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齐林泉 编辑：齐林泉 设计：聂磊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573 邮箱：xiaozhangcn@163.com

2018年4月4日 星期三

07校长周刊 实务·

今年 1 月，当我度过自己 58 岁
生日的时候，不禁涌出些许人生苦
短的感慨，但更多的还是回顾一路
走来的充实和幸福感，以及对教育
深深的感恩。我这辈子，跟教育结
下了浓得化不开的情缘：教育既改
变了我的命运，也成就了我的人生
价值。“教育人”，是我人生最重要
的标签。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但父母亲非常尊师重教，我 6
岁就被送进村里学校启蒙读书。虽
说当时正是“读书无用论”盛行的
时代，但我却沉浸在学习的快乐
中。不料初中毕业时，却因出身上
中农而被排除在升学推荐名单之
外，只能回乡务农。直到 1977 年秋
冬，借恢复高考招生制度的东风考
上了慈溪师范学校，中师毕业被分
配到镇海县临江中学从事化学教学
工作,自此我一直奋斗在家乡镇海的
教育战线上。我教过高中毕业班，
也带过学科竞赛；24 岁被评为宁波
市教坛新秀，33 岁被任命为镇海区
职业技术学校校长。1996 年初，我
被任命为镇海区教委副主任。四年
半后，40 岁的我被组织上任命为镇
海中学校长，18 年来，我与镇海中
学共成长。

我时常在想：如我这般农村出
身的 60 后、70 后甚至 80 后，没有
任何显赫社会资源，基本的人生轨
迹就是勤奋学习，凭借相对高的分
数考取高中 （或中专）、进入大学取
得居民户口，毕业后谋得一份稳定
工作，开创一番事业。这一过程
中，改变命运的有力武器正是学校
教育。在镇海中学百年校庆的时
候，一位上世纪 80 年代末毕业的校
友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小
城教师以自己全部的热情、心血和
勤奋，在当代中国大城市与小城镇
资源配置不均衡、人生发展机遇不
均衡的背景下，为小城一代代青少
年争取了人生发展的宝贵通道。当
年母校的教师们除了传授人文素养
之外，他们教给的应试智慧使我们受
用终身⋯⋯他们辛苦、尽职的样子，
像极了家里最希望你好的长辈。他
们像是永不停歇的园丁，把一代代孩
子送出小城，返身又开始下一季的忙
碌。他们常对你说，走啊，外面的世
界很大！走吧，走出小城，登上人生
更大的平台⋯⋯”这段深情的抒
发，诠释了无数乡村、城镇中小学
和教师的价值所在，闪耀着“教育
成全人”的朴素光辉。

这位校友的话引发了很多人的
共鸣，我多次在讲座、讲话和多篇
文章中引用。2012 年，我将“教育
是对人的成全”确定为镇海中学庄
严的办学立场。

其实这一思想的雏形发端于我
几年前翻阅的一篇小散文，台湾著

名作家张晓风在文中写道：多年
前，她的儿子开始读小学一年级。
清晨，小男孩背着书包独自去附近
的国民小学上学，他在楼下向妈妈
挥手告别，然后汇入车水马龙。张
晓风倚在四楼阳台栏杆上，百感交
集，一种声音从内心深处升起，仿
佛也萦绕在天地之间：“学校啊，当
我把我的孩子交给你，你保证给他
怎样的教育？今天清晨，我交给你
一个欢欣诚实又颖悟的小男孩，多
年以后，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
年？”“世界啊，今天早晨，我，一
个母亲，向你交出她可爱的小男
孩，而你们将还我一个怎样的人
呢？！”

这两声振聋发聩的呼喊如同电
击了我，刹那间贯通了我几十年来
对于教育的所有情感、理解和困
惑。“教育贵在成全”，这六个字恍
若灵感跃入我的脑海。那篇仅 500
余字的短文，字里行间浸透了一个
母亲对孩子的怜爱，对社会的嘱
托，更有对教育工作者的信任和期
待；如此深切地道出了一位母亲面
对年幼的孩子脱离父母庇护、走进
校园、走向社会时那番夹杂着希
望、纠结、不舍、不安等等在内的
复杂心绪，相信即便尚未为人父母
者亦能感同身受。作为一名教育工
作者，更感受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因为孩子少年、青年时代的大
部分时光将在校园里度过，接受我
们赋予的教育营养和教育影响，然
后慢慢长大，直至有一天成为一个
独立的个体融入社会的洪流之中。
这一过程承载了多少殷切的希冀，
蕴含了多少成长的奥秘和可能，也
潜藏着多少发展的阻力和风险。因
而，我们将成全怎样的人，还给母
亲、送入社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
何才能不辜负每一份不可复制、不
能重来的个体生命过程，是值得每
位教育人探究深思的人生课题。

教育贵在成全

吴国平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校
长、中学高级教师。宁波大学
硕士生导师、宁波市名校长工
作室首席导师、教育部中学校
长培训中心导师、浙江省督学。

名校长专栏
教育是对人的成全①

“看到学生、同事、家长主
动问好，不在学生面前乱发脾
气 ， 以 平 和 的 心 态 对 待 学
生”⋯⋯日前，山东省青岛市桦
川路小学教师集体制定并每人承
诺遵守 50 条师德公约，其中包
括言行、沟通以及班级管理和教
学常规等方面。该校校长金延清
说，学校多年来实施“适性教
育”，致力于师生心性的完善。
遵守公约的情况将作为每位教师
评职评先评优和考核奖惩的重要
依据。

图为教师们在学生的见证下
签字承诺遵守师德公约，争做

“四有”好教师。
本报记者 孙军 摄

教师自制
师德公约

“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
恨，一切的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
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寒冷的火焰，憔
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
在！我感到爱情正是这种东西。”来自
莎翁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这一段
念白，在日前举办的北大附中第七届书
院戏剧节的开幕微电影中经典再现，也
为这一届的戏剧节拉开了帷幕。

中学办戏剧节，并非异想天开

很难想象有这样一所中学：没有
班级，学生以书院为单位，几乎所有
人都在参与一场戏剧的盛会。两周时
间，每天三场演出，中央戏剧学院的
专业指导，一流的黑匣子剧场见证了

“演员的诞生”。筹备进行之中热情爆
棚，表演呈现出专注投入，结束之后
观众和演员都处于几乎疯狂的状态。
整个过程正如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
所说，“真的没有在北京的其他中学看
到这样专业而民间的事情。”

——这是北大附中连续第七年举
办戏剧节，也是学生们戏剧课程的一
次结业展演。八个书院的学生通过选
课组成八个剧组，开始为期四个月的
戏剧课程学习。最终，围绕“罗密欧
与朱丽叶”的选题，为观众奉上自编
自导自演的精彩大戏。

早在 2009 年，北大附中就意识到
戏剧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的价值，
并开始进行实践探索。在当时“音乐
美术二分天下”的传统艺术教育模式
下，2011 年学校提出了“全员参与戏
剧”的口号。之所以选择戏剧，是因
为它不同于上台进行才艺表演，这种
艺术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正
如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北大
附中戏剧教师王匡所说，“把戏剧放在
高中，我们更多的是等待或者期待戏
剧在这里能够生发出更多的可能性。
1+1 在数学课堂上只有唯一一个确定
的解，而在舞台上可能会等于任何事
情，只要你有想象力和创造性。”于是，
北大附中以书院为单位形成了戏剧剧
组，分别在学校各学科教师的帮助下进
行戏剧的自编自导。经过两三个月的
筹备，期末时间学生进行戏剧展演，全
校师生参与观摩并对每部原创戏剧进
行评奖。以编创排演为契机，戏剧节调
动了全校师生参与戏剧的热情。那次

“全员参与戏剧”的活动，后来被称作北
大附中第一届戏剧节。

活动类课程之一，不只为了演戏

从第二年开始，北大附中真正进
入了戏剧教育的改革时期，也开始了
北大附中第二届书院戏剧节的筹备。

学校将“书院戏剧节”定义为活
动类课程，即将戏剧课程与戏剧活动
相结合，将比赛活动作为戏剧课程设

计的教学任务。学生开学初通过选课
进入到各书院剧组，并通过竞聘方式
竞选剧组中导演、编剧、主演、灯光
师、剧务等职务，在中央戏剧学院研
究生的专业指导下，进行原创戏剧的
创作与排演。同时，北大附中特别设
立了“专业戏剧演出季”，邀请专业的
剧组来校进行演出，为即将要演出的
学生戏剧剧组提供剧场合成的学习借
鉴机会，并通过此类活动提升全校师
生鉴赏戏剧的能力。最终，每个书院
的戏剧在期末进行全校范围展演，结
束后学校进行戏剧节颁奖典礼。专业
奖和大众奖由专业院校的专家评委和
完整观看了全部戏剧的观众评选，这
一过程就相当于“书院戏剧节”剧组
课程的期末考试。

北大附中戏剧节自 2011 年创办之
时起，就得到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
大力支持，每年都会派在校的硕士研究
生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虽然学校引
入了专业的外部资源和指导教师提供
相应的支持，但指导教师在剧组中只是
充当引导者而不是导演的角色，也不是
实际的课程领导者和执行者。每个剧
组的所有工作均由学生发起、组织并执
行，这样的设置是为了给予学生自编自
导自演的原创体验，并保留学生作品中
原汁原味的想象力与创造性。

学习与成长，别小看了这舞台

通过课程阶段、“专业戏剧演出

季”以及学生戏剧展演评奖阶段等三
个环节的设计，书院戏剧节让学生在
编创与表演之中体验并感受到戏剧艺
术的魅力。同时，也在与他人的竞争
及合作之中，收获了艺术学习之外的
个人成长。学校视觉与表演艺术中心
负责人这样描述戏剧节和艺术教育：

“我们学校的戏剧节是将戏剧作为一种
教育方式来做。因为在每个剧组之
中，都是由学生担任导演、制片、编
剧、海报设计、服装设计、灯光操作
等工作，这样的安排对学生而言，意
味着不仅要呈现一场好的演出，同时
要学会与他人之间的合作。”

对学生来说，戏剧节不仅是课程
和比赛，更是他们独特而深刻的一段
经历与记忆。有孩子感言，一生中参
与过这样的活动，这段经历会令自己
铭记一生。中央戏剧学院教授丁如如
曾 这 样 说 ，“ 我 们 期 望 通 过 戏 剧 教
育，开始培养学生认识自我并认识人
生。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不仅需要摄
取知识，更多的是需要去了解人，从
了解自己开始去了解他人。而戏剧就
是 实 现 这 一 过 程 的 最 好 方 式 和 渠
道。”北大附中书院戏剧节的实践，
不仅是艺体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创新，
更是一所学校通过一种全新的方式对
孩子成长过程的开发。戏剧节还在继
续，继续尊重、继续改编、继续发
展、继续颠覆，继续学生们与戏剧的
点点滴滴。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北大附中：戏剧节托出成长新舞台
王冰 岳佳琪

办学亮点

校园风景线

过程育人
在成长辅导中做实做细思想工作

每年的新生开学典礼上，新生们
都会收到学院精心准备的开学礼——
一本寓意深长的书；毕业典礼上，每
一位毕业生也同样会收到一本由学院
精心设计的记录了自己大学四年成长
的纪念册。

“将思想教育工作做实做细，让学
生在过程中成长，是我们育人的法

宝。”学院党委书记符慧林说。近年
来，学院以“心情驿站”特色成长辅
导室为基地，以“辅导”为主线，通
过“辅导员、专业教师、朋辈互助
员”三位一体的辅导队伍建设，打造

“宣传、网络、活动”三大平台，构建
全员育人合力，为学生提供思想提
升、学业发展、生活适应、职业规
划 、 心 理 危 机 应 对 五 大 方 面 的 辅
导，切实解决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面临
的困惑，辐射全体学生，助推学生成
人成才。

2014 年，“心情驿站”特色成长
辅导室成为湖南省首批立项项目中首
个通过验收并获评优秀的项目，吸引
国内高校同仁参观学习累计达 1000 多
人次。

科技育人
在双创教育中激发创新活力

在被誉为当前规格最高、最具影
响力的全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中，一所地方性大学连续获
大奖的情况全国并不多见；更不多见
的是一所地方大学的一个学院的一
个专业，其学生连续三年获奖不断
线。

长沙理工大学电气学院做到了，
而且是 1 金 2 银 2 铜。

这缘于学院多年来完善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我们以‘激发创新兴
趣，培养创新思维，引导自主实践’
为理念，以‘兴趣引导、项目驱动、
过程监控、目标管理’为核心，以

‘组织协调、教师指导、培训研讨、创
新实践、监控管理、评价奖励’六大
平台为依托，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电气
信息类大学生课外科技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长江学者、“全国高校黄大年
式教师团队”负责人曾祥君教授说。

2012 年到 2017 年，学院在挑战
杯、“互联网+”、电子竞赛、机器人
竞赛等科技赛事中获得国家级别奖项
84 项，省部级以上奖项 122 项。2016
届毕业生杨洋自主创业，其设计作品

“幻想家自行车”荣获 2017 年红点奖
中国好设计奖。2014 年，“智能电力
设备监控技术创新团队”获得全国

“ 小 平 科 技 创 新 团 队 ” 称 号 ； 2017
年，智能电网协同创新育人教师团队
获“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文化育人
搭建文化平台培育人文素养

培养“既懂专业又能说会写的电
力人才”是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之一。
但如何落地？

为让每个学生动起笔来，学院以
班级为单位，建立了“立足原创、记
录 大 学 ” 的 “ 网 络 E 家 ” 微 平 台
（“E”取自“电气与信息工程”英
文首字母），通过“用身边的人影响身
边的人，用身边的故事感染身边的
人”，贴近学生需求，让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培育融入“网络 E 家”网络文
化，平台每年 4000 余条的原创微推真
实记录了学子的大学生活并极大地培
养和提升了学生的思考能力、写作能
力。目前，学院共有 4 个公众微信平
台“电光火时”“党员 E 家”“EIE 就
业”“E 家之研”，66 个班级微信平
台。2016 年，该项目被确定为湖南省
高校网络文化精品项目；同年，“党员
E 家”微平台获得全国首届“两学一
做”支部风采优秀案例奖；2017 年，
电气 1405 班团支部荣获全国活力团支
部称号。

此外，从大一入学开始，学院学
生就要比别的学院同学早起一些。因
为他们要多吃一份“早餐”。这是一份

“文化早餐”，是学院出于锻炼学生的
目的开展的一项特色活动：让学生以
班为单位利用早晨上课前的一段时
间，轮流进行独立演讲。

这样的“早餐”很营养，一方面
锻炼了学生的胆量，促进了学生综合
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多角
度的交流，用“正能量”引领同学，
让他们的信念得以强化，品行得以提
升。经过网络传播，线上互动，已成
为学院学生独特的文化元素。

实践育人
校企联合共育电力英才

如何解决企业一直诟病的工科学
生“实践走过场”“动手能力弱”的问
题？2014 年，学院着眼于基层电力公
司，利用暑期开辟了“思想政治教育与
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业实践”的实践育
人项目，让学生在基层电力公司的专业
实践中锤炼品格，磨炼意志，提升能力，
克服传统的实习“走过场、形式主义”弊
端，每支队伍实践均在 20 天以上，学院
专业教师、辅导员老师与企业导师全程
带队协同指导，从一个基地到遍布全国
的 10 个 基 地 ，实 践 育 人 成 果 不 断 凸
显。学院与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检修
公司共建的实践教育中心获批国家级

“本科教学工程”大学生校外实践教育
基地，两次在国家电网公司主办的电力
人才就业论坛上进行主旨发言和经验
交流，已成为 46 所“电力人才网络联盟
高校”实践育人的典范。2016 年，学院
赴国网基层电力公司就业创业见习团
队获评全国大中专学生“三下乡”社会
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丁 丹 邓崛峰）

让每一个学生都走向卓越
——长沙理工大学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以“四育人”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纪实

“电力”是作为湖南省属重点高校长沙理工大学的行业
办学特色之一。60 年多来，该校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为国
家电力行业输送了两万余名毕业生，他们扎根基层，勤勉务
实，涌现出了以许杏桃、高兆丽等全国劳动模范为代表的一
大批热爱电力事业、勇于创新的杰出代表，人才培养质量深
受社会和用人单位肯定。近年来，学院进一步深化人才培养
改革，以“立德树人、知行合一、协同育人”为理念，开展

“过程育人”“科技育人”“文化育人”“实践育人”，让每一
个学生都走向卓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