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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25日，《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明确指
出，“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贯穿国民教育始终”，并要“以幼儿、小学、中学
教材为重点，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

北京新学道自2011年创立，2012年创办首所学校起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着眼于丰富多样的优秀传统文化课程构建。多年来，他们在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营
养，在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作了许多有效的探索。近日，陶继新
与北京新学道创始人、董事长兼总裁梁勇校长进行了一场颇具内涵的对话。从对话中，
我们不难感受到梁勇校长和他的团队始终秉承着对教育初心的坚定与执着，不难感受到
他们充满教育情怀的赤诚与火热。

【陶继新】 梁校长，您好！请问
你们机构的名字为什么叫“新学道”
呢？你们的校训为什么定为“明德至
善，知行合一”呢？而且，听说你们
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把“立德
树人、服务社会、报效祖国”这样一
个宏大的主题与日常教育教学工作有
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梁 勇】 我们机构取名为新学
道，缘起于 《大学》 中的“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和“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两句
话。校训中的“明德至善”也源于《大
学》，“知行合一”源于王阳明心学。

新学道从 2012 年开始，通过培训
师生和家长，确实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
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实践。就是把“核心
价值观”的12个关键词“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新
学道12个月的主题活动。让其成为学校
课程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就像空气和水
一样，潜移默化地影响每一位师生与家
长，正所谓“时雨化之”。这个过程是一
个逐步认识、逐步积累、逐步达成共识
的过程，贵在“知行合一”。而“知”是
前提、是基础，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
行，春风化雨才能润物无声。

【陶继新】 心胸决定境界，格局
决定结局。校名中有“道”，校训中有

“德”“善”“知”“行”，这些体现了你
们办学思路、办学理念、办学目标的大
境界、大格局，而且在传播优秀传统文
化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
面你们也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这不仅
是一种格局，更是一种情怀、一种责
任、一种使命、一种担当。

短短几年时间，新学道就发展到
拥有 9 所学校的规模，您认为这其中
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梁 勇】 这主要得益于我们合
伙创始人有共同的价值诉求，有相同的
使命感，团队中又聚集了一批非常卓越
的具有教育情怀的校长和优秀的教师。
我们深信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个
拥有共同愿景和共同价值观，有崇高理
想和凝聚力的团队才可能走得更远。
新学道的事业亦是如此。

我先介绍一下新学道联合创始人
郝少林校长。郝校长是素质教育专
家、学习力培养专家、家庭教育专
家、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整体改革专
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

“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组专家，曾
主持编创了多项高效学习教学法。

十多年间，他秉承“让每一个生
命自由绽放”的信念，足迹遍布全国
26 个省市，举行了近千场教育讲座，
培训指导近 20 万名学生、教师和家
长，备受赞誉。

【陶 继 新】 同 声 相 应 ， 同 气 相
求，要想真正干出一番有意义的事
业，合伙者就要有共同的价值追求。
只有志同道合，才能实现“二人同
心，其利断金”的飞跃发展。同时，
确如您所说，郝少林校长不但具有教
育情怀，还是一位很有学术造诣的教育
专家。当这种情怀、理念与您的学理思
考、智慧思辨和谐为一的时候，自然就
会生发出一种巨大的生命能量。新学道
在短短几年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由弱到强，正是你们俩相同的价值取
向、共同的教育理想，加上执着的教育

追求所结下来的丰硕之果。那么，可以
介绍一下您的经历吗？

【梁 勇】 我是 2002 年开始涉足
民办教育的。之前历任公立学校教导
主任、副校长、校长等职，曾是山西
省很年轻的省教学能手。涉足民办教
育后，在全国知名教育机构先后任职
高管和校长。作为北京新学道的创始
人与举办者，我曾被全国总工会评为

“中国创新优秀管理人才”，担任中国
青少年研究会理事，中国青少年研究
中心、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特约研究
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
员会常务理事。

正如孔子所说的“勇者不惧”，
历经二十多年的求索与攀登，我从一
个公办学校校长转型为一名创新实干
的民办学校创业者，从一名普通的农
村教师成长为今天教育改革与实践的
急先锋。农村和城市的经历，公办到
民办的转型，始终支撑我的是身为一
名教育人对美好教育事业虔诚的向往
与追求。我将终生致力于举办高品质
的全日制民办学校，竭尽所能为教育
事业奉献全部的智慧和力量。

【陶继新】 孔子说：“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或者，在您
这里还可以这样解释：勇源于智。您
之所以如此之“勇”与“不惧”，是
因为您是一位有大智慧的人，知道自
己有着更大的生命张力与潜能，所
以，在从一个地方“跳”到另一个地
方的时候，您是有着生命底气的，自
然也就“不惧”了。每次之“跳”，
都不是简单的盲动与冒险，而是您的
生命从一个层面向更高层面的飞跃。
而且在一次又一次之“跳”里，伴随
着灵性的光华，会摇曳出一道又一道
理性与激情共舞的教育风景。更重要
的是，您的追求，并非只是为了实现
自己生命的飞跃，更是为了让更多的
孩子拥有一个幸福的童年，更好地度
过少年与奋发有为的青年时光，拥有
一段更加灿烂的生命历程。任何时段
的生命历程只有一次。在您看来，对
每一时段生命的浪费，都是一种犯
罪。于是，您就有了一种强烈的使命
感，就有了让更多的孩子享受优质教
育、实现生命突围、创造生命奇迹的
思考与行动。因此，也就有了“仁
者”“爱人”的高格。

【梁 勇】 一个团队如果没有共
同的愿景、使命、价值观，这个团队
是走不远的。新学道创业之初的愿
景、使命、价值观就非常明确，我们
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成为每个团队
成员植根于心底最虔诚的信仰，融入
血液，化为行动。

我们的愿景：让每一个生命自由
绽放。老师幸福、孩子开心、家长满
意、社会赞誉。

我们的使命：教育一个孩子，帮
助一个家庭，成就一个家族。让社会
因教育而和谐，让世界因教育而精彩。

我们的价值观可以从五个维度来
概括：第一是民族情怀；第二是全球
视野；第三是创新思维；第四是明德
至善，知行合一；第五是爱与责任，
追求与梦想。

学校的价值观、办学理念、文化
内涵相辅相成，这是一所学校的精神
象征，三者缺一不可。价值观是灵
魂，办学理念是方向，文化内涵是学
校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

【陶继新】 说得真好啊！每一个

生命不但有其存在的内在依据，还有
其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巨大潜能。你们

“让每一个生命自由绽放”的时候，
就有了孩子们生命尽情释放的精彩，
就让他们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于
是，教师幸福、孩子开心、家长满意，
并获得社会赞誉，这个结果也就水到渠
成了。而且，这不只是一个愿景，在某
种程度上，在新学道所属的各个学校已
经变成了现实。所以，你们的“使命”
就不再仅仅是一种理念口号，还真正地
落地生根，且在扎根与破土之后，焕发
出独具风采的“和谐”与“精彩”。

您从五个维度对价值观的简约解
说，让人们看到了新学道的大气魄、
大格局、大气象、大担当。这不由得
让我想起孔子的高足曾子之言：“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
己任，不亦重乎？”正是有了这种高
位之“任”，才有了你们超越一般教
育人的成就。世间有一个看不见的规
则，即搁置了私心，担起为他人、为
社会，以至为世界作贡献的责任的时
候，大的成功也就不求自得了。

【梁 勇】“有道无术，术尚可
求，有术无道，止于术”，“大学之
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明明德、亲民，皆当止于至善。
解决了“道”“德”与“善”的问题就
解决了主要问题，教育更是如此。因
此，我们的办学目标明确，培养目标明
确，办学架构明确。这“三个明确”，成
为我们在教育之路上努力探索、砥砺前
行的航标灯。这一路风雨行来，正是因
为情有独钟、守心如一、心无旁骛, 方
才初有新学道今日之规模与面貌。

【陶继新】 孔子的教学总纲也只
有 12 个字：“志于道，据于德，依于
仁，游于艺。”“艺”是必学之科，而

“道”“德”“仁”则是核心教育元素。
离开了这些元素，培养出来的人不但
不可能人格高尚，还可能成为“畸
形”人，甚至品质不好的人。新学道
志 于 “ 道 ”， 据 于 “ 德 ”， 止 于 至

“善”，培养出来的人必然是真正意义
上的“人”。恰如《周易》所言“立人
之道，曰仁与义”。否则，何言人哉？

【梁 勇】 我 们 的 办 学 目 标 是
“做应试教育的变革者，做素质教育

的实践者，做创新教育的探索者，做
国际教育的开拓者，做中国教育改
革 、 发 展 、 创 新 的 排 头 兵 与 先 锋
队”；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培养身心
健康、有自主能力、有民族情怀、有
国际视野的创新型社会精英”。我们
构建了“全程规划的优质教育、家校
共育的精英教育、经典启蒙的国学教
育、弹性学制的双语教育、终身发展
的全人教育”的办学架构。这些理念
都以课程体系做支撑，在孩子身上呈
现出了“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学贯
古今、中西合璧”的特点。

【陶继新】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
尧舜。”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
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出类拔萃的优秀人
才。可是，如果没有具有国际视野的
办学目标、德厚才高的培养目标以及
与之相匹配的科学办学架构，培养出

“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学贯古今、
中西合璧”的人才就只能是一句空
话；而有了这些理念，没有超绝的智
慧与超强的执行力，这样的人才也不
可能真正培养出来。理念、智慧与行
动的和谐，才让新学道的孩子们具有
了步入“大德大才”殿堂的可能。

苟日新 日日新 又日新
——陶继新对话北京新学道创始人梁勇校长（上）

【陶继新】 请梁校长详细介绍一下
你们的办学架构。

【梁 勇】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立德树人是我们新学道义不容辞的责任
和使命，循着这样的思路也就有了我们
的办学架构。

首先是“全程规划的优质教育”。
我们以“小班化+好老师+好课程”为指
导，分学段构建了系统的学习力课程体
系。遵循学生生理和心理发育特点及教
育规律，小学四年级之前让学生充分自
由发展，不参加统一考试。每个学段目
标清晰、内容精选、方法卓越、学习效
果显著，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基。在每
日的教学和陪伴中从多方面找出其兴趣
特长、思维特点、性格优势，然后因材
施教，循循善诱，帮助其制定长远的目
标规划，让孩子将来能精准地选择适合
自己的专业，正确定位自己的人生方
向，有的放矢地为自己的追求与梦想而
努力。

【陶继新】“小班化”教育为教师更
多地关注每个学生提供了可能，也为每
个学生个性的张扬提供了空间。不过，
这需要更多优秀的教师，也需要更多宽
敞的教室。“好老师”对于学生的成长至
关重要。不管怎样的课堂改革，不管创
新出什么样的教学模式，老师的作用都
是无可替代的。改革愈是进入到深水
区，愈是需要更加优秀老师的指导。他
们高层次的引领与点拨，会让学生充分
发挥潜能，创造超乎常人的奇迹。在众
多民办学校中，新学道之所以成就卓
越、特色鲜明、异军突起，与您、郝校
长以及一批“好老师”有着密不可分的
关系。

好课程是学生高品质学习极为有效
的载体。想想当年孔子教学时的六经课
程—— 《易》《书》《诗》《礼》《乐》

《春秋》，品位何其高也！这样的课程，
不但让弟子们的学习有了持续且高层次
的发展，孔子本人也在这种课程的建构
与实施中，不断精进，由此成为一位伟
大的教育家与思想家。从这个意义来
说，构建好课程，对于孩子及其教师的
成长该是多么重要啊！

【梁 勇】 我再介绍一下我们办学
架构中“家校共育的精英教育”。我经
常讲，一个好的家庭胜过一所好的学
校，一个好的父亲胜过一个好的校长，
一个好的母亲胜过一个好的班主任，家
长的视野、家长的格局、家长的价值观
决定孩子的未来！只有家长好好学习，
孩子才能天天向上。我们一贯倡导家校
共育，二者形成合力，共同培育孩子，
且各有侧重。家庭负责德行养成，学校
负责学习能力培养与健全人格。

在新学道体系内家长提升的渠道非
常多元：学校每年为家长安排培训课
程，包括专家讲座、内部培训、家长沙
龙、亲子活动等，共同提升育子理念和
思想境界；通过定期举办家长经验交流
活动，树标立杆，取长补短；充分利用
博客、微信群等媒介互动沟通，加强家
校共建。这些丰富的活动，带动家长朋
友们一起学习交流科学的家庭教育方
法，让家庭与学校共同陪伴孩子健康快
乐成长。新学道既注重家校共育，达成
育人共识，也尊重家长的意愿，重视家
长的自主选择。在新学道，每名新生正
式跨入校门前，老师都会与家长进行至
少一次的“面谈沟通”。

【陶继新】 家庭是每个人生命的起
点，家长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任老师，家
庭教育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无时无

刻不在对孩子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你们深知其中的要义，所以，才有了

“家校共育的精英教育”办学架构。家
长的幸福指数高低，则决定了孩子的幸
福程度。真正的幸福不只是一种投射到
心理层面的快乐，还具有一种由内向外
生发的力量，是一种持续发展的、由爱
家进而惠泽到爱他人、爱全社会的高尚
情结。当这样的家庭幸福与教师的幸福
和谐为一，并作用于孩子的时候，孩子
的幸福感也就从心底喷薄而出。这种发
自内心的幸福氛围营造，不仅仅实现了
孩子们学习的高效、品质的优秀，更提
升了学生的生命质量，为家庭的美满、
社会的和谐作出了贡献！

【梁 勇】 我再说一说我们办学架
构中“经典启蒙的国学教育”。教育的
客观规律是：幼儿养性——优美人格的
塑造；童蒙养正——圣贤智慧的熏陶；
少年养志——理想抱负的鼓舞；成年养
德——真实生命的绽放。人的成长，尤
其是在“童蒙养正、少年养志”阶段靠
什么？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非常重要。
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读经诵典了，且保
证定时定量。经典诵读篇目每年累计 1
万字。除了每天诵读 《弟子规》，并有
选择地践行以外，学生要用 8 年时间熟
读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道
德经》《黄帝内经》《诗经》《孝经》《易
经》 等传统文化经典，积淀深厚的国学
底蕴。经典不只可以滋养学生的心灵，
我认为经典诵读还是很好的思维训练，
也是最好的语言文字积累，更是启迪智
慧、开启灵魂之锁的金钥匙，确实能帮
助孩子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
世界观！我们同时开设了书法和武术课
程，通过体验一静一动两门中国功夫，
让学生懂得一张一弛乃文武之道；还开
设了中医、京剧、太极等选修课程，让
学生亲身感受咱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让“非遗”传承后继有人。

【陶继新】 高度认可您关于读经诵
典的经验之谈，因为经典之中，不只有
可以丰富孩子语言的美好词句，还有可
以丰盈其内心真善美的精神食粮。如何
让经典深深扎根在孩子的心里呢？最好
的办法就是“不求甚解”的“素读”，日
积月累的背诵。有人可能会质疑，诵读
古代经典对大人而言尚且很有难度，小
孩子诵读会不会难上加难？其实，小孩
子的记忆与大人是大不一样的。幼年、
童年时期，是孩子们记忆力很好的时
候，所有的文字符号在他们的心目中几
乎都是一样的，因此背诵起来并无难易
之分。由于童心无邪、心无旁骛，记忆的
速度更是比大人快得多，而且遗忘得也比
较慢。所以，古人往往在孩子很小的时
候，就让他们背诵大量经典，练好经典文
化“童子功”。尽管这种“功夫”的威力
在小时候并不能显现出来，或者很少显现
出来，可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多、
理解力的增强，年少时丰厚的“积蓄”就
会逐渐生发出超越想象的力量。

【梁 勇】 我再介绍一下“弹性学
制的双语教育”和“终身发展的全人教
育”。

关于“弹性学制的双语教育”是这
样的：我们认为每个孩子都可以做最好
的自己，而每个人的多元智能又各不相
同，所以我们通过分层教学和个性化培
养，让每个孩子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就
和马拉松长跑是一个道理。让每个孩子
的不同潜能都得到发挥，我们才算做到
了真正的因材施教。我们的具体做法主
要体现在语文与英语学科。古文经典诵

读、现代文快速阅读和海量阅读教学实
验，以及英语六字学习法和原典法的教
学实验表明：学生初中毕业时，语文和
英语素养可达到大学生的优秀水平，这
为学生的国内外升学奠定了坚实的双语
基础。

【陶继新】 孩子生而不同，不少固
化了的课堂教学模式，在磨损孩子个性
与差异的同时，也将其本来就有的潜能
悄然扼杀，并由此阻断了他们走向未来
辉煌的可能之路。而“分层教学和个性
化的培养”，不但可以为不同个性的孩
子提供各自可行的通达大道，也让深藏
他们身上的潜能洋溢出无限的生机。这
不但会让学生当下的学习非常高效，而
且在无形中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从而
让他们满怀信心地大步走向属于他们的
幸福前程。

在学生学习语文与英语的路上，你
们探索出了一条很有价值的路径。这至
少给我们两点启示：一是语言学习的高
效，不是靠枯燥地学习语法得来的，而
是要靠近乎无处不在的语言环境来“熏
陶”的。这样，学习不再是心力交瘁的
苦役，而是变成了“道法自然”的自然
之行。二是学生所读所学，必须是经典
文本，而非一般语料，尤其不能是三流
四流的低俗文化。因为读书有一个走
向，那就是“取法乎上，得乎其中；取
法乎中，得乎其下”。因为上乘作品，
即经典作品，散发着智慧的光华，流淌
着思想的光芒，呈现出语言的典雅。读
得多了，孩子们尽管一时达不到经典作
家的上层境界，却可以走进中层之中。
而且长时间地“颂其诗，读其书”，便
可“尚友”古人，慢慢体悟到大师的思
想境界、做人高格，吸取其优质语言，
进而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语系。可是，
如果只读思想品位低下与语言俗气的下
乘作品，不但不能优化自己的思想与语
言，反而有可能步入“白沙在涅，与之
俱黑”的下乘境地。

【梁 勇】 关于“终身发展的全人
教育 ”，我们是这样做的：新学道的

“全人”教育构建把身心健康教育、行
为规范教育、有效课堂教育、开放自主
的学习力课程作为全人教育的基石和支
撑。身心健康教育，给学生成人的起
点；行为规范教育，给孩子成人的方
向；有效课堂教育，给孩子成人的智
慧；开放自主的学习力课程，给孩子成
人的选择。终身发展立足于学生学习方
法的习得、学习品质的养成、学习习惯
的达成，为孩子的终身学习奠定根基。

【陶继新】“全人教育”立足于每一
个孩子的全面发展，这是决定所有学生
的生命能否持久成长的必需元素，甚至
称得上一个人的立身之本。一个大德大
才之人，如果身心不健康，也有可能让
德才无法施展，甚至有可能年纪轻轻就
结束了生命。当年孔子的弟子子路就问
过什么是“成人”，孔子这样回答:“若
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
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
成人矣。”大体意思是，如果具有臧武
仲的智慧、孟公绰的克制、卞庄子的勇
敢、冉求那样的多才多艺，再用礼乐加
以修饰，就可以算是一个成人了。这里
的“成人 ”，就近似于您所说的“全
人”。现在一些只一味追求智育，而不
管孩子身心健康、习惯养成与人格修为
的教育现象，与你们的全人教育，不只
在操作层面上有着天壤之别，更少了你
们 为 孩 子 一 生 幸 福 奠 基 的 格 局 与 境
界。

有一种理念叫“明德至善，知行合一” 有一种课程叫“学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