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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育才中学

传承改革基因 创新时代表达
——回眸三十五载办学史，以探索者的姿态继往开来

深圳育才在蛇口：由“改革
先锋”袁庚创办

2018年 12月 18日，“庆祝
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召开，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隆重表彰100
名“改革先锋”。

一个名字因改革开放“破
冰”之举享誉全国——袁庚。他
是“改革开放试验田‘蛇口模
式’的探索创立者”；他是“时间
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一
口号提出者。

因为他，“育才”有了“育
才”的名字——在改革开放的春
风里倾情耕耘，为莘莘学子植入
“敢为天下先”的“蛇口基因”，
培育英才，弄潮共和国的建设。

蛇口振聋发聩的破冰礼炮绽
放了一个时代的芳华，成为育才
人世代传承的精神力量——“学

生的利益高于一切”……1983
年，以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子弟学
校为前身，育才中学破茧而出，
成为深圳市较早的省一级学校和
市重点中学。

回望三十五载征程，从“培
养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人”到
“不求人人成为精英，但求人人走
向成功”，从“新三好”到“优才
计划”和“新优才计划”……今
天的蛇口育才中学，是教育改革
的先锋，蛇口教育的名片，特区
发展的题记。

内秀于心，外毓于行。链接
特区教育的历史与未来，激情燃
烧的岁月澎湃的岂止是感动！以
国际化的视野构建新型学校，让
陶行知先生开创的中国传统教育
品牌“育才”在深圳经济特区这
片改革开放的热土上绽放异彩！

在这里，你会悄悄浸染一种“育才气质”。
育才更宝贵的精神资源,是高尚的校风，是润物
无声、大气从容。教师对你的核心词是“牵挂”，
而你成就自己的关键词是：自信、高雅。

1979 年蛇口工业区成立后，数以万计的
建设者来到蛇口，时任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
指挥长的袁庚提出：“无论我们怎么穷，也要
把学校、医院办成一流的。”

1983 年 8 月 28 日，蛇口工业区育才学校
成立，陈难先出任育才学校创校校长。次年
9 月，育才学校中学部教学楼正式启用，成
为空旷的工业区耀眼的“地标”——蛇口建
设者将更好的建筑给了学校，也把对教育的
希望给了学校。

在现存不多的老照片上，崭新的教学楼前
一位白衣工人正在给花木浇水，“照片里的这个
就是我呀，那年，新楼前刚种了 3 棵榕树，我正
在给树浇水。”至今仍在育才中学总务处工作的
朱东元那时才 21 岁。他介绍，如今大榕树只剩
两棵，一棵移植到了教学楼前的中心花园，还有
一棵始终屹立于校门广场处。而今，校园东侧
围墙外的“育才路”、门口的“大榕树”、树下巨石
上的“牵挂”两个字⋯⋯都镌刻成了育才人的共
同记忆，成为道不尽的育才情。

“那时候蛇口连个商场都没有，学校生活

必需品要到广州采购⋯⋯现在，我最开心的
是，走到哪里都能遇到育才学生！”

朱东元说的没错，艰苦创业激发了育才人
无穷斗志，“蛇口基因”像解锁智慧的金钥
匙，让育才成为中国教育创新的源点。“特区
样板”“育才模式”成为一个时代的教育旗
帜，“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一“新
模式”走入公办校领域。“缺人才怎么办？揣
着调令去全国挖！”是当年的育才特有的用人
方式。创办伊始，育才请北京市东城区教育部
门一次性支援 20 余位教师，包括当时全国仅
有的 3 名特级教师之一的郑俊选老师。

时光荏苒，不走寻常路的育才无意中创造
许多“第一”：全国首个实行聘任制且同工同
酬的学校；内地仅有的用港币给教师发工资的
公办校，较早开设电脑课的学校，首个产生

“手拉手希望工程”创意的学校，内地首个引
入港版英语教材进课堂的学校，首个开设数百
门选修课的学校，首个设“小先生”让学生当
老师开选修课的学校，首个开设青春期性教育
健康课、心理健康课的学校，诞生新时期青春
文学代表作 《花季·雨季》 的学校，首个以网
络运作文学社的学校，首个海外华文培训基地
学校，2003 年以育才中学为龙头成立珠三角
地区乃至国内首个公办教育集团⋯⋯

改革开放，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
书，什么是路？就是从没路的地
方踩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
方开辟出来的。毫无疑问，对育
才而言，发展之路就是教育改革
创新之路，奋楫扬帆勇立潮头是
一种使命。

“培养与资本主义打交道的
人”——创办初期，以陈难先为
代表的改革者深度思考提出的这
一办学理念惊世骇俗，却有着鲜
明的时代特色——学生要具有与
世界同龄人谈判对话并取胜的能
力，成为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
特色而更迫切的需要。

1989 年 9 月育才学校中学部

独立正式命名为“育才中学”，来自北京八中的
乔树德出任育才中学校长。在“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号召下，他提出教
师“不当教书匠，要做教育家”——创新教师管
理模式，探索人才培养多元体系，开设电子技
术、金工、文秘、财会等紧缺职业教育课程，育才
中学自觉担负起培养特区建设者的重任。“外聘
专家进校园”“教育购买服务”后来才大规模流
行的教育资源整合方式，此刻已在育才萌芽。

1990 年，育才中学女生郁秀创作的 《花
季·雨季》 横空出世，获得国家“五个一”工
程奖，成为新时期青春校园文学的发端；1996
年上映的同名影片连摘华表、金鸡等大奖。当
时作为育才中学后海部的育才二中实地拍摄、
育才校服原装上镜、育才中学师生全程参演
⋯⋯以特区为底色的电影胶片，装帧了育才人
生动的青葱岁月，也透过时光还原了这座孕育
奇迹的校园。2018 年 4 月，小说 《花季·雨
季》 被专家评为“40 年·40 本——记录深
圳”书目，得票数位列第二。

作为这一盛况曾经的亲历者，已是金融业
高管的育才学校九零届学生戴承华对育才有别
样的情愫，“我的母亲在育才任教，我和兄长
都在这里毕业，我的孩子也在这里读书，育才
是我家‘三代人的母校’，我们期待育才培育
出改变世界的人才。”

恰如所期，“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开放式
育人环境，孕育了芬芳四海的育才桃李——与
郎朗对话、与大师对弈、与院士聊人生、在省
运会上摘金、在 T 台上绽放光芒⋯⋯对于学生
而言，育才中学就是通往世界名校的“桥
梁”：北大、清华、复旦、港大、港中大、港
科大⋯⋯哈佛、耶鲁、斯坦福、麻省理工⋯⋯

“育才精神”从深圳走向世界。
“多元成才观”下，育才涌现出一批“星

光闪耀”的“明星”人物，2007 年, 冯凯获
《南方都市报》 评选的南方先生冠军; 2011
年，周卓尔获珠江小姐冠军；2015 年、2017
年，栗璐雅、朱妍桥、丁铛歌进入凤凰卫视中
华小姐六强；钢琴家董菲菲、名模王宇斯⋯⋯
他们成为彰显多元“育才气质”的代表。

“敢为天下先”：引领教育风潮，开创改革之先

人生只是一个光阴的故事，成长是其中更
动人的诗句。你有机会成为自己的主人，“课
程超市”里你享有挑选课程和老师的特权，你
可以为自己的兴趣而学。

时势造英雄，英雄铸时势——对于历代育
才人而言，教育是一场接力跑，一棒接着一棒，
每一代人都在为下一代人跑出一个好成绩。

1995 年，时任育才中学校长的王庭尧提出
“育人为本，素质第一”的办学理念，出台细化人

才素质的“六条期望”，成为当时国内更早旗帜
鲜明地提出“素质教育”理念的学校之一。

被外界评价为“黄冈神话的缔造者”的曹
衍清，2002 年接过育才中学校长的“接力
棒”，以“毛坯论”“新三好”等创新办学理
念，及配套的素质教育创新实践，形成了一整
套“育才教育模式”。在“应试教育”如火如荼
的年代，育才中学大胆“逆行”，提出“不求人人
成为精英，但求人人走向成功”的办学理念，以
教师自主申报“选修课”组成“课程超市”，丰富
素质内涵，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在此基础上，“在
学校是好学生，将来工作是好员工，走向社会成
为好公民”的“新三好”人才培养标准，让“可持
续发展”的教育理念深入人心。

育才结合“公需”“特需”两个维度开发
校本课程：采取美育和体育分项走班制，鼓励
学生在校三年具备两项体育特长、一项艺术特
长；开设拓展性课程 （选修课） 100 余门，组
建 33 个学生社团，以选修课、社团为依托提
供个性化教育机会。

2018 年，第十九届深圳读书月辩论赛决
赛，育才中学辩论队接连击败哈工大（深圳）等

三支高校代表队，爆冷夺魁，成为继“深图杯”英
语短剧深圳市六连冠后学生素质的又一次实
证。广东省中学生运动会，育才中学男、女排球
队代表深圳市参赛分获冠、亚军。张佳妮同学
在全国中学生游泳比赛中获得两块银牌⋯⋯

“为何是育才？因为这里包容开放的环
境、创新思辨的氛围，汇集并鼓励了一群理想
主义者，为教育梦想寻找更有意义的人生。”
在深圳读书月“首届深圳名师论坛”上，育才
中学教师、《青春读书课》 主编、南山区作家
协会副主席严凌君老师探寻成就文学高度的育
才源头时如是说。“青春有韵，化作文章”，“春
韵”就源于严老师“自主申报”的拓展课程：1992
年“春韵文学社”创办，1999 年开通“春韵网
站”，逐渐发展成为华语文学联盟基地网站、深
圳中学生文联官方网站、深圳读书月合作网站；

《春韵》杂志等全国知名校园文化品牌从南山走
向全国，校本教材《青春读书课》成为全国课改
精英教材，以育才中学为基地服务全球华文学
生，铸就中国校园文学旗舰。

大道不孤，有名师引路，常从活水证源头。
发展中的育才如同一个“吸引子”，在那

个学校还不会打广告的年代，《北京教育》 等
报刊多期专题关注育才中学，探讨“育才现
象”，一批批优秀教师也因此来到蛇口，以梦
为马，不负韶华。

1989 年从内地引才执教育才中学的语文
教师张荣泉是这些教师中的先行者。他告诉笔
者，自己的九八届班长刘伟奇，先后考入上海交
大、赴哈佛读研，后来做“医疗公益平台”。“他
说，要为看不起病的普通人提供医疗帮助，为社
会做点事、尽点力。”张荣泉老师感慨地说，育才

的孩子懂得感恩，心里有个“初衷”。
育才中学副校长刘迅告诉笔者，将校园活

动与公益结合是育才传统，自己做学生处主任
时，常组织学生到社区做义工，走近企业一
线，赴井冈山体验历史与自然，到农家与农村
孩子结对⋯⋯他说，“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今
天，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烙印。”也许这就是育
才教育的大爱之魂，一个始终充满力量、无私
传递的“初衷”。历史不会忘记，1995 年 3 月
26 日，一所中学独力募捐兴建完成的希望小
学——力丫育才希望小学落成。

39 岁就被评为语文特级教师的李碧野，
同许多教师一样，带着光环来到育才。她说，
自己和每个育才人一样热爱育才、欣赏育才。

“没有育才，就没有我的今天。”陈晓华老师
倡导“灵魂在场”的班主任教育，他先后出版教
育教学专著 6 部达 100 万字，在省级以上报刊发
表论文百余篇，被媒体称为“有爱心、多智慧、能
奉献、会表达”的专业教师典范。

“是育才给了我自主教研的平台。”夏献
平，连续四届担任广东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和

“百千万人才工程”名师培养对象的实践教
师，他的工作室多位教师成长为中学正高级教
师、特级教师、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立德树人，成就了名师，也温暖了学生。
深圳市育才中学九五届高三 （4） 班毕业生谭
向攀 （笔名“绛雪”） 如今已是深圳市作协会
员。创造了生命奇迹的她对育才的老师们心怀
感恩：他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将爱与教育融合，向世人默默地揭秘着
教育成功的秘诀，揭秘着爱的真谛，揭秘着奇
迹产生的根源。

“蛇口基因”：建构“育才模式”，传承特区荣耀

“育才是一片风景独好的森林，你，可以
是其中一棵英姿挺拔的青春之树。我们真诚
呵护你的心智成长、鼓励你的青春绽放。教
师传授的不只是知识，更有生命的力量；关
注的不只是你的今天，还有你的未来⋯⋯”

2002 年获得深圳市办学效益奖；2003 年
以育才中学为龙头校探索公办学校集团化办
学；2004 年成为“全国新课改样本校”，被评为
深圳市教育系统先进单位；2007 年成为国家
级示范性高中；2008 年导入美国“波多里奇”
绩效卓越管理模式，获得深圳市南山区质量
奖 ，被 上 级 领 导 誉 为“ 南 山 教 育 的 一 面 旗
帜”⋯⋯育才中学以稳健步伐迈向新世纪。

随着国家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时任
育才中学校长刘根平总结了“创新、民主、
和谐、勤勉”的育才文化内核，提出“激
情、使命、行动、创新、荣誉”的新育才精
神，将“优才计划”提上日程。

“人人都是学习者。”刘根平常跟老师们
谈起，《苏格拉底计划》 描述“21 世纪是一
个强调学习的世纪，21 世纪的教师将面临一
次洗礼式的培训，而且培训者首先要接受培
训”。建设学习型组织和师生关系，学校提出
教师的“八项修炼”；确立以“质疑探究，独
立学习，合作分享，教师引领”为课堂文化的核
心价值观⋯⋯导入“波多里奇”卓越绩效准则，
通过严谨的战略管理体系，创建高效能、学习
化、全面质量精细化管理的现代学校型态，育
才中学一如既往不改“创新本色”。

育才中学的“接力棒”，现今已郑重地交
到了郑春华校长手中。作为这所特区名校面
向未来的掌舵人，如何擦亮品牌，让与时代
交相辉映的特区教育在新一轮的机遇与挑战
中，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基于新人才观和新高考改革的“新
优才计划”应运而生。这是育才中学又一次
的教育理念飞跃与创新，紧扣新时代人才发
展命题。

郑春华校长说，推进“新优才计划”旨
在积极谋求新高考下的转型发展。它是智慧
的积淀，是关于育人观念更新、育人机制创
新的学校整体发展思路和行动指南。目前该
计划已经构建完成相应的课程体系、创新人
才培养方式和评价方式。即，关注每个“异
智同质”的学生，实施“常智优才”教育，

“优智优育，常智特育”，为学生成为“优秀
人才”提供机会和条件。

在“新优才计划”下，发挥“科研兴
校”优势，育才中学再上一层楼——自 1989
年学校创办具有浓郁科研特色的校刊 《今日
育才》 至今，各类师生研究课题和项目不断
立项，各级荣誉不胜枚举。2008 年倡导“草
根式”研究，参与课题研究人数覆盖全校

80%的教师；2010 年，将研究性学习列入
“独立学习计划”⋯⋯2018 年，“学生探究性

小课题”获市级立项 29 个课题，占深圳全市
高中生立项总量的 10%，累计获得上级教研
经费资助近百万元⋯⋯

2018 年高中课程改革实验进入新纪元，
育才中学全面推进“三师一体”创新教学管理
办法，班主任、科任老师和导师三者，对学生实
施立体的网络化整合教育；启动具有量化考核
标准的综合素养评价，全面落实全员育人、全
面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模式。

今日育才各项教育事业全面突破：建成
的省、市、区级名师工作室、名班主任工作
室增至 20 多个；重本率每年提升约 10%，
2018 年高考，重点率一举跃升至 78%，其中
理科达 83%；连续 14 年荣获深圳市教育部门
颁发的“深圳市高考卓越奖”。今年深圳市组
织的青年教师基本功比赛中，育才中学有 4
个学科教师获得一等奖⋯⋯

深圳市南山区教育部门的领导在数年的
区域教育顶层设计中，将育才中学试行成功
的“校外脑库计划”“伟大原著”等一系列优
秀计划，升级成为深圳市南山区教育系统工
程，并通过集团化办学的“南山模式”等经
验推广，让“育才经验”走向全国。

更为可喜的是，南山区政府部门及区教
育部门启动新一轮校园改扩建计划，历经 3
年，2017 年育才中学完成全面升级。崭新的
体育馆、综合楼、实验室、恒温游泳馆、图
书馆⋯⋯大榕树旁，湛蓝的操场共长天一
色，校园内莘莘学子自信儒雅、但闻诗韵悠
长琅琅书香。谋划中的育才学生未来发展中
心，将启动基因工程、新能源等 13 个学生课
外实验室，为学生提供一流的科研发展平台。

正如蛇口育才教育集团总校校长徐蔚琦
所言，育才中学是集团龙头校，只有把育才
中学办好办强，才能真正提升育才的品牌价
值。集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育才中学，不仅
是在助力高中引进华大基因优质的课程上，
今后还将全方位加大支持力度。

不久前，深圳市教科院专家对首批教育
科研基地校进行验收时也发出这样的赞叹：

“育才中学的新优才理念，是继承，也是推
进，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课程丰富，覆盖全
面，符合高中学校教育教学特点，为科研注
入了内涵，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几乎同
一时间，中国教科院基地负责人蒋峰到育才
中学考察时也赞不绝口：“育才中学的经验值
得全国更多学校分享。”

的确，流淌着“蛇口基因、育才血脉”的创
新智慧，如铺展开来的教育改革长卷，正书写
着特区校园春雷乍响、仲春开启的华章。

（冯 涛 徐 鹍 屈春雪 杨丽敏
戴斯 内质网）

“新优才计划”：发展奋楫扬帆，育才百舸争流

焕然一新的育才中学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迸发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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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才学生参加运动会育才学生参加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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