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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2004年5月30日， 《光明日报》

以《教育无处不在———长沙市诺贝尔

摇篮幼儿园德育创新纪事》对诺贝尔

摇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进

行了报道。

2004年，时任《人民日报》教科

文卫版主编的杨健采访了诺贝尔摇篮

以后，在2004年6月3日《人民日报》

第十三版以《德育教育从幼儿抓起，

摇篮中滋润美丽的心灵》为题，对诺

贝尔摇篮的德育创新进行了报道。

2005年5月13日， 《长沙晚报》

以《9岁伢子<论语>倒背如流 经典

文化诵读课行之有效》专文对诺贝尔

摇篮进行了报道。

2005年7月，诺贝尔摇篮小学举

办“红色文化夏令营”活动，笔者应

邀为学生进行诗词教学，诺贝尔摇篮

小学出版了全国首本小学生古典诗词

集———《天才诗人集》。

2006年3月，著名文化学者、留

法博士、浙江大学教授河清先生来诺

贝尔摇篮为家长、老师作“古今贯

通、中西贯通”的学术报告。大大激

发了老师们的爱国热情，特别是对中

华文化的自豪感！

2006年5月31日，诺贝尔摇篮在

田汉大剧院举办了主题为“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的六一文艺汇演。 《祭

孔》 《朱张会讲》 等宣传中华文化、

湖湘文化的高品位节目受到高度评

价。

2007年7月，全国首届国学国医

高峰论坛在长沙召开。在此次活动

中，诺贝尔摇篮选送的节目《少年中

国说》，用孩子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传

统文化和湖湘精神，让观众耳目一

新、拍手称赞。

2008年6月5日，诺贝尔摇篮的

100多名孩子作为全省小学、幼稚园

的代表，在五大洲大剧院参加由中央

宣传部门、中央文明部门、国家教育

部门、国家语言部门主办，湖南省宣

传部门、省文明部门、省教育部门、

广电部门和中国教育电视台、湖南卫

视承办的“端阳赋———我们的节日·

中华经典诵读晚会”。诺贝尔摇篮的

孩子不仅与著名语言表演艺术家乔

榛、唐国强、丁建华、鲍国安一同诵

读了屈原作品 《离骚》，还独立表演了

《春江花月夜》 和唐诗新唱《咏鹅》，诺

贝尔摇篮孩子们的精神风貌和出色表演

赢得了艺术家们的高度赞赏。

2012年6月，诺贝尔摇篮创造了一项

世界纪录，世界上作者年龄最小的诗集

《幸福的秘密》诞生于诺贝尔摇篮，小诗

人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这是中国乃至

世界上首本幼儿园孩子们的诗集，是一

本完全由孩子创作，家长和老师记录、

编辑、设计的诗集。

2012年6月，诺贝尔摇篮小学的孩子

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黄兆威、欧阳泽

宇、刘梓萌、黄智扬、刘思■等一群平

均年龄只有8岁左右的孩子自行选稿、校

对、排版，独立进行美术设计，编著了

诗集《保卫幸福》。该书收录的是从诺贝

尔摇篮小学的孩子们创作的2000多首诗

词中选出的195首优秀作品。 《保卫幸

福》诗集于2012年6月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发行。

2012年7月16日至20日，由中华书局

举办的“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之第三

届中华经典教育师资研修班在长沙西雅

国际大酒店举行，诺贝尔摇篮派出95位

教师参加。诺贝尔摇篮小学教师隋晓娜

面向全国的教师上了一堂精彩的经典诵

读示范课。

2014年9月28日至29日，由凤凰网、

凤凰卫视联合岳麓书院主办的“致敬国

学———2014首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在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举行，诺贝尔摇篮小

学六十多名学生和二十余名教师参加了

此次大典。诺贝尔摇篮小学生精彩的经

典背诵展示成为此次活动闪亮的一笔。

十六年时间，诺贝尔摇篮经典教育的

成绩光彩夺目，令人称叹，但一般人很难

想象这背后的付出。了解基础教育实践的

人都知道，教育实践中要做出点真成绩

是非下一番功夫不可的，而笔者作为一

个传统文化、经典教育的热心推动者，

更清楚地知道，在当今中国的基础教育

界，要想在经典教育方面收获如此丰硕

的果实，需要下的功夫更是非同一般。

但诺贝尔摇篮却有自己的“武功秘

籍”，他们认为经典教育的关键在教师，

教师必须在经典文化上下足功夫，才能

真正落实好中华文化经典教育。

（苏 静）

“真是一所‘神奇’的学校！”

2015年7月27日，在长沙诺贝

尔摇篮湘江一号幼稚园看完大型情

景剧《一所神奇的学校》后，笔者

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

这是一部由诺贝尔摇篮的部分

老师和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大

型情景剧。当笔者问起创作过程时，

隋晓娜、刘晓燕、孙彩红、胡庆永、

阳玉涓等老师就忍不住眉飞色舞，

手舞足蹈，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诺贝尔摇篮是极重视爱国教育

的单位，诺贝尔摇篮始终坚持一个

教育理念：爱国是最大的德！201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诺贝尔摇篮

决定于2015年5月30日、5月31日、

6月1日连续三天在以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的作者之一———田汉命名

的田汉大剧院举行三场“纪念抗战

胜利70周年文艺汇演”。

为了创编剧本，2015年4月8

日，胡庆永、谢庆、孙彩红、隋

晓娜、刘晓燕、阳玉涓等人齐聚

诺贝尔摇篮小学会议室，进行头脑

风暴……

作为教育单位，诺贝尔摇篮人

极为关注的就是教育在抗日战争中

发挥了多大的作用？最终，他们的

目光聚焦在了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以下简称“抗大”）。

抗大是一所神奇的学校，在中

华民族共赴国难、力挽危亡的抗日

战争时期，抗大教员和学员可谓人

才济济，将星闪耀。抗大从1936年

创办到1945年结束使命，在长达9

年的时间里，从延安一所总校发展

到14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1所附

中，培养了20余万名革命干部，影

响遍及大江南北。

如此众多的英雄和伟人，该将

谁的故事搬上舞台呢？经过头脑风

暴，最终他们确定了毛泽东、周恩

来、刘伯承、罗瑞卿、刘亚楼、许

光达、何长工、陈毅、陈赓、彭雪枫、

张云逸、粟裕、李先念、肖劲光、许

世友等赫赫有名的人物。

编剧们还决定将一对极其特别的

夫妇———军歌之父郑律成和新中国首

位女大使丁雪松的传奇故事写进剧本，

并将剧本定名为《一所神奇的学校》。

郑律成，原名郑富恩，出生于朝

鲜（现韩国） 全罗南道光州。郑律成

被誉为“军歌之父”。他创作的《八路

军进行曲》 解放后被更名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军歌》。1950年，郑律成正式

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定居北京。

丁雪松，中国首位驻外女大使，

先后出使荷兰和丹麦王国。

2015年6月1日文艺汇演刚结束，

发生了一件无比神奇的事情！谢庆接

到了《中国教育报》 杨桂青博士的电

话：“6月11日韩国乐团将在长沙举行

郑律成作品音乐会。”此消息是郑律成

的女儿郑小提打电话告诉杨博士的，

杨博士马上给谢庆打了电话。此时的

杨博士并不知道诺贝尔摇篮连续三天

在六一文艺汇演中都表演了节目《一

所神奇的学校》，更不知道此节目中有

郑律成和丁雪松！当时谢庆愣了一下

……谢庆马上将这个神奇的好消息告

诉了其他老师，有的老师开玩笑说：

“也许是郑律成先生在天有灵，特意安

排了这次音乐会吧！”

后因韩国爆发中东呼吸综合症疫

情，音乐会推迟到了11月。2015年11

月17日，郑律成音乐会在湖南大剧院

举行。诺贝尔摇篮的老师、孩子和家

长激动不已，他们亲临湖南大剧院观

赏了这次音乐会。第二天，部分韩国

朋友回访诺贝尔摇篮，并观看了孩子

和老师们的文艺表演，他们的精彩表

演给韩国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听完他们的故事，笔者也觉得太

神奇了！

据老师们讲，像郑律成音乐会这

样神奇的事情在诺贝尔摇篮还发生过

很多很多，下面让笔者一一道来。

天下什么事情最难？预测未来

最难！人们对什么最感兴趣？对预

测未来最感兴趣！邓小平在1983年

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诺贝尔摇篮认为，

面向未来，首先必须认清未来，预

测未来。当年为什么 《第三次浪

潮》和《中国大趋势》等书风靡全

国，就是因为预测未来是人们最感

兴趣的事情之一！

而诺贝尔摇篮敢为人先，诺贝

尔摇篮的教育思想就是建立在预测

了未来的基础上，是真正地把握了

教育的规律，是真正地为孩子终身

负责的教育。

早在2000年，谢庆就挥笔写下

《我的教育梦》，2001年6月《长沙

晚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谢庆

在《我的教育梦》中写到：“我梦

想：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近一百

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暂时

落后了，但在21世纪，在知识经济

时代，定会因为教育的振兴而实现

伟大的复兴！”

早在2000年创办伊始，诺贝尔

摇篮就大力倡导家长、老师和孩子

诵读 《三字经》 《弟子规》 《论

语》 《大学》 《老子》、唐宋诗词

等经典，学习中国传统文化。6年

后，2006年国庆，北师大于丹教授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讲《论

语》心得，诺贝尔摇篮的老师和孩

子早就对《论语》耳熟能详，听于

丹讲《论语》，就像见到了老朋友，

十分亲切……14年后，2014年11月

26日，中央领导在山东曲阜的一次

座谈会上关于《大力弘扬中国传统

文化》的讲话，强调“要大力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引起了海内外极

大关注，诺贝尔摇篮人听后开怀大

笑、仰天长笑……

早在2000年诺贝尔摇篮创办之

时，诺贝尔摇篮就要求所有园长、

老师开会发言一律要脱稿。十八大

以来，各级领导多次提出改会风、

改文风，要求“不准念稿”，并率

先垂范。

早在2001年创办不久，诺贝尔摇

篮就非常重视生态教育，经过8年的筹

备，2009年，占地1500多亩的诺贝尔

摇篮“生态教育基地———少年儿童农

场”诞生。2012年11月，十八大提出

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文

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建设

的总布局，看到国家把“生态文明建

设”提到史无前例的重要高度，诺贝

尔摇篮人振奋不已……

2007年4月28日，谢庆等人到北京

拜访了梁启超先生的儿子、神五、神

六航天奇迹的奠基人之一———著名航

天科学家梁思礼院士。梁院士给予诺

贝尔摇篮人亲切指导，带着无限期望，

83岁的梁院士深情地带领老师们朗诵

了其父梁启超的惊世之作《少年中国

说》……2007年5月27日，诺贝尔摇篮

自编自导自演的幼儿节目《少年中国

说》参加湖南省首届学前民办教育六一

文艺汇演，荣获特等奖。6月1日，该节

目又在田汉大剧院举行的六一文艺汇演

中演出。随后几年时间里，湖南卫视和

中央电视台都陆续出现了引用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的文艺节目……

2008年8月8日，看完北京奥运会

的开幕式后，诺贝尔摇篮的家长、老

师和孩子激动不已，他们情不自禁地

感慨道：“真是太不可思议了！看这

个奥运会开幕式，就像在看诺贝尔摇

篮的六一表演，很亲切，很熟悉……”

本次奥运会开幕式融入了许多中国传

统文化的元素：太极拳、论语、书法、

“和”文化、李白的诗……而诺贝尔摇

篮早在2003年，就举办了以“经典时

光”为主题的六一文艺汇演，创编的

大量节目跟奥运会开幕式的内容和形

式太相似了。当然，内容更加丰富多

彩，形式更加多种多样……其实，不

只是2003年，从2001年至2008年，诺

贝尔摇篮每年的文艺汇演，以上元素

应有尽有。

早在2012年，诺贝尔摇篮湘江一

号幼稚园、咸嘉新村幼稚园就挂出了

东晋医学家葛洪的人物头像。3年后，

谢老师从小跟一位武功高深的

师傅习武，师傅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功夫，功夫，要练功夫，先要功夫；功

夫，功夫，不下功夫，哪来功夫……”

同样的道理，诺贝尔摇篮认

为，要培养一流的教师，与成就武

林高手一样，同样需要下功夫，同

样需要真功夫。

功夫在哪里？儒释道西印，医

武军科艺……

2001年初，湖南陈鹤琴教育思想

研究会会长聂红樱来到诺贝尔摇篮幼

稚园参观，看到孩子们跟着老师唱着

古典诗词，学着优雅的古典舞步，对

诺贝尔摇篮的美育、德育给予了高度

评价，并写了文章《愿你美梦成真》。

2002年，诺贝尔摇篮接受上海

《为了孩子》 杂志采访，采访文章

《让娃娃享受古典诗词》 发表在《为

了孩子》 杂志2002年2B下半月号。

2002年6月3日，《三湘都市报》以《小

娃娃背<四书>》 专文对诺贝尔摇篮

经典诵读进行了报道。

2002年7月，电影《妈妈再爱我

一次》导演柳松柏先生来到长沙，为

诺贝尔摇篮教师举行“唐诗新唱”讲

座。

2002年9月，诺贝尔摇篮师生70

余人远赴山东曲阜，参加“首届华人

中华文化经典诵读友谊赛”。诺贝尔

摇篮幼稚园的一个6岁的孩子将《论

语》 《大学》 《老子》等经典倒背如

流，震惊了国内外参赛选手和嘉宾！

此次大赛共有大陆、港、澳、台地区

的37支代表队参加，诺贝尔摇篮获4大奖

项：2个“活泼可爱”奖、1个“韵味

奖”、1个“最佳创意奖”之一。此次活

动的主持人、央视的敬一丹高兴地与摇

篮娃娃合影。

2003年5月，诺贝尔摇篮与刘孝听、

聂红樱等基础教育专家牵头，成立湖南

省儿童中西文化经典导读中心。

2003年8月，全国第二届中华经典文

化导读交流会在长沙召开，诺贝尔摇篮荣

获“中华文化经典导读推广特别荣誉奖”。

会议期间，全国中华经典诵读教育活动发

起人之一、台湾学者王财贵先生到诺贝尔

摇篮指导，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2003年11月，阳玉涓和章洪，在南

京参加“首届中国人文教育高层论坛”

期间，中科院资深院士肖纪美先生，著

名人文学者、中科院院士、原华中理工

大学校长杨叔子先生，国学大师文怀沙

老人为诺贝尔摇篮题词。 （肖纪美院士

的题词是：中国的人才必须学习中国经

典著作的优秀部分，并有所发扬！杨叔

子院士的题词是：背靠五千多年，坚持

“三个面向”；要从幼儿抓起。）

2004年1月， 《中华文化经典基

础教育丛书》 出版了，该套丛书中

刊登了丛书主编、北师大教育系博

导郭齐家教授的文章，文章对诺贝

尔摇篮已开展的国学启蒙教育给予

了高度评价。郭教授在 《关于诵读

中华文化经典与素质教育实验研

究———中国教育学会“十五”规划

课题申报意见》 中写到：“近几年

来，有些地区和学校已做过实验，

如安徽省教育部门、北京圣陶实验学

校、长沙诺贝尔摇篮幼稚园……如果能

把这些单位和个人的先进经验加以总

结、提升，在此基础上扩大实验面，将

会让更多的学校开展，让更多的少年儿

童受益……”2002年，郭教授参观了诺

贝尔摇篮，看了教学成果，听取了办学

思想的汇报后，发出了感慨：“在中华

文化经典教育上，北有圣陶 （实验学

校），南有诺贝尔摇篮……”

1.�真是一所“神奇” 的学校

2.�胸怀梦想 面向未来

3.�诺贝尔摇篮的“功夫教育学”

5.�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6.�北有圣陶 南有诺贝尔摇篮

7.�硕果累累 耳目一新的德育创新

诺贝尔摇篮认为，中国人至少

有两个母亲，一个是生我们肉体的

物质母亲，一个是给我们灵魂的精

神母亲———中华文化。中华文化就

是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母亲。

没有母亲，何来我们？没有文

化，何来教育？百善孝为先，孝敬

母亲，天经地义；孝敬中华文化，

天经地义！

所以，诺贝尔摇篮在创办之

时，就将自己视为中国文化托命之

人，就将自己视为中华文化的布道

者、传道者，并将张载的“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座右铭，

印在了每个诺贝尔摇篮人的名片

上。

从2000年创办伊始，诺贝尔摇篮

就大力倡导家长、老师、孩子诵读

经典，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从幼稚

园开始，孩子们就开始诵读《三字

经》 《弟子规》 《论语》 《大学》

《老子》、唐宋诗词……

可当时，很多人不理解，诺贝

尔摇篮为此还受到了来自不同层面

的非议。但诺贝尔摇篮坚持真理，

坚持按教育规律办事，他们理直气

壮：中国人读中国老祖宗的书，天

经地义！中国人孝敬自己的精神母

亲———中华文化，天经地义！

认真研读诺贝尔摇篮的大事记，

便可以发现，诺贝尔摇篮在经典教

育上，的确是下了大功夫，而且有

深功夫。

4.�一所将中华文化视为“母亲”的学校

一所“神奇”的功夫学校
———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的教育大境界（一）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

理学或医学奖，而屠呦呦反复强

调她是受葛洪 《肘后备急方》 的

启发成功提取青蒿素的。诺贝尔

摇篮的孩子兴奋又天真地说道：

“葛洪，我早就认识他了，我和他

是老朋友了……”家长听完后幸

福地笑了。

近二十年来，笔者曾采访和报

道过全国百余位名师、名校长、名

园长，还采访过许多教育行政官员

和教育科研工作者。但诺贝尔摇篮

还是让笔者颇感震撼，他们的许多

做法太奇怪了、太不一样了！

这十多年来，我曾经几十次到

过诺贝尔摇篮，见到过诺贝尔摇篮

众多老师、家长，其中有长沙市教

育部门学前教育名师工作室首席名

师、集团副总章洪，有“阳光校

长、阳光园长”之称的集团副总阳

玉涓， 《新生来了》 的作者之一、

辞去了十六年教师公职、从青岛来

加盟诺贝尔摇篮小学的孙彩红校

长，有“诗人武术家”雅称的山东

汉子胡庆永，被戏称为“东北母老

虎”的隋晓娜，最近刚刚在北京

2015年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典

型案例推选活动中获得“第四届全

国教育改革创新先锋教师奖”的刘

晓燕，诺贝尔摇篮董事长谢庆老师，

小学一年级的黄建红、彭银槐两位

家长……我感到诺贝尔摇篮众多的

神奇故事绝非偶然，而是必然。作

为一个民办教育机构，不是“以利

为利”，而是“以义为利”，她承载

着一种伟大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

感让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取法乎上、

大舍大得，创造了神奇；这种使命

感让他们励精图治、苦下功夫，功

夫到家，自然出神入化。

有人问诺贝尔摇篮人，诺贝尔

摇篮教育思想的特色是什么？

老师们异口同声地说：“功夫

教育学！”

笔者则名之曰“诺贝尔摇篮功

夫教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