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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中实验学校社团风采节———校服走秀

《左传·定公十年》 疏云: “中国有礼仪之大， 故称夏； 有章服之美，
谓之华”。 无服饰之美， 无礼仪之重， 难以称华夏。 中国自古注重服饰的
礼仪和文化， 历史上， 中国也曾有着特色鲜明的学生服饰。

百余年前， 数千名身穿学生装的学子走上街头， 反对当时的中国政府
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引发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这些学生装也伴随着年轻学
子的身影， 镌刻在历史深处， 勾勒出特有的、 青春的、 光辉的形象。 在今
天看来， 那些学生装束， 何其端庄美丽； 那些学子， 何其英雄豪迈。

那时候， 制服式的学生装， 代表了一种新的时尚， 更浸润了一种
新的文化。 “人分五等， 衣分五色” 的旧文化， 渐渐淡出历史舞台，
人人平等的观念外显出来， 学生作为一种新的身份认同， 与秀才、 贡
生等永远区别开来， 在历史上呈现出崭新的儿童、 少年和青年形象。
有了这些身着制服的莘莘学子， 新学堂、 新校园也获得了一种新的符
号象征， 并因向社会输送一批批新人， 而成为一股崭新的、 重要的文
化力量。 一百年前新学堂里渐展风采的学生装， 伴随着年少的鲁迅、

丰子恺、 李叔同等形象， 成为那个时代的一种文化标志， 也成为一种怀旧
的图符。

那些闪动着身着学生装的年轻身影的历史时刻， 为本无生命的学生装，
注入了生机、 活力。

今天， 更多的教育者们认识到： 作为陪伴孩子每一天成长的校服， 不
仅是一种统一管理的工具， 更是构成日常教育的重要载体： 在潜移默化间，
培养孩子的集体意识、 审美能力、 个人品德、 着装礼仪。

衣以载道 让校服传承名校的精神

着装之礼 传承历史 展现校貌

2010年， 一所中国学校引领了当今的校服文化： 北京市第四中学， 一所
传奇式的中学， 创建于1907年， 初名顺天中学堂， 1949年更名。 这座有着百
余年历史的学校， 为国家培养了三万余政界、 商界、 学术界、 文化界的优秀
毕业生， 近年98%-99％左右的毕业生考入重点大学。 荣誉背后， 是四中精神
的绵延与传承。 厚重的教育理念， 需要与之匹配的载体呈现， 而身着校服的
学生们， 正是四中精神极具生命力的表达： 2010年， 当北京四中新款校服正
式穿在学生身上， 在学校间、 社会上， 引起了巨大反响。 无数媒体纷纷报道，
“牛校服”、 “美丽校服”、 “时髦校服”、 “品种齐全校服” 的惊呼不绝于耳。
直至今天， 北京四中校服仍是中国校服的典范 （见图2）。

北京四中： 用校服承载名校精神和历史
“求木之长者， 必固其根本， 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 如同那个一直留存的老校门，
北京四中非常重视学校文化的传承 （见图1）。 高升学率的背后， 是对人的内心、 对精神
世界的高度重视和培养。 作为学校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中校服展现的不仅是四中形
象， 更承载着四中名校的精神和历史。 四中校长刘长铭在一篇文章中谈道： “北京四中
培养什么？ 培养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贵族。 这种贵族精神不是占有财富、 享有地位， 而是
拥有博爱、 悲悯、 责任的一种精神的内涵。” 而这种精神的养成， 需要四中的学生， 时
刻铭记自己四中人的身份， 学会尊重自己、 尊重他人， 用这身四中专属的校服， 表达、
记住和传递这种高贵的精神。

校徽
校徽是校园精神的凝练和灵魂。 从设计上看， 其图形轮廓为六边形： 体现了四中的建筑
形态， 更具有沉稳、 内敛、 历史质感； 中间的绶带： 是四中高贵品质的象征， 代表了四
中人的荣誉感和使命感。 四颗星： 代表四中， 仰望星空的教育理想， 象征四中 “勤奋、
严谨、 民主、 开拓” 的校训。 中央部分： 是原校徽图案， 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 梅花花
瓣象征四中 “不唯上， 不唯书， 不唯洋， 不唯众” 的学校精神 （见图4）。

设计
著名作家周国平曾在四中做讲座， 说中学教育应该是人生最浪漫的教育。 在这个阶段，
青少年感知世界之广， 体会生活之美， 留下成长中最好的记忆。 四中的校服设计,是饱含
尊重与关爱的设计， 在颜色上， 以稳重典雅的藏蓝外套、 白衬衫、 灰西裤为主， 辅以经
典的红色校徽及同色系领结配饰； 在款式上， 更加贴身修型， 青春时尚， 展现青少年的
活力与精神； 在品质上， 选用环保健康的材质， 细致的生产工艺； 在功能上， 不仅能满
足学生校内的学习生活， 更充分考量不同场合与对外交流的着装需求。 让每一个身着校
服的四中学生， 拥有最美好的青春， 展现他们的快乐与骄傲。

礼仪
当时 《法制晚报》 介绍: “对于本学期进入北京四中的初高中新生来说， 大家的校服不再
是 ‘大一统’ 的形式， 而是可以在十六款服饰中自由选择、 搭配购买。 十六款服饰清单
中大到呢子大衣、 羽绒服， 小到领结、 袜子， 可谓囊括内外、 应有尽有。 许多学生在穿
上正装校服后， 都分外自豪， 自称为牛校服。” 在当时， 一个学校有如此多款式的校服
非常少见， 这源于北京四中和校服供应商的共识： 强调不同场合不同着装的校服文化礼
仪。 时任四中政治教研组何老师说： “我们的学生总有一天要走向社会， 个人礼仪、 气
质是很关键的一点。 学校希望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 就能够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礼仪礼
节和气质。”

延展
除了校服， 四中用丰富的校园文化用品， 从鞋帽、 书包， 到文具、 玩偶、 纪念品……这
些学生生活中常用的东西， 进一步深入到学校的每个角落， 每个学生的日常生活， 潜移
默化间， 塑造着四中的文化和精神 （见图5）。

与四中一样， 更多的中国名校也愈发注重校服文化的重要性。 漂亮、 时髦、 英伦风、 日
韩风……这些绝非校服的本质。 校服不仅是统一管理的工具， 更是学校精神的载体， 校
园文化的名片。 尊重每一所学校的历史文化， 每一位学生的社会属性， 用校服传递中国
的校园文化， 让校园精神成为每个学生心中的骄傲和信仰 （见图6）。

图1： 四中老校门

图2： 四中部分校服展示

▲图3： 校服陪伴四中学生度过多彩的校园生活

图4

图5： 1 （标配） +N （丰富的选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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