式， 成为福实实现学生 “低进高
出” 的秘密武器。 “要努力使每个学生进得
来、 留得住、 学得好， 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
得到应有的发展和提高， 让乔木长成最好的
乔木， 让小草长成最好的小草！”

福实创建的 “基础薄弱高中有效教学基
本模式” 有四大核心要义： 即 “以学定教”
———从学生原有的基础出发 ， 确定教学起
点， 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方式 ； “以练定
讲” ———课堂教学坚持讲练结合， 从学生练
习的结果， 确定讲解的内容； “师生互动”
———课堂教学活动化， 倡导教师参与、 指导
下的学生小组合作学习； “及时反馈” ———
对学生合作学习的结果、 课堂练习的结果，
教师即时反馈、 当堂补偿， 尽量减少缺漏。
该模式由三个模块、 十四个环节组成： 第一
模块： 强化基础， 固本培元； 第二模块： 以
学定教， 以教促学； 第三模块： 人文关怀，
和谐课堂。 尤其是 “强化基础， 固本培元”
以及 “人文关怀， 和谐课堂” 这两个模块，
在国内外有关 “有效教学” 研究的领域内，
是一个重大的创新与突破。 可以说， “有效
教学” 模式的实施， 极大地优化了师生教与
学的方式， 使课堂教学更能适应同学们的学
习基础， 也有力促进了学生学风和学习习惯
的转变。 在福实， 越来越多的学生 “好学、
善问、 多思、 勤练”， 积极主动参与教学活
动， 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近三年来学校高考
上线率的大幅度攀升， 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当然， 该校 “有效教学” 模式的成功实
施， 还离不开诸多教师自身的发展和辛勤付
出。 为保证各学科 “有效教学” 模式的稳步
推进， 学校组织教师编制了9门学科 《“双向
适应” 有效教学的实施意见》， 其中凝聚了
学校教师多年来探索适合基础薄弱学生实际
的有效教学的心血和智慧， 既能促使全校教
师持续推进有效教学， 又能确保各门学科的
教学质量及其教学特色。

教师作为 “有效教学” 模式的第一推动
者和把关者， 担负着学校教改成败的重大责
任。 因此， 学校把转变教师观念， 全面提升
其教学水平当作首要任务看待。 学校积极开
展 “同课异构” 研究活动， 教师们按照 “找
出问题→确定专题→课例研究→课后反思”
等路径， 通过反复的 “学习———研究———实
践”， 逐步形成了个人和集体的教学实践智
慧。 一学年内， 所有教师均能上1—4次研究
课， 并从中选拔出优质课进行展示， 以起到
榜样表率作用。 同时， 每位教师每学年会读
1—2本教师专业发展著作， 撰写一篇读书笔
记， 推进了教师专业研修常态化。

随着公民文化素质提高， 社会对学校的
评价也越具有科学性。 近年来， 社会之所以
对福实给予高度评价， 主要是因为福实学生
在校期间内综合素质 （包括学习成绩 ） 的
“增长率” 特别高。 学生认可， 家长认可，
社会认可， 福田实验学校的 “蜕变”， 充分
表明已如学校董事会和黄孔辰校长共同的心
愿， 福实确实办成了 “不一样的学校” ———
公益办校， 文化立校， 科研兴校 ， 质量强
校。 同时也充分说明福实的教育已形成了
“不一样的教育” 的办学特色， 具备了不可
替代的个性品质， 即： 尊重差异 ， 人文关
怀， 开发潜能， 注重发展。

团结务实的学校领导班子、 爱岗敬业的
教师队伍、 积极向上的学生团体促使福实日
益呈现出跨越式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福实，
“让低分入校的学生也能考上大学” 已不是
空话， “低进高出” 已经成为福实最明显、
最引人注目的办学成果之一。

花红叶茂透春意， 风劲扬帆正当时。 我
们有理由相信， 与时俱进、 人文日新、 致力
于创办一流民办高中的福田实验学校在 “蜕
变” 之后， 必将迎来更加辉煌的明天！

(闫 瑞 张慧云)

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如果不是亲眼目睹， 人们
很难想象， 最近三年来，

在深圳市沪教院福田实验学校发
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变化。

曾经， 这是一所一直以来默默
无闻， “好” 字不沾边的生源薄弱
学校。 据说， 曾有一年看到这所学
校的高考成绩如此低下， 有关领
导摇着头说： 这样的学校办它做
啥？ 可是近年来， 这所学校却连
续获得“深圳市民办中小学规范·
优质办学专项奖”、 “深圳市教育
系统先进单位”、 “深圳市2013年
高考先进单位”、 “深圳市2014年
高考超越奖” 等表彰， 成为深圳市
民办高中的一面旗帜。

这一切改变， 开始于2011年3
月黄孔辰接任福田实验学校校长
之后。

短短几年时间， 学校面貌何以
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且听这位原
福田区教育部门领导、 深圳市教
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资深
专家型校长的回答。

黄孔辰校长课间与学生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