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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生长在江南水乡，却扎根于西
北黄土高原，坚守师范教育60余载。

他甘于清贫、心无旁骛、潜心学
术，为教育传薪播火，奉献毕生。

他孜孜以求，勤奋耕耘，专心育
人，92岁高龄依然著书立说，将毕生的
智慧和心血都给了教育事业。

他的一部《教育学原理》，滋养几
代教育理论工作者，浸润着后辈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实践。

他，就是西北师范大学老一代教
育学者，被誉为西北“教育胡杨”的胡
德海。

立德：当教师，是实现人
生价值的最好选择

上世纪30年代，浙江金华，少年胡
德海的故土。

美丽的金华中学校园里，极富人
情味和人文气息。少年胡德海把古人
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视为人生最
崇高的境界，想走一条道德人生、文化
人生、知识人生的路。

要实现这一切，只有当教师这条
路最符合他的心意。胡德海坦言：“当
教师，可以终身与书结缘，这是实现人
生价值的最好选择。”

1949 年 9 月 19 日，一列火车载着
胡德海前往北京。他如愿进入北京师
范大学读书求学，成为新中国成立后
入学读书的第一届大学生。

“学习、学习，再学习。”“新民主主
义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
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
国人被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
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
族出现于世界。”如今，胡德海依然忘
不了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当年的迎新礼
物——三个特殊的书签。

对印在书签上的话，他既感到新
鲜，又觉得兴奋，更觉得受到鼓舞。

“教育是什么？教育作为一门学
科应该有怎样的体系？”带着这些疑
问，胡德海开启了他的“梦想”求索之
旅。

胡德海在图书馆里认真读书，写
了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他每天早去

晚回，一条板凳坐到黑，如饥似渴地汲
取着精神的营养，沉浸在那个崭新的
知识海洋之中。

“我没有别的爱好，唯有读书和思
考。”慢慢地，胡德海觉得视野有所扩
大，心胸有所放开，思维有所提升，对
知识、学问的求取之道，也有了一种登
高望远的感觉。

“懂得宇宙之宏大，知晓自身之渺
小，明白芥豆之细微，知晓自己之价
值。”在他看来，这便是所谓大学之所
以“大”的真义所在。

“学问之道就是好学深思。”因此，
读书和思考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主导
他几十年教书、著书生涯的一根主线，
乃至他此生精神生活的主流。

立功：为人师，用人格魅
力感召后世学者

1953年，一纸派遣文书，一列由首
都开往兰州的火车，把学有所成的胡
德海送往大西北。从此，他在这里教
书、育人、播撒希望。

没想到，在动荡的政治环境里，他
饱受冲击。直到 50 岁的时候，胡德海
才回归挚爱的讲台，迎来了学术研究
的春天。

历经磨难，他初心不改。1980年，
西北师范学院不仅恢复了教育系，也
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所，胡德海回归
本位，干起了“专业”，给教育系二年级
的学生开设了“比较教育”课程。

他自己查阅资料，编写讲义，兢兢
业业，任劳任怨。他在甘肃省高校师
资培训讲授“人生与教师修养”课程10
年，更为西北师大的本科生、研究生、
博士生的培养立下汗马功劳，可谓劳
苦功高，但他只是认认真真做事，不求
任何名分。

几十年里，他一直为教育学院的
学生们上“教育学原理”的课，直到 86
岁，才离开教学岗位。

从业60余载，胡德海潜心研究，笔
耕不辍，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作出
了重要贡献，先后出版《教育学原理》

《教育理念的沉思与言说》《人生与教
师修养》《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育》《陇
上学人文存·胡德海卷》等著作。

教 材 ，是 学 界 最 被 认 可 的“ 名
片”。学教育的人，对“胡德海”这个名
字一定不陌生——

他的《教育学原理》，是一部受到
广泛好评的高等院校基础课教材，
被誉为教育学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导
游图”。该书出版后，先后荣获第四届
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第一届全国教育
图书奖一等奖、中国教育学会“东方
杯”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第四届中国
大学出版社图书奖优秀教材一等奖及
第一届甘肃省优秀图书特别优秀奖等
国家级大奖和省部级奖多次。

他编写的《雷沛鸿与中国现代教
育》于 2002 年在第七届中国西部地区
教育图书评奖会中，荣获汉文教育图
书一等奖。

⋯⋯
他数十年如一日，勤勉著述，讲学

不辍，留给弟子们印象最深的就是立
身正直，勤勉治学，自强不息。

西北师大副教授张永祥投入胡德
海门下时，胡先生已是 80 多岁高龄。
但每次张永祥跟先生谈论文时，他无
论多忙，都会放下手头的工作，先看学
生的论文。过不了多长时间，胡德海
就会把写满批注的论文交给张永祥，
从头开始解说一遍。

“胡先生的改，不是简单地提几条
修改意见，而是小至标点、字句，大到
观点看法，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改。

也正是在这种交流中，我真正领会到
了先生的学问魅力和人格魅力。”张
永祥说。

值得一提的是，胡德海在论文上
粘贴的小纸条用纸十分独特，是很多
年前他曾经用过的废旧纸张。仔细审
视这些发黄的纸张，有的是他写过的
稿纸，有的是一些印刷物的空白处，甚
至还有多年前用过的账簿。看着胡德
海的字迹和用过的纸张，一股深深的
敬意从张永祥胸中油然而生。直到现
在，张永祥还珍存着这些贴满纸条的
修改稿，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也教育
他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学生。

亲炙过胡德海教诲的弟子们都
说，先生就如西北荒漠中的“千年之
魂”胡杨树，他的人格魅力，对每个有
志于完善自我、奉献社会的学子来说，
都是永恒的感召。

立言：谈教育，要把文化
的眼光贯穿于始终

提起胡德海，不能不说《教育学原
理》。

这本 50 余万言的鸿篇巨制，花费
了胡德海 10 年时间，而背后的思考与
研究，则绵延40年。

“改革开放之初，我曾经不止一次
地问过自己，我应该为中国教育学的
发展做些什么？”在胡德海看来，在学
术之林中，教育学不应只是一棵一般

的树，而应是一棵挺拔高大乃至枝繁
叶茂的参天大树，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需要这样的教育科学。

这成为他写作《教育学原理》的最
大动力。

思考教育学，是一个大题目。众
所周知，教育是人类所创造的文化赖
以传承的一种手段，不论对社会个体
还是群体来说，教育都是生存与发展
不可缺少的工具，它和整个人类的命
运息息相关。

胡德海对这个题目充满自信，甚
至在他的胸中，还隐然有一种“振兴教
育学术事业，舍我其谁”之慨。

“谈论教育，要有文化的眼光。”在
他看来，纵观人类社会，真正堪称与社
会相始终、成为社会之永恒现象的，只
有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传承，而教育
即是人类文化传承的一种手段。

“这种观点、见解，贯穿在我的
《教育学原理》 一书之中，也反映在
我的其他教育论著之中。这就是我个
人的文化教育观。”胡德海的教育理
论能被整合成一个体系，靠的就是文
化学、人类学和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
给予的这种宏观学术力量。

中央民族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许丽
英说 ：“胡德海先生的 《教育学原
理》 不仅是教育学初学者的‘导游
图’，更是年轻学者深入研究教育学
的‘知识百科’。字里行间，既能感
受到老一辈教育学者做学问的扎实与
严谨，又能品味到老先生浓重的人文
情怀与责任担当。”

面对后世学者，胡德海有言：功
夫在“诗外”，放开眼睛看世界，才
能有今天的学术，也才能谈得上有真
正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学者
必须不断吸收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乃至
一切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此使自
己不断丰盈充实起来。

如今，92 岁高龄的他仍不遗余力
地研究教育文化。胡德海说：“研究
教育学是有方法的。既要站得高，又
能站得深，既能大至宇宙，也能深入
到人，研究人性、研究人心，用人、
人性、人心和人心产生出来的文化来
解释社会和历史。”

胡德海：扎根西北的“教育胡杨”
通讯员 赵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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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五角钱，你会怎么做？
至少在成都龙泉音乐广场游玩的

两名小男孩，把它捡了起来，还交到
了执勤的警察手里面。

小朋友说得好，“因为平时受老
师和家长的教育，捡到不属于自己的
东西要交给警察”。

警察也是暖心。感受到小朋友满
满的使命感，他们决定要给足鼓励，遂
进行接警登记。警察拿出接警本，认
真询问小朋友的姓名、住址等信息。

家长拍摄的照片里，小朋友站得
笔直，面露微笑，警察一丝不苟，记
得认真。

我们教育小朋友向好向善，不是
为了要让他们真的向好向善时，却对
旁人的冷漠感到失望。当我们要求小
朋友认真时，我们自己先要认真。

套用一句俗语，一滴水可以折射
出太阳的光辉，其实心思到了，五角
钱也能折射出人心的光辉。

五角钱：暖心

因为一元钱，几个大人彼此杠上
了。

10月27日晚上7点多，长沙两
名10岁的女孩坐公交车去上课，却
在中途被公交司机赶下了车。

原来，两名女孩平时带学生公交
卡乘车，每次只刷一元。那天两人忘
带公交卡，依然按一元标准投币，却
不知按公交公司规定，投币者不享受
优惠，每人需交两元。注意到女孩们
少投钱后，司机与女孩们交涉，女孩
们仍没有按司机要求补交票款。司机
一时生气，便把她们赶了下去。

得知经过的家长怒不可遏。这倒
也好理解。当时天色已晚，女孩又年
幼，倘若出现意外，无人可以承受。司
机认识到自己行为不当，愿意向家长
道歉。然而当公交公司提出，考虑到
事件起因，家长也应当对司机道歉时，
家长却拒绝。最后双方不欢而散。

无论如何，孩子的安全都应是第
一位的。但从小教会孩子遵守规则，
也非常重要。年幼可以是一时的护身
符，但人总要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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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钱：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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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清华中学，地处遵义市中心主城区，是“贵州

省示范性高中”、贵州省先进民办学校、遵义市教育系统
先进单位。遵义市红花岗区政府部门为促进遵义清华中
学更好地发展，给予学校政策支持：设立首期 30 个公办
教师编制，面向全国招聘名师、骨干教师、部分在职优
秀教师及优秀大学生。

一、招聘对象

（一） 名师与骨干教师
1. 正高级职称教师、特级教师、专家级名师、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省市级骨干教师、省市级优秀教师、省
市级优秀班主任、各级各类学科竞赛辅导成果突出者；
就职于名牌中学的中级职称以上、教育教学效果显著的
中青年教师 （均须提供证书原件及相关证明材料）。

2. 年龄：1973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45 周岁。获省级以上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特别优秀
者年龄可适当放宽至50周岁。

（二） 在职优秀教师
1.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中级

以上职称。特别优秀的初级职称者，需全日制一本以上
师范类学校毕业，5 年以上教龄且带过两届高三毕业班，
并在市级教师业务类竞赛中获一等奖及以上的教师或优
秀班主任。

2.近3年在中学本专业一线岗位任教，普通话二级乙
等及以上。

3. 年龄：1978 年 7 月 1 日以后出生，年龄一般不超过

40周岁，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4. 师德高尚，品貌端正，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团

队合作精神；能熟练使用电脑和多媒体设备进行教学。
5. 具有较强的教育教学能力，教学成绩优异、教科

研成果突出者优先，均以证书及相关证明材料为准。
（三） 优秀大学生
毕业于全国“六大师范院校”的免费师范生，或双

一流大学全日制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博士限数学、物理、化学学科）。所学专业须与报考
学科对应的相关专业相适应，具有相应学科的教师资
格证书。

二、招聘学科及人数

三、薪资及待遇

（一） 薪资
1.名师：年薪30万元起。
2.骨干教师：年薪22万元起。
3. 优秀教师：在职优秀教师及优秀大学毕业生 （全

国“六大师范院校”的免费师范生、或双一流大学的本

科生、硕士生）：年薪10万—15万元。
各层次优秀教师，特别优秀者，其薪资可适当增加。

（二） 社保
学校按国家相关规定、以公办教师身份为其办理社

保及住房公积金等。
（三） 住房
遵义清华中学可为优秀教师提供设施完善的住房或

单身公寓。
（四） 职称评定、学术活动
所有教师在职称评定、参加竞赛、荣誉认定、学术

活动等方面纳入区教育局及人社局统一管理，同等对
待，且享受不受职称职数限制的优惠政策。

（五） 培训与培养
遵义清华中学鼓励教师业务进修，支持参加各级各

类业务竞赛；学校将把新招聘的优秀大学生先送到重庆
巴蜀中学等名校进修、短期学习或带薪学习；学校鼓励
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

四、报名时间及方式

（一） 报名时间
第一批：2018年10月20日—2018年11月30日。

（二） 网上报名及信息查询
1.遵义市红花岗区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http://www.zyhhg.gov.cn/zwgk/
2.遵义清华中学校园网
http://www.zytsinghua.com

电子邮箱：1720255037@qq.com
（三） 现场报名
1.遵义市红花岗区教育局人事科
联系人：徐老师 电话：0851—28228189
2.遵义清华中学
地 址：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状元路1号
联系人：
杨老师：0851—28422208 18984275140
陈老师：18886200981
陆老师：13885251388
邮 箱：1720255037@qq.com

五、考核时间及方式

（一） 考核时间
第一批：2018年12月5日—2018年12月25日

（二） 考核方式
1. 考核：根据简历投递及筛选情况，由红花岗区教

育局牵头成立的“专家考核小组”统一进行专业笔试、
面试与课堂执教考核。

2. 录取：根据考核结果择优录取，由红花岗区教育
局、区人社局发商调函后，办理调动手续。

红花岗区人社局
红花岗区教育局

遵义清华中学
2018年10月20日

学科

人数

说明

语文

1

特别优秀者，不受学科及人数限制

数学

2

物理

1

化学

1

政治

1

地理

1

陇山苍莽，渭水流觞。丝路文脉，辐辏羲
邦。2019 年 9 月 1 日，是天水师范学院 60 华
诞。在此，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
设发展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和社会各界友
人致以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天水师范学院始建
于 1959 年，曾三迁校址，七易校名；默默耕
耘，积淀底蕴。2000年由国家教育部门批准升
格为本科师范学院，开辟了本地区高等师范教

育新境界。2013 年始招教育硕士研究生，2015
年、2017年先后被甘肃省、国家学位办确定为
首批转型发展试点院校和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
位，博得再上台阶跨越发展先机。

绛帐振铎，弦歌铿锵。一代又一代师院人
秉承“明德、新民、至善”之校训，弘扬“困
境中求生存、奋斗中谋发展”之精神，赓续先
贤文脉，守望师德懿范，扎根西部，教书育
人。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了10万余

名建设人才，为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基础
教育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学校现设17个二级学
院、53 个本科专业，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
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管理学、艺术
学等 10 个学科门类，已发展成为一所具有深厚
底蕴和优良学风、校风的省属知名高等学府。
新时代春风化雨，新征程奋发图强。新一代师
院人不忘初心，立德树人，正在书写建设师范特
色鲜明的区域性应用型高水平大学新篇章。

陇山拱袖迎宾，渭水逐浪欢唱。相邀碧桃
紫李，共话六秩沧桑。60周年校庆凝聚心志，深
化改革，共谋发展。我们将在羲皇故里——甘
肃天水，以“守正·奋进”为主题举办校庆系列活
动。恭请各级领导、广大校友、各界朋友届时拨
冗莅临，畅叙情谊；共襄盛举，再续华章！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天水师范学院

2018年11月1日

天水师范学院60周年校庆公告(第一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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