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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万钧以 “要办与北京、 东京、 南京大
学齐名的西京大学” 为弘愿， 展开了恢宏的
教育画卷。

任万钧在 《跨世纪的追求》 一书中说：
通过坚持不懈地努力， 把西京学院建成一所
以工为主， 具有先进办学理念的现代化综合
大学， 并通过几代、 几十代人持续不断的努
力， 争取把未来的西京大学建设成为国内乃
至世界一流大学。

任万钧说： 要让 “三个一切” 开花结果
必须坚持教育创新， 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他
还说： 教育创新永远是中国民办教育的主题
和灵魂， 创新只有第一， 没有第二， 西京学
院的眼睛要始终盯着 “第一” 做文章。 他在
为社会培养高级技能型应用人才、 建设 “双
师型” 教师队伍、 提升学院整体创新能力、
突出西京专业特色和教育理论方面都有独到
的建树， 这是西京保持持续良好发展的另一
个重要原因之一。

今天， “西京” 人间仙境般的校园， 被
广誉为 “读书的好地方”。 西京学院已经拥
有专职教师1100多名， 博士、 硕士研究生近
700名， 具有副高级以上职称的占教师总数

的31%， 一批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 教
学名师成为 “西京” 各学科的带头人， 实现
了 “教授治校、 教授治教”。 学院科学定位
发展方向为： 认真办好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 着力办好本科教育， 兼顾高等职业教
育。 学科专业定位： 以工学为主， 以工科为
特色， 工、 管、 文、 理、 经、 法、 医等多学
科协调发展。 人才培养目标： 培养德、 智、
体、 美全面发展、 基础扎实、 适应能力强、
具有创新意识的应用型人才。 发展目标： 把
学院建设成为特色突出、 优势明显、 以工学
为主的高水平民办大学。

学院建有集教学科研一体化的数控工程
训练中心、 建筑工程实训中心、 汽车工程实
训中心和工程舫 (综合实训中心)、 现代物流
中心、 计算机中心、 网络中心、 信息中心、
数据中心、 影视艺术中心 （电视台） 等大型
实训中心， 其中数控工程训练中心是陕西省
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筑工程实训
中心是陕西省高职高专重点实验室。 图书馆
有藏书225万册， 有各类教学仪器设备价值
1.4亿元。 学院设有职业资格鉴定站， 为学
生提升就业能力提供服务。

学院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与社会需求结合； 以实践能力为重点 ， 第
一、 第二课堂结合； 以德育为首 ， 德与才结
合， 努力培养应用型人才 。 组建教师发展中
心， 筹建大学生服务与发展中心和课程建设中
心。 在教学上， 专业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
推出了科学+艺术的人才培养理念和目标方案，
紧紧围绕 “艺术熏陶” 和 “艺术实践” 两条主
线， 积极开展公共艺术教育工作； 以 “产学合
作教学” 为主要途径， “校企结合” 为主要载
体， 推行 “学以至真、 工以致善、 工学结合”
的教学模式， 由企业直接参与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及教学组织， 把企业对人才知识、 能
力及素质的需求， 落实到课程体系的支撑上，
贯穿到教学实施的全程塑造中， 实现多样性和
个性化教学。 通过多种途径努力培养， 实践能
力、 职业能力、 社会适应能力突出， 基础知识
扎实、 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 学院始终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 从严治校、 从严治教、 从
严治学、 从严治考， 严格执行 “学生行为十不
准规范” 要求， 创办各种学报学刊及校园广播
电视台， 有近百个学生社团， 积极组织开展各
种文体及学术活动， 学习氛围浓郁。

学院积极开展国际间的教育 、 科技 、 文
化交流与合作， 目前与韩国培材大学设立韩
国语教育中心， 建立学分互认关系 ， 学生可
以赴韩参加升本学习 。 并与新加坡 、 法国 、
美国、 加拿大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所
著名大学建立了校际交流及合作关系。 现有来
自美、 澳、 加等10多名外教在校任教。 海外专
家、 学者经常来校讲学、 交流， 先后有100多
批海外著名高校、 企业及社会团体、 个人来校
考察访问。

学院积极构建 “全员参与就业、 全程指导
就业、 全方位实现就业” 的毕业生就业服务体
系， 努力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和就业服务水
平。 在上海、 广东、 浙江、 江苏等地建有就业
实习基地， 积极开展校企联合， 以实习带动就
业， 拓宽就业渠道。 近年来， 据政府部门统计
显示， 学院近三年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达到92%
以上。

假如我们让时间老人对任万钧 “三个一
切” 的教育理念进行一番评说， 估计会一言以
蔽之， 那就是： “三个一切” 教育理念已经成
为西京学院这所美丽校园的高贵品质！ 假如我
们还想对任万钧说几句话 ， 我认为可以省略
了， 因为有西京学院十几万在 “三个一切” 关
爱中受益学生的笑脸就已经足够了！

（劳志建）

任万钧：“三个一切”的教育情结
———西京学院随笔

20年前， 当任万钧投身中国民办教育时，
犹如沉沙那样的默然， 作为中国第一代民办教
育事业的拓荒人， 不事张扬的他和踏实稳练的
个性特征让任万钧多年不甚言语， 他默然地夯
打着教育的基石， 静观民办教育风起云涌， 英
杰凯歌高奏， 壮士折戟沉沙。

但西京学院却日渐显山露水， 声名鹊起，
至2011年， 西京学院跃然成为国家教育部门批
准的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民办普通高校， 社
会各界为之一惊， 开始寻根刨底， 任万钧是谁？

在教育界， 任万钧的名字从办学初期就开始
响彻， 起因很简单， 他提出并在西京学院推行的

“三个一切” 教育理念引起广泛关注， 即“一切
为了学生， 为了一切学生， 为了学生一切”。

教育的神圣总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从孔、
孟， 到历代的传承， 教育俨然成为中华民族美德
的倩影。 任万钧的“三个一切” 无疑是一声惊
雷， 于是“一切为了学生” 风靡教育界， 是否真
心教书育人言必此语， 其深层的内涵， 反却无人
问津， 为此， 我们不妨以任万钧为楷模， 做一次
认真的探究！

任万钧出身贫寒， 青年时即加入中国共
产党， 对党有着无限的忠诚和热爱。 20世纪
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从教20多年的他步入
商域。 有了积蓄后， 心中反而留恋教书育人
的日日夜夜， 对教育的热爱让他惴惴不安，
于是毅然投身于当时还十分荆棘的道路———
民办教育事业。

这是任万钧一次重大的抉择， 也是他必
然的选择， 他说： “我选择了民办教育事
业， 就注定选择了为中华民族的教育振兴而
奋斗的人生道路， 同时选择了重回清贫无怨
无悔的教育征程， 我为这一选择而自豪！”

在他看来， 世界上再没有比做一名教师更
光荣、 更神圣的事业了， 正是他这种胸怀
的博大和对教育事业的痴迷， 才有了今天
西京学院的辉煌， 才有了西京10万名优秀
毕业生享誉社会， 2万名在校生笑语欢声的
教育图景。

任万钧提出的 “三个一切” 的教育理念
不是同义语的复述， 而具有其深刻的内涵：
“一切为了学生” 是指校内各个部门， 一切
工作， 都要为学生服务。 这是学校的重心，
是学院各部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
了一切学生” 是指学生这个群体在发展中由

于诸多原因影响， 常常会出现先进和后进， 学
习成绩优劣参差， 家庭经济状况好坏不等种种
差别。 学院不能只为一部分学生服务， 而要面
向全体学生， 为 “一切” 学生服务； “为了学
生一切” 是指学生的需求是多方面的， 如衣、
食、 住、 行和个性发展、 娱乐、 社交、 锻炼身
体等。 学院要尽可能满足每个学生的需求， 尤
其是关注农村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 以促进构
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任万钧写过一副名联； “满园桃李， 莫看
作他人儿孙； 一树蓓蕾， 皆当成自家子弟 ”。
这副对联， 充分表达了他的教育胸怀和心迹。

任万钧的手机号向全院师生常年公布， 成为所
有学生的亲情号码， 不知为多少学生解决了学
习生活的难题。 凡是学生提出的合理要求， 他
总是想方设法给予满足 。 有的学生家中遭水
灾， 他亲自批准减免学费； 有的贫困生因学费
问题要求中途退学， 他自己掏腰包资助其坚持
完成学业； 有的学生病重住院， 他垫付住院、
医疗费并派专人护理； 有的学生写出诗文集，
他亲自资助其出版……

经过十多年的实践， “三个一切” 理念在
西京学院落地生根， 成为学校的价值观和检验
各项工作的基本标准。 在 “三个一切” 的指导
下， 学生的权益得到尊重， 学生成长过程中的
需求得到极大程度的满足， 这正是许多家长、
同学选择 “西京” 的重要原因之一。

2014年9月，西京学院20周年校庆高朋满
座。 按常理，一个学院的校庆，没有太多的理
由“惊动”社会，但“西京”不同，20年风雨兼程
的“西京”已经成为一个符号，成为陕西乃至中
国民办教育事业走向成熟的标志。

任万钧说： 拼搏发展， 建设一个美好的
校园， “三个一切” 才能落地生根， 否则，
“三个一切” 就成了无渊之鱼。

于是， 就有了西京学院20年艰辛与成就
并重的创业史， 任万钧称之为： 含泪带笑的
教育成果。

岁月如歌， 20年风雨兼程， “西京” 已
然桃李芬芳， 蓓蕾满枝。 昔日的所有辛劳，
结晶为中国民办高校的经典之作， 傲然立身
于中国名校之林。

一切都来之不易。
任万钧说， 这20年其实就是苦干、 硬干、

穷干、 拼命干。 1999年春天， 面临建校初期
的困境， 筹资、 基建等重担都需他一人扛着
顶着， 夜以继日的劳累奔波， 多年胃疼的老
毛病又犯了。 医生初步怀疑是胃癌， 需要住
院检查治疗。 1999年4月12日晚， 他和老伴商
量了整整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是去看病还是
不去？ 他当时心理很复杂， 如果查清病状，
万一是癌， 精神崩溃， 他一下就垮了； 如果
不去检查， 可能会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 而
导致恶果。 但是西京学院的事业需要他， 没
有他， 刚刚发展起来的学校就会半途而废。
为了工作， 他拒绝了老伴和医生做检查的要
求， 毅然决然地投身到学校的建设中去。

拼搏， 是一种屡败屡战、 宽容失败的胸怀
和气魄。 激情就是要有百折不挠、 义无反顾、
勇往直前， “不到黄河心不死”、 “不撞南墙
不回头” 的勇气。 任万钧为了西京学院的办学
事业， 他只欠一件事没有做： 给人下跪! “干
到中途 ， 我也灰心过 。 ” 任万钧自责地说 ：
“有一次我实在不想干了”。 看着眼前的重重困
难， 想着未来的无数难题， 实实在在地想打退
堂鼓。 但是， “我不干了， 我不甘心啊！ 半途
而废， 对不起与我一起同甘共苦的教职工、 对
不起给我支持和帮助的家长、 学生和朋友啊，
对不住我选择的人生道路和办学初衷啊！”

1994年到1997年， 短短三年间， 任万钧就
让西京大学从无自有校园、 无自有教师、 无发
展资金的困境中走了出来， 呈现给世人的是一所

拥有320亩土地， 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 各种教
学设施、 生活设施和师资齐备的著名民办高校。

2000年5月， 经陕西省批准在西京大学的基
础上成立了西京职业学院， 并成立党委， 任万
钧任学院党委书记、 院长。 在他的领导下， 学
院三年迈了三大步， 招生连年爆满， 跨入了万
人大学行列。 2001年，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 在
长安区征地千亩， 任万钧带领西京人， 在西安
市长安区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史上的
奇迹。 以挑战极限的勇气， 在160天内， 高质量
地完成了16万平方米的校园基础设施建设， 实
现了当年征地、 当年基建、 当年完善校园绿化
美化、 当年招生过万的宏大目标。

让我们回眸远眺， 解读 “西京” 20年风生
水起的如歌岁月， 你会发现西京人身上共同的
精神标识， 那就是今天西京学院弘扬的 “万钧
精神”， 简言之仅16个字： 无私奉献、 报国为
民、 挑战极限、 追求卓越。

“三个一切” 的博大是无私奉献

“三个一切” 的圆心是拼搏发展

“三个一切” 的检验看教育水准

西京学院创始人、 现任董事长任万钧教授

学生活动 与足球运动员合影
校长任芳和同学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