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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校长周刊

“向警予、杨开慧、蔡畅、陶斯咏、
丁玲⋯⋯”翁光龙靠在木椅上，眼睛
闪着光芒，双手习惯性地以在讲坛上
开讲的姿势挥舞，如数家珍地讲述着
有 113 年历史的湖南省长沙市周南
中学与这些近现代杰出女性的故
事。有时，他还会用力地拍着记者手
臂说：“周南中学，有其独特的气质。”
这几年，有着“名校之花”之称的周南
中学，正花开数瓣，一所又一所以“周
南”命名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在长
沙“四处开花”。化学特级教师出身
的校长翁光龙，融合百年文化与现代
教育理念，成就着周南中学独特的气
质。

秉承百年底蕴
成就现代气质

走进周南中学，在富有民国气息
的青砖颜色的校园里，翁光龙给记者
一一介绍：学校图书馆叫剑凡图书
馆，用了创始人的名字；学校人工湖
叫湘若湖，以纪念朱剑凡夫人魏湘若
倾尽嫁妆解周南办学之危艰；学校建
了一座钟楼，来源于周南校史中

“女界钟”的典故；樱花园是为纪念
朱剑凡先生求学东瀛、回国兴教的
事迹⋯⋯崭新的校区、全新的建筑，
却处处透露着历史的气息，蕴含着周
南的文化。

1905 年，周南中学由著名革命
教育家朱剑凡先生创办而成，起初兴
办女学，并渐渐壮大，发展为湖南乃
至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被
誉为“中华女学第一校”。 此后的
100 多年里，一代代周南人坚守教育
阵地，薪火相传。2011 年，先后在汨
罗一中、长郡中学、明德中学等校任
教的翁光龙，调任周南中学党委书
记，2014 年开始任校长。从到周南
中学那一刻起，他便把眼光投入到了
历史深处。

翁光龙从事教育工作 33 年，历
任班主任、年级组长、教务主任、副校
长、校党委书记、校长，先后辗转 5 所
中学，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0 余篇，
先后提出“三自”管理、“三生”教育等

现代教育理念。
但令人意外的是，在周南中学，

翁光龙并没有急于提出自己的教育
思想，而是认认真真地熟悉和梳理周
南的百年办学历史和文化底蕴，在审
视现实的基础上，寻找最佳结合点。

他 竟 然 在 故 纸 堆 里 找 到 了 知
己——100 年前的首任校长朱剑凡。

办学之初，朱先生就提出了“三
心”校训，即强调节制整洁的“自治
心”、博爱仁恕的“公共心”和勤勉耐
劳的“进取心”。朱先生的“三心”校
训，竟然与自己一直坚持的理念十分
合拍，这让翁光龙欣喜不已。

因为无论是他的“三自”管理、
“三生”教育，还是朱先生的“三心”校
训，这些都瞄准着学生的全部，着眼于
学生的未来，立足于学生的素养。“朱
先生无愧于著名教育家，今天看来，他
的理念还具有生命力。”翁光龙说。

凭借“三心”立足
赢得学生未来

翁光龙说，当有人将高考当作唯

一目标时，我们将目光投向了更深更
远处；当社会都在关注孩子们的起跑
线时，我们牢牢盯着学生发展的终点
线。有了对周南历史和文化的认识，
翁光龙在周南中学深耕 5 年之后，提
出了“一鼎三足”的核心理念。一鼎，
就是“不让学生输在终点线上”，“三
足”即以“三心”立足。

他对“三心”理念进行了与时俱
进的诠释：自治心解释为自我治理，
着眼于修身；公共心解释为要讲公共
道德，做合格的社会公民；进取心着
眼于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鼓励笃学奋
进、拼搏进取。自治心是为了让学生
走得更稳，公共心是为了让学生走得
更远，而进取心则是为了让学生走得
更快，以此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让
学生在周南学习三年，形成具有全球
视野、国际眼光、时代精神、人文底蕴
的“周南气质”。

怎么实现核心理念的路径？翁
光龙提出了“五观”并进行了深度探
索：文化观为文化立校，办有气质的
学校；管理观为现代治理，办有活力

的学校；课程观为课程建设，办有内
涵的学校；教师观为培养名师，办有
底气的学校；学生观为以生为本，办
有温度的学校。

周南中学在德育上成功内化了
“三心”文化。学校推行无声晚自
习，实行学生晚自习的自我管理，
以及 30 多个社团在学生自己的组织
下积极开展活动，就是“自治心”
的成功内化；学校成立了青年志愿
者团队，组织志愿者关爱母亲河，
清洁公交车，免费写春联，牵手留
守儿童，无一不是“公共心”的内
化；学校设置对表现杰出的学生的
奖励制度，打造明星学生，就是对
学生“进取心”的肯定和褒扬；在
课堂教学上，周南中学提出的基于

“四性”的学教一体生本课堂模式，
提倡学生课前自学，先学后教，以
学定教，课堂上组织学习小组进行
探究学习，也是“三心”文化的具
体表现。

现在，“一鼎三足”的办学理念已
经成为了周南中学数千师生的共识，

成为教师教书育人的自觉行为，成为
学生健康成长的发展路径。

坚守家国情怀
开创“周南景观”

“周南中学的校史，是与祖国同
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周南中学的创
办史是一部家国史，周南中学的发展
史更是一部家国的奋斗史。”翁光龙
说，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周南中学要
坚守家国情怀，开创现代教育的“周
南景观”。

近年来周南中学从组建新疆班，
探索教育援疆新模式，到创立航空
班，开启为国育才的航空时代，乃至
下乡设立名校长工作室，可谓都是翁
光龙带领师生对家国情怀的坚守。

“新疆班并不计入升学率，但十
多年来，学校和老师付出了十二分的
心血和努力。”翁光龙坦言，办好新疆
班非常不容易，克服了很多困难。但
学校配备精兵强将，校长亲自抓，全
面加强新疆班的教学、管理和服务保
障工作。由于周南中学新疆班办学
成绩突出，2017 年，在新疆方面强烈
要求下，周南中学又克服师资、教室
等多重困难，增加了一个班。

2015 年，教育部、公安部和解放
军总政治部确定从 2015 年起，在河
北、辽宁、湖南等空军招飞生源主要
省份，依托优质高中建设空军青少年
航空学校，每年招收 1000 名应届初
中毕业生，培育输送矢志飞行、素质
全面的优秀飞行学员。翁光龙听闻
后，又积极争取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
落户周南中学。在他看来，为国家超
前培育军事航空航天领域新型飞行
人才贡献力量，充分体现了周南人

“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如今，
首届周南航空班 60 名学生已毕业，
办学成绩优秀，出飞率位居全国 16
所空军青少年航空学校第一名。

翁光龙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故事，
在这批学生首飞时，他大胆地坐在飞
机上，跟着他们飞上了天，“虽然不敢
说一句话，但是我在告诉他们，校长
一直在他们背后鼓励他们”。

翁光龙：不负家国，不负未来
本报记者 阳锡叶 赖斯捷

剪影
中国好校长

对于一名普通教师而言，校长是不可亲
近的，这很司空见惯。因此，一开始，对我
们学校毛校长，我总是敬而远之，期待不要
遇到她。

2016年，因为参加2012届青年教师会
课比赛，我将首次走出学校去上课，所以特
别紧张，在模拟说课时总是出错。那时，毛
校长在一旁观看，她没有不耐烦，而是温和
地宽慰我说：“不用紧张，不要担心结果，
就算失败了也没事，就当是一次历练。”很
幸运，我成功出线，进入复赛。参加复赛那
天，时常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她，正好在
校门口值班。知道我去比赛，她对我挥挥手
说：“放轻松了上课，你已经出色完成任务
了！”她在我心里一贯严肃的形象开始改变。

因为磨课团队全体成员的努力，我有幸
进入决赛。可磨课团队的一名核心成员因事
外出，大家都担心起来。毛校长知道后说：

“我们来一起磨课。”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她
发信息让我把教案的电子稿传给她一份。后
来当教案反馈到我手中时，我看到那上面有
红色的备注，还有细致到每一句话应该是什
么语气、是快是慢的清晰标注！

其实，刚入职时，我是名“很叛逆”的
教师。记得有次叙事晨会，我没有特别用
心，学生们的朗诵不大好。可当毛校长走到
我面前，只对我说了一句：“你是语文老
师。”她的话并不严厉，却让我很惭愧。发
生了这样的事，我想，都给校长留下不好的
印象了，还是绕着她走吧。可今年，学校要
评选教坛新秀，等我知道时报名已经快截止
了。那天，正好有活动，毛校长也在。她知
道后马上打电话，然后告诉我：“还来得
及，好好准备材料。”

最近，我因为特别喜欢《我是白痴》这本
书，就录了一下音。毛校长知道后对我说：

“我也喜欢，以后可以交流切磋。”当时的我有
点受宠若惊。在学校里，毛校长成立了由包
括她自己和我在内的12名教师组成的“叙
事者团队”。她每周写一篇叙事文章，每月
写一篇读后感，每一本书都有批注。

其实，我跟毛校长接触得并不多，但这些
亲身经历就足以让我由衷地敬佩并夸赞她。
我很想对她说：“很高兴，您是我的校长。”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
中心小学）

“很高兴，
您是我的校长”

沈青青

小档案：

翁光龙，湖南
省长沙市周南中学
校长。湖南省中
学 化 学 特 级 教
师，湖南省长沙
市首席名校长 ，
兼任湖南省教育
督导评估专家 ，
湖南师范大学硕
士生导师，湖南
省特级教师工作
研究专业委员会
副理事长。

翁光龙走在校园中翁光龙走在校园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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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洋溢幸福的味道
——记辽宁省凌源市第四初级中学的幸福教育

幸福学校在这里扬帆起航

凌源市第四初级中学实施幸福教
育并非偶然。2014 年，凌源市教育部
门提出了推动学校内涵发展的工作要
求。面对要求，校长王春阳陷入了沉
思，内涵发展要围绕学校建设，要有
自己的特色和品牌，他决定把这当成
一次机遇。偶然的大连培训，与幸福教
育邂逅，这让他眼界大开，幸福需要教
育，教育需要幸福，凌源四中要开展幸
福教育，要将学校建设成教师幸福工作
的乐园、学生幸福成长的沃土。

大连归来，王校长立即与校领导
班子集体商讨、研究，幸福教育由一
种想法上升为一张蓝图。学校聘请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心理特教研
究所所长孟万金教授为指导专家。孟
教授指出幸福教育可以培养人们创造
幸福的能力，分享幸福的胸怀，促进
儿童、少年健康成长，家庭幸福美
满，通过幸福教育可以增进师生的幸
福感，提高学习和工作的效能，激发
创造潜能，增进亲情和友谊，提高生
活质量⋯⋯深刻的诠释让凌源四中对
幸福教育充满了憧憬。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反复
交流、分析和研讨，凌源四中终于迈

出幸福教育的关键一步，确定了“绽
放积极生命、奠基幸福人生”的办学
理念。这理念细化为创建幸福学校、
成就幸福教师，开设幸福课堂、培养
幸福学生，做幸福班主任、建幸福班
集体，引领幸福家长、建设幸福家
庭、培育幸福孩子；确定“人人成
人、人人成才、人人精彩、人人幸
福”的育人宗旨；树立“积极主动改
变命运、信心信念决定人生”的信
念；实施“争第一、摘桂冠、夺金
牌”的金牌战略；鼓励教师有“绽放
精彩、创造幸福”的人生追求，鼓励
学生有“做更好的自己、当幸福的学
生”的成长目标。

建设启迪心智的幸福文化

文化浸心润行，是学校之魂，是
幸福教育的沃土，是推动师生积极进
取、开拓创新的精神动力。凌源四中
校园文化锁定幸福，精心谋划、久久
为功，努力将其打造成“书香校园、
幸福家园”。

校园内松柏与梧桐交相辉映，古
诗词文化墙、英语文化墙与宣传橱窗
相映成趣，自然与人文融为一体，景
致如诗如画，让人如痴如醉。教学楼
墙体“绽放积极生命、奠基幸福人

生”和实验楼墙体“绽放精彩、创造
幸福”鎏金大字尤为夺目，诉说着幸
福育人的宏伟蓝图。橱窗内幸福工作
精彩瞬间展示版面彰显着幸福育人的
精彩、快乐，学生的笑脸墙洋溢着青
春激情、彰显青春活力。楼梯间“绳
锯木断、水滴石穿、持之以恒、无坚
不摧”等励志名句，中厅展板上的学
生承诺、挑战、风采、视角、榜样等
专栏，办公室里“做幸福教师、建幸
福课堂”，教室里“七彩绽放、幸福
成长”，教室门玻璃上“写青春、绘
人生、筑梦想”等心言誓语，所有一
切似春风化雨般滋润着校园，让“做
更好的自己、当幸福的学生”话语演
绎成真实的景致。

创建绽放七彩的幸福课程

课堂是通往幸福的阶梯，而教学
过程本身就是师生双方体验幸福、享
受幸福的过程。

凌源四中依据 《幸福教育指南》
中幸福课堂创建的 631 原则、轻负高
质的“5+2”环节、激发维持学习动
机的阿克斯 （ARCS） 四要素及色彩心
理学颜色之寓意，全体教师积极尝
试、探索，创建了“幸福课堂、七彩
绽放”学习模式，即：自信学前展示
——橙色丰富、精彩激趣导入——绿
色希望、快乐自主学习——蓝色壮
阔、激情合作探究——红色热烈、魅
力精讲点拨——青色睿智、多元拓展
提升——金色收获、精练作业布置
——紫色凝练。七彩的幸福课堂，是
以人为本、和谐平等的自主学习课
堂，是绽放师生积极生命的高效课
堂。教师乐教、爱教、会教、教会，
在教中体验成功，感受幸福。学生乐
学、爱学、会学、学会，在学中体验
成功、感知幸福、传递幸福。

凌源四中幸福教育以德为本，用
德为材，创建“七彩绽放、幸福成

长”德育成长课程。该课程紧扣幸福
主题，是积极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下的学生成长课程。该课由
学生自己组织，通过“自查、自评、
自省”的方式，采用“分享、激励、
启迪”的途径，进行全方位的总结、
展示、激励、表扬、建议、反省、提
升。依据七彩内涵将课程设置为七个
环节：橙色——成长展示、红色——
团队风采、青色——将帅点评、紫色
——幸福之光、金色——摘星揽月、
蓝色——心灵港湾、绿色——希望之
翼。课上，学生对一周学习的知识进
行归纳，对掌握的才艺进行展示，对
改进的行为和提升的品格进行总结，
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如今，凌源
四中的七彩课堂真正实现了由“教”
的课堂转变为“学”的课堂。在幸福
的课堂里，实现了“教师幸福地教、
学生幸福地学”。

开展炫美生命的幸福活动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学校教育的
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校长实实在在的
幸福。对学生来讲，幸福既是快乐的
现在，又是美好的未来，是快乐的现
在与美好未来的结合。而活动就是学
生展现自我、绽放精彩、炫美生命的
舞台。在幸福教育理念指导下，凌源
四中在全国率先实施具身德育。学校
除了利用传统节日、纪念日等举行常
规的读书活动、朗诵比赛、演讲比
赛、歌咏比赛、团体接力赛、拔河比
赛外，还定期组织学生观看“感动中
国人物”“最美孝心少年”“最美教
师”“最美乡村医生”等颁奖典礼，
引领学生向模范人物学习。开展人格
教育，举行升旗仪式宣誓、大型活动
宣誓，与凌源电视台合作，将 《王亮
时间》 节目引入校园，录制 《我要上
电视——七彩绽放幸福成长》 凌源四
中特别节目，每周播放一期，展示学

生幸福成长的精彩瞬间和完美历程。
劳动实践是具身德育有效实施的

重要载体，学校开辟校园农场“禾
园”，组织学生走进学校食堂、锅炉
房，走进自然、社区，走进军营、哨
所、监狱，让学生在实践中体悟与感
受。学校开展研学旅行活动，带领学
生参观牛河梁文化遗址博物馆、朝阳
世界地质公园、凌源化石博物馆、赵
尚志纪念馆等，引领学生了解家乡文
化、家乡历史，激发爱国、爱家乡的
情感。活动的开展，实现了德育活动
课程化、德育课程活动化的工作要
求，有力地促进了幸福育人体系的构
建与完成，并逐步向精细化、科学
化、卓越化、特色化的方向迈进。

在管理中，凌源四中弘扬“我有
无穷的智慧，我有无限的潜能，我有
无尽的力量，我一定会不断超越自
我，做到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四中
精神，使学生能够学会学习、健康生
活，具有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培养
实践创新能力，提升责任担当意识，
激扬青春生命、绽放青春芳华、奠基
幸福人生。

塑造追求卓越的幸福教师

在幸福学校里实施幸福教育，首
先要让每一位教师成为幸福的人，不
仅享受教师职业带来的幸福，而且也
享受个人生活的幸福。所以，学校构
建幸福教师文化，让教师成为幸福的
引领者。在凌源四中，教师们虽然年
龄、性别、性格各不相同，但是他们
都有一致的“幸福画像”。

人文管理是做幸福教师的基础。
学校积极为教师营造轻松愉悦的工作
环境，定期举办教工篮球比赛、乒乓
球比赛，丰富教师校园生活，减轻教
师工作压力，定期组织教师进行身体
健康检查，做到关怀教师健康、关注
教师生活品质，让教师在温暖中幸福

工作、幸福生活。
学习提升是做幸福教师的动力。

敞开视野，广泛吸纳精华，是课程改
革的需要，也是教师自我成长的需
要。几年来，学校抓住一切机会，带
领教师积极探寻幸福真谛，走出了

“课题引领、专家指导、同伴互助、
个体研修”的教师专业化发展路径。
开阔了教师视野，充实了教师头脑，
激活了教师教育热情，转变了教师教
育行为，提升了教师幸福指数。

畅通的交流平台是做幸福教师的
阶梯。学校建立了凌源四中幸福教师
群、幸福班主任群、幸福家长群，群
里及时发送通知，发表感悟，分享教
育智慧，传递幸福文化。如今，凌源
四中的“幸福学校花开四中”公众平
台，努力让凌源四中走出凌源，走向
更广阔的天地。

引领助力教育的幸福家长

办 好 家 长 学 校 ， 引 领 家 长 做 幸
福家长、建幸福家庭、育幸福孩子
是幸福教育的基石。学校聘请关注
教育、关爱孩子的家长为学校荣誉
校 长 、 荣 誉 班 主 任 ， 参 与 学 校 管
理，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开展“优
秀家长、模范家庭、幸福家长、幸福
家庭”评比活动，开展家长与学生亲
情联谊活动，创建便捷的班主任与家
长、学校与家长网络交流群。通过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家校活动，家
长的理论水平、育子策略有了显著提
高，一批批幸福家长、一个个幸福家
庭脱颖而出。

如今，幸福教育在凌源四中已开
花结果。幸福育人，让每位教师在成
就学生的同时成就自我；幸福校园建
设、素质教育探索、特色化发展，让
校园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让课
堂成为学生快乐成长的殿堂。

（杨 旭 韩 雪）

幸福了吗？央视主持人白岩松以此为书名，叩问自己，叩问世
界。辽宁省凌源市第四初级中学同样以此叩问教育：教育幸福的源泉
在哪里？如何让每位教师享受幸福、播种幸福？如何让校园成为幸福
校园？近年来，该校着力实施教师幸福工程、学生快乐成长工程、教
育惠民工程，让教师幸福、学生快乐、群众满意。实践幸福教育的四
中人用这三个维度构建起一片新天地。

在凌源市第四初级中学，身为校长的王春阳奉行着一个主张，那
就是：只有教师心中有光明，才能照亮学生；只有幸福的教师，才能
教出幸福的学生。因此，他力主首先要努力把学校建成教师的
“家”，让教师时刻感受到“家”的和谐与温暖，使其有归宿感、责任
感和成就感，这是凌源四中实施幸福教育的重要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