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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乾二张乾二

120年前，一所叫英华书院的中
学在厦门鼓浪屿诞生了。之后，陆续
又有4所学校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
厦门二中。鼓浪屿上百年教育的根
脉，一部分就留在了厦门二中。

120 年的漫漫求索，中流击水。
育英才两甲子，学校人才辈出，杰出校
友遍布海内外。卢嘉锡、张乾二、王应
睐、卓仁禧、顾懋祥和洪伯潜等中国科
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都曾经在这里
学习和工作过。这里还培养了众多的
杰出音乐家、运动员，更为国家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的建设者和劳动者。

改革开放后，这里孵化了厦门外
国语学校、厦门音乐学校两所知名学
校。多年办学，学校形成了足球、艺
术、英语三大办学特色。近10年来，
学校拓展新校区，再次启航，课程改革
成效卓越，学生全面发展，素质教育理
念在这里得到贯彻和落实。

传承文脉
鼓浪屿上五校“联姻”

厦门鼓浪屿享有“钢琴之岛”和
“万国建筑博览”的美誉，更是厦门人

文自然景观结合的极佳之处。
一般认为，厦门二中是由 5 所学

校演变而来。1898 年，亦即 120 年前，
一所名叫英华书院的学校在鼓浪屿笔
架山下诞生。此前，毓德女学（1870
年创办）、怀仁女校（1877 年创办）已
相继兴办。1924 年，英华书院改称为
英华中学。

1949 年，卢嘉锡、林鹤龄等人创
办厦大校友中学。厦门解放后，1951
年，厦大校友中学率先转为公办，改为
厦门第二中学。因此，“厦门二中”这
4 个字的历史溯源，应上溯至厦大校
友中学。1951 年，毓德女学和怀仁女
校合并，1952 年转为公办，改称厦门
女子中学。1952 年，厦门第二中学和
英华中学合并，校名仍为厦门第二中
学，校址在英华中学，即现在的厦门二
中初中部。

1958 年，厦门女子中学高中部改
为厦门纺织学校。1959 年，厦门纺织
学校合并到厦门轻工业学校，厦门女
子中学初中部和厦门二中合并。厦门
二中的大家庭里还有一所学校：鼓浪
屿侨联主席郑谭在 1959 年创办的鼓
浪屿侨办中学，1969 年，侨办中学归
并到厦门二中。至此，鼓浪屿完成中
学大整合。简而言之，厦门二中是由
英华书院、毓德女学、怀仁女校、厦大
校友中学和鼓浪屿侨办中学 5 所学校
演变而来的。

近日，厦门二中即将迎来 120 周
年校庆。在这个喜庆的时刻，“国际天
文学联合会”小行星中心发布公告，将
永久编号为 16319 号的小行星，正式
命 名“Xiamenerzhong”（厦 门 二 中）。
这是厦门二中七旬校友陈栋华送给母
校的礼物。这也是厦门二中育人两甲
子中的一个小缩影。

学校百余年发展，凝练了“勤诚智
洁”的校训，提炼了“以前瞻教育为学
生终身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明确了

“立德树人、全面发展”的指导思想。
学校努力把学生培养成为人格健全、
气质高雅、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学有
所长的人才。

先行先试
改革开放后的“奋进之笔”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二中在教育
改革中先行先试，书写了“奋进之笔”。

1978 年 9 月，学校开办了首届英
语试点班，在此基础上，1982 年创
办了英语中学，即厦门外国语学校的
前身。

曾任厦门二中校长的陈碧玉介绍
说，新中国成立后，普遍认为只要学俄
语就可以了，二中也是解放以后都不
读英语，都读俄语，英语老师也都变成
了俄语老师。但她自己感觉俄语不能
通行全世界，英语才是最普遍的，掌握
了英语就等于掌握了可以流通世界的
工具，所以她很早就提出了加强英语
教学的思路，因此，在 1959 年就决定
在高中开始读英语。这些，也为学校
在改革开放大门刚打开之时，就能以
英语见长而打下了基础。

1995 年，学校被指定为福建省仅
有 的 英 语 SEFC 新 教 材 试 点 单 位 。
2007 年 12 月，学校还顺利承办了福建
省第三届高中英语新课程教学观摩研
讨会，并有数名教师在研讨会期间上
了公开课或进行说课。

厦门二中所在的鼓浪屿素有“钢琴
之岛”的美誉，是音乐杰出人才的沃

土。1990年，市政府部门决定在厦门二
中音乐特色的基础上，创办一所专门培
养音乐特长生的学校，即厦门音乐学校。

1993 年，为了使首届初中毕业生
的音乐特长能继续得到培养，音校开
设中专班。升入二中普高的学生同时
具有二中及音校双重学籍。现在的厦
门音乐学校已经发展成为福建省乃至
全国出名的音乐类特色学校，为高一
级院校输送了大批文化素质高的音乐
人才。

乘改革开放的东风，厦门二中的
教育事业日臻繁荣。从 1978 年到上
世纪末，学校成绩令人瞩目。学校于
1996 年通过福建省普通完中二级达
标学校的验收。1988 年首次评定职
称，共评出高级教师 17 人，林梅英、殷
秀明先后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评为
特级教师。

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学校教学质量
的可靠保证。上世纪 90 年代，厦门二
中的学生高考英语科笔试和口语成绩
均居全市各中学的前列。1996年度，二
中学生参加高考的成绩突出，两名学生
分别取得文科总分全市之冠、第二名，
同时也是全省第三名、第四名的好成
绩。2000年，学生叶文的语文单科高考
成绩为标准分900分，全省之冠。

为了进一步加强百年母校与海内
外校友的联系，1981 年 4 月，厦门二中

（英华、毓德）校友会理事会正式成
立。二中（英华、毓德）旅港校友会也
于 1993 年成立。广大校友纷纷为母
校发展出资出力，由在菲律宾及海外
校友捐建的“英华校友楼”、1947 届旅
菲校友捐建的“英华华晋楼”，以及
1980 年、1987 年学校新建的 4 幢教学
楼群一起，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使
学校成为“花园式单位”。

再次“启航”
新校区二次创业

但是到上世纪末，二中的办学遇
到了问题和困难。鼓浪屿朝着“风景
名胜区”的定位来发展，常住居民大
量 外 迁 ， 导 致 生 源 严 重 不 足 。 到
2005 年，高中只能招收 6 个班，初中
生源更加匮乏。

而与生源息息相关的师资状况也
开始发生变化，分出外国语学校和音
乐学校之后，一些骨干教师随之调走，
元气受损。其次，受制于鼓浪岛地域

有限和规划约束，二中空间拓展与校
舍扩建受限，无法达到定级高中的标
准。一些教师到鼓浪屿工作，要经历
舟车劳顿。为了化解这些困难，二中
历任领导和教职员工采取多项措施，
但最终效果不佳。因此，政府部门和
教育部门领导认为，必须在大思路、大
方略上做文章，才能从根本上让学校
从困境中解脱出来。迁校之举在几经
商议、反复斟酌之后决定下来。

2005 年，市政府部门确定的方案
是:高中部迁往五缘湾，初中部保留原
址，校名不变。这个方案，顺应了厦门
发展新形势，在给二中以新的生机同
时，也延续了二中百年文脉。

几年来，厦门二中领导班子为了
促进五缘湾学村建设计划的落实，做
了大量的工作，并在 2008 年暑期基本
完成高中部的搬迁，及各项教育教学
设施的配置工作，迎来了具有历史意
义的新学年。

厦门二中位于五缘湾学村的高中
部校区布局科学合理，环境优美宁
静，动静相宜。学校积极响应厦门市
政府部门提出的“美丽厦门、共同缔
造”号召，在高中部校区形成了极具
文化气息的“八园一广场”，学校获得
厦门媒体评选的“最美校园”称号。
这些也带动了文明二中、创新二中、
灵气二中的建设，促进了学校整体实
力和品牌的提升，这也为学校的“二
次启航”打下坚实的基础。

曾任厦门市领导的老校友蔡望怀
说，厦门二中高中部之外迁，以积极一
点的态度看，可认为是对“困境”的一种
突破。他说，一所名校，更被看重的是
她的教育理念、办学特色、治校之道和
价值传统，而这种实质和内涵是可以无
往而不在的。

2016 年 9 月，厦门市教育部门和
厦门大学签订共建“厦门大学附属第
二中学”协议。这意味着厦门二中与
厦门大学正式“牵手”。市教育部门批
复：“同意以我局和厦门大学合作办学
的方式，推进你校借助厦门大学优质
教育资源，结合学校特色，联合创办高
水平的足球、人文社科等创新实验班，
开展人才培养实验室，探索人才培养
模式，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的需求，提
高学校办学水平，为全市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提供经验。”

市教育部门领导介绍，二中和厦
门大学合作，不止停留在名义上，具体
内容也很丰富。包括双方要联办高中
创新实验班，初步设定在足球和人文

两个方面。创新班的一部分讲座和课程
将由厦大教师开设。其次，厦大将对二
中教师业务培训、学历学位教育、听课观
摩、教学研讨，参加学术讲座、大师班学
习、国内外交流等提供支持。再者，在学
生方面，厦大组织厦门大学留学生和优
秀学生对学生进行课外辅导与帮助，组
织教师为厦门二中师生举办讲座和竞赛
指导。厦大将向二中学生开放厦门大学
各类博物馆、纪念馆和实验室、体育场
馆、演出场所等教育教学资源。

迁新区后，又与厦门大学深度合
作，这是学校“二次启航”道路重要的
里程碑。

三大特色
足球、艺术、英语齐头并进

学校历经多年发展，积淀形成了足
球、艺术、英语三大办学特色，这其中，既
有文脉的继承，更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
的结果。

英华书院是我国较早开展足球运动
的学校之一，也是厦门现代足球运动的
发祥地。19 世纪末，英华书院创办不久
就成立了足球队。此后，这一运动项目
成为学校的传统而长盛不衰，为足球事
业培育了大批人才。

踢足球还是盯学习，在许多学生、家
长面前这也许是一个难题。厦门二中给
出了两全其美的答案：让学生把球踢好，
还要把学习成绩抓上去。

其实，学校在历史上就有踢球和学习
兼得的传统。说起厦门二中的足球，就不
能不提曾在中国足球界大名鼎鼎的英华
足球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华足球队
一直是华东地区六省一市足球传统学校
比赛的冠军。队中不但涌现出了大量足
球人才，甚至还培养了卓仁禧、洪伯潜这
样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

厦门二中学生几乎人人都会踢足
球。大课间时，学生就在操场上玩起了
班级对抗赛。为了培养好足球苗子，二
中下足了功夫。教练班子清一色来自职
业队，有营养师专门为特长班学生配备
营养餐，学校还与厦门大学签订 《青少
年足球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协议。

学校足球特色成果丰硕。2016 年 2
月，初中足球队夺得中国中学生足球协
会杯比赛冠军，取得福建省中学生足球
赛事的更高荣誉。2018 年 11 月，初中
足球队再次蝉联全国冠军。2015 年 10
月，学校高中足球队荣获中国中学生足

球锦标赛亚军，创下历史好成绩；在
2017 年中国中学生足球协会杯上，厦
门二中高中队再夺全国亚军。经过 5 年
努力，学校以高质量的足球教育入选

“国家级别体育传统项目 （足球） 学
校”“国家级别足球特色学校”。

厦门二中历史上，除了足球的辉
煌，还走出了殷承宗、陈佐湟等著名音
乐家，音乐底蕴深厚。

2016 年 3 月，在青岛举行的“全国
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二中合唱
团获得一等奖。这是学校首次参加此项
赛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参赛的
学生全部由非声乐特长生组成，而其他
参赛团体多数为有声乐特长生的学校。
合唱团的另一个特点在于，他们是利用
课余时间训练，每周二和周四晚上 6 点
到 8 点进行训练，训练完后，学生们还
要回教室参加晚自习。

除了合唱团，学校还倾情打造铜管
乐团、打击乐器等社团。学校加大音乐
的普及力度，提高学生的艺术鉴赏力和
创造力，在各类比赛中屡创佳绩。

学校还打造美术特色品牌，探索美
术教育的新路子。在没有获准招收美术
特长生之前，二中已经开始美术特长教
育。2012 年，学校 34 名美术非特长学
生，33 人考上本科，其中还有一人考
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今年，学校在英语特色发展上再迈
新步伐。2018 年 7 月 4 日二中鼓浪屿校
区“提升鼓浪屿教育品质合作办学签约
暨揭牌仪式”举行，正式开启了二中与
厦门外国语学校、厦门人民小学等学校
合作办学、共同延续鼓浪屿教育文脉的
第一步，也正式拉开了鼓浪屿教育品质
提升工程的帷幕。鼓浪屿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后，市政府部门出台了 《关于持续
做好鼓浪屿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实
施方案》，提出了进一步提升教育品质
的要求。作为提升鼓浪屿教育品质的两
项主要措施之一，二中与厦门外国语学
校合作，在鼓浪屿校区加挂“厦门外国
语学校鼓浪屿合作校”，开设“英语实
验班”，已按计划招生。这为学校传统
英语特色发展，再添上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

全面发展
前瞻教育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基
学校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

长。比如，有的学生球踢得好，学校就让
他往足球的道路上发展；艺术好的学生，
就考虑让他们在艺术上付出更多动力。
也就是说，学校没有把学生成才的“砝
码”全部压在文化课的学习上，而是为学
生开辟多条道路，让学生“多元成才”。
而学校要做的，就是结合学生未来发
展，进行前瞻性教育，为学生终身发展
打下基础。

学校对足球班学生实行分流制，就
是进行前瞻性教育的典型案例。初二是
一个分水岭。对那些潜力不足的学生，
学校劝其到普通班就读。对运动天赋
好、成绩合格的学生，学校将他们保送
到二中的高中部，今后考大学体育专
业。对那些成绩更出色的学生，鼓励他
们考高中、考名牌大学，同时，把足球
作为特长继续发展。

学校“多元成才”成果丰硕。近几
年，学校的合唱团、管乐团成员考入音
乐学院，美术特长生考入美术学院，每年
都有四五十人，包括中央音乐学院、中央
美术学院，还有学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
音乐学院。近两年，二中有 37 名毕业生
考入军校，包括两名空军飞行员。

学校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
长，有自己的理想，学校要多提供平台
和机会，激发他们的潜能，为他们今后
的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厦门二中从 2008 年获准招收初中
足球特长生，从 2013 年开始招收初中
美术特长生。每年招生，负责招生的教
师经常要被家长问这样问题：我不想我
的孩子那么早就确定未来发展的道路，
我只是想让他先去学学看，如果他觉得
自己不适合走专业的道路，那还回得来
吗？面对这些问题，学校给出了明确的
答案：办班不是为了马上就要培养职业
足球运动员或者画家，而是对学生进行
有目的的培养，培养计划中，文化课不
但一节没有少，还放在首位。

这种前瞻性教育，全面发展的思
路，得到家长和学生的充分认可，越来
越多的家长把学生送到学校来踢足球，
学艺术。

厦门二中 2012 届考上清华美院的
刘思畅回忆说：“二中不是艺术学校，
但在硬件方面却非常支持美术生，给了
我们很棒的画室；学习上，不仅有美术
老师的悉心指导，还会定期聘请校外专
业的老师来指导。丰富的文艺活动，锻
炼了我的综合能力。”

很多二中毕业的学生回忆,学校的
文艺活动很丰富,学校没有让他们成为

“读书虫”。学校每年学生会成员都会参
与组织策划十佳歌手赛、文艺会演等活
动，学生积极参与，乐在其中。

厦门二中校长王守琼说，素质教育
就是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要坚
持“非功利性”，要让孩子有一颗更加
纯净的心来学习艺术。她认为，艺术教
育要突破，靠的是底蕴和基础，而不是
只培养孩子吹拉弹唱的本领，也不是让
孩子成为只会画画的应试者，培养孩子
的综合素养，提升文化底蕴才是艺术教
育的关键。

课程改革
教育教学插上腾飞的翅膀

除了让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发展,
学校在课程改革上也重点着墨, 为教
育教学插上腾飞的翅膀。

“双合课堂”策略是学校提高教学
效率的有效措施。所谓“双合课堂”，
指的是取传统课堂和新型课堂的精华，
且不拘泥于形式，一节课多少时间由教
师讲，多少时间要留给学生学，学校没
有硬性规定，但要求教师一定要腾出时
间给学生消化、点评、交流。至于学生

“学”的时间要多少，则根据学科和教
学内容的需要来灵活调动。

二中教师认为，“双合课堂”避免
了过于强调学生的自学作用，也避免了
教师一味灌输，这些做法更大的好处是
释放了学生的潜能。

学校还启动了“全员提升母语水
平”行动。学校认为，学生语文水平需
要用综合手段提升，语文水平提升了，
对其他学科的理解和分析才有根基。

在 2017 年底，福建省教育部门公
布了首批“福建省示范性普通高中建设
学校名单”中，厦门二中上榜。近年
来，学校高考成绩突飞猛进，呈现加速
度之势，学校被评为福建省文明学校、
全国开展校园足球工作优秀学校、国家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厦门二中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
的办学传统、奋发图强的发展历程，特别
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人
们所瞩目。这所英才辈出的120年老校，
正乘风扬帆，向着一流中学的目标奋进！

（蔡元宝 叶湘瀚 祝国华）

厦门二中：120年老校再绽“特色教育”之花

育英才两甲子 新起点再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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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扩建“同”字壳楼校舍 1919年的厦门英华书院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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