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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探讨“一所学校的教育语言”时，
事实上是在说一所学校的教育文化，更是在讲
一所学校的教育行动。

但说起“帮教育”，可能有人会一头雾
水，甚至有的还会感到有点儿“古怪”；其
实，当你真正了解它的内涵与外延，以及由此
所进行的教育实践之后，就会感到这个“帮教
育”的提出是那么顺理成章，甚至闪耀出独特
的光芒。

这就不得不说到“帮教育”创始人——武
汉光谷实验中学的校长马国新。

形成今天如此完备的“帮教育”体系，这
其中虽有突变的闪光，但臻于完备，无疑又经
历了一个渐变而又较长的过程。

笔者先后两次奔赴武汉采访，才略有资格
对“帮教育”道其一二。

“帮教育”的内涵与外延

2011 年秋，作为校长，马国新在光谷实验
中学提出了“创造适合学生成长的教育”的办
学思想。但是，这一办学思想来自于“纲要”
中的一句话“为每个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
其是一种“照本宣科”。所以，光谷实验中学
还必须找到自己的教育语言，回答“适合学生
的教育”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

马国新校长寻找了近 3 年的时间。直到
2014 年秋，他在其 《互助德育与帮学课堂》 一
文中首次提出“帮教育”的概念，认为“适合
学生成长的教育”是一种“帮教育”。

“帮教育”概念的提出，其灵感来自他在
学校 2014 届毕业典礼上以“母亲与母校”为
题演讲时的一句话：“母亲给了我们最初的模
样，母校给了我们现在的模样，而最终的模样
取决于我们自己。”

这句话让他意识到，教育始于家庭、归于
学校、成于自己，但是成长无法代替，成长终
是一种自我的成长，父母和教师能为孩子成长
提供的只是一种帮助。

为此，马国新提出了一个“帮教育”的概
念，认为“教育是一种因爱而生、为成长而来
的帮助”。

在马国新校长看来，当“帮教育”强调教
育是一种“帮”时，“帮”有动名词之分。作为动
词的“帮”，指向教育的过程和方法；作为名词的

“帮”，指的既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生命的能
量，是一种责任、智慧和精神。他认为，校园中
的师生关系是一种帮助关系，这个“帮”字，明确
了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同时，“帮教育”在哲学层面建构起“生
命本帮”和“帮能再生”的教育目标论，在实
践层面建构起了“教育是帮的艺术”，强调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让人获得帮的能力、拥有
帮的精神、成为一个被需要的人”。至此，马
国新校长用一个“帮”字，确立了光谷实验中
学的办学目标和办学方法。

一、人生而需要帮助，但又具有自主的特
点

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之后，如果没有父母提
供的食物与衣物等，将无法存活下去。即使存
活下去，如果没有大人教之以说话与道理，也
只能如动物一般。所以，任何人从其出生之日
起，就需要帮助；父母，则要尽帮助孩子的义
务与责任。不过，父母却无法替代孩子的生存
与发展，孩子只有将食物吃到自己肚子里，将
衣服穿到自己身上，才能存活与生长；孩子只
有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话来，才能真正学会说
话；只有内心懂得某些道理，才能言之成理、
行之有据。看来，孩子的成长又有着自主性。
恰如马国新所言，成长需要帮助而又无法替
代，而这便是“帮教育”的第一要义。

在家庭里如是，在学校里亦然。
学生需要教师的帮助，但必须让其自主发

展。
在这方面，苏格拉底说得好：“我的母亲

是个助产婆，我要追随她的脚步，我是个精神
上 的 助 产 士 ， 帮 助 别 人 产 生 他 们 自 己 的 思
想。”苏格拉底认为，他所教别人的知识不是
由他灌输的，而是人们原本已经具有的；人们
已在心上怀了“胎”，不过自己还不知道，他
像一个“助产婆”，帮助别人产生知识。

苏格拉底是世界伟大的教师之一，他与孟
子一样，认为良知良能，人生而有之，所以，

个人的成长，需要帮助，而又具有巨大的自主
性。

有了这个认识，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就不再
将学生视作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而是在必要
的帮助中自主成长的“大写的人”。看来，教
师帮助学生走向主动而又自主发展之道，才是
更好的教育。

蔡元培说：“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
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
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
造成一种特别器具。”

是的，孔子早就说过：“君子不器。”人本
然就有着巨大的生命张力，只需要必需的帮
助，就能够快速成长起来。

二、从得到帮助到积蓄能够助人的能量再
去帮助别人

既然帮助能将生命原有的能量激发出来，
那么，帮助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任何人都需要帮助，但在被帮助的过程
中，绝对不是一味地接受帮助，而是也在积蓄
帮助别人的能量，从而在帮助别人中，成就他
人也升华自己的生命。

“立己”体现了生命强烈的自主发展意
识，“达人”则是以足够的能量帮助他人也发
展起来。

马国新认为，当一个人自主成长又能帮助
他人和服务社会，成为被需要的人时，他才能
寻找到自我的存在感，从而找到人生的幸福。
所以，人生不应该止步于与父母间“帮”的获
得和付出，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
程。而人的社会化，也是一个“帮”的积蓄和
付出的过程。

在被帮而又自主努力时，就会有意识地为
自己积蓄帮助别人与服务社会的能量；否则，
就会成为不被他人与社会需要的人，从而无法
融入社会，而被人群和社会边缘化，成为一个
无用之人。而如果有了帮的能力而不愿帮人，
显然是一种不健康的人生态度。

看来，帮的核心要义，不只要具备帮的能
力与智慧，更要拥有一颗真善美的心灵。二者
兼得，才让帮产生更大化的能量与意义。

马国新认为：“对于人来说，教育虽然始
于父母、归于教师，但终将成于自己。所以，
一个人最终的模样还是取决于自己，每个人都
得对自己 40 岁后的容颜负责。”

作为学生，如果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就很难升入理想的学校，到了社会上也难以胜
任自己的工作。倘若能力极强，而品
德不佳，不但无法帮助他人，
甚至有可能危害社会。所
以 ， 积 蓄 帮 的 能 量 ，
既要有能力，又要
有精神。

马 国 新 说 得
好：“人是自我的
环 境 。 一 个 人 ，
在社会或人群中所
处的位置是自己给
定 的 ， 这 与 我 们

‘帮’的付出和奉献相关
联。你越努力、越帮人、越
奉献，你就越能接近人群或社会的
中央，你就越不会被边缘化，于是，内心的纠
结、痛苦和矛盾就会远离，你才能够找到自我
的存在、尊严和幸福。”

王阳明说：“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从“帮教育”的理念在马国新的大脑里出现的
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在行动了。尽管最初的行
动不太成熟，可没有当初，就没有今天。

当马国新校长提出“帮教育”时，他将德
育、课堂、课程和教师成长等作为学校的工作
重心，并围绕“帮”字的内涵，分别提出了

“互助德育”“帮学课堂”“自救教师”和“弘
帮课程”四个概念，构建了“帮教育”的基本
框架。

这四个概念目前已在全国引起反响，特别
是由此开展的“帮教育”行动及研究，在光谷
实验中学已结下累累硕果。

“互助德育”=自省+互助

孔子的高足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而
荀子则说：“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知明

而行无过矣。”由此可见，古人圣贤对自省何
其重视。德育的要义，无疑与自省有着内在的
联系。

马国新认为，“互助德育”是一个“自
省”加“互助”的过程，不过，这里所说的

“自省”不是以他律的形态呈现，而是自我意
识能动性的表现，它是一个自我评价、自我反
省和自我调控的过程，更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
程。同时，“自省”也不是盲目自责，它是具
有积极性和建设性的特质，是在省察自身的时
候，往好的方面引导个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从
而外化成相应的言行。

“自省”具有内在性，可它并不排拒必要
之“帮”。

刚刚入学的孩子，未必完全了解“讲卫
生、守纪律、懂礼貌、会学习”是一种良好品
德的表现，所以，光谷实验中学就将其作为学
校德育的起点，并将这 12 个字作了一个更低
起点的明确界定。“不往地上扔垃圾就是讲卫
生，不妨碍他人就是守纪律，主动与人打招呼
就是懂礼貌，能安静地坐下来看书就是会学
习。”这种简明扼要之帮，让学生一下子就清
楚明白了，并且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据分管德育的副校长曾海燕讲，以前厕所
总是不太干净，于是，学校将厕所文化的布置
交给学生。结果，他们不但把厕所打扫得十分
干净，还在厕所里摆上了绿植和陶罐，有时会
散发出缕缕的清香；厕所的墙上及门板上绘上
图画，给人以生趣盎然的美感。有一位远道而
来的专家从厕所走出来后感慨不已地说：“到
这样的厕所里方便，简直是一种享受！”

学校只是一种点拨之帮，就有了如此美丽
的效果。看来，学生需要教师之帮。但是，也
不尽然，学生也可以帮助教师，生生之间更应
当相互帮助。所以，“互助德育”强调的是一
种平等。当平等来临，师生对话和沟通就会变
得轻松又畅通、自然又温馨，教育就会无痕又
高效。于是，德育不再是高悬于太空的口号与
说教，而是成为落地生根而又乐在其中的实践
行动。教师不再是以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自居，
而是在行使其教育者权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
省检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具有“互助”的况味，
甚至让学生走上教育者的讲台，感受学生教育
的意义，乃至在德育上出现“弟子不必不如
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特殊教育景观。愈是
如此，学生变得愈加自觉，也会愈加自省，以
至走上自我教育的境界。

不 仅 学 校 德 育 的 起 点 具 有 “ 自
省”与“互助”的特点，它的

朝向亦当如是。马国新用
16 个字对其朝向作了

诠 释 ——“ 人 格 自
尊、行为自律、学
习 自 主 、 生 活 自
理”。这是升级了
的 德 育 ， 也 需 要

更“高级”的帮助
和 更 大 的 “ 内 省 ”

功夫。
马 国 新 认 为 ， 学 校

德育的朝向只是一个道德原
则，它不同于道德的起点，起点是

一种道德规则，是德育中的低要求，所以，规
则是不可违反的，是必须执行的，学生触规需
要受到批评或惩罚。而德育的朝向则不然，学
生可以在行为上无限接近，甚至实现这一原
则，但实现不了的时候，教师也不能按照原则
的标准责怪学生，如同我们给了一个组织或一
个人某一个奋斗目标，目标能不能实现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们一直在路上。

正是因为在路上，前方有理想而又美妙的
朝向，所以，更加需要自省与互助。只有自省
与互助同行的时候，德育的起点才能得到掷地
有声的落实，朝向才有了绚丽的亮光。从某种
程度上说，学生拥有了自省与互助的“功夫”
之后，不但会在学校里成为非常优秀的学生，
未来也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前程。

“帮学课堂”=自主+帮学

马国新说，“帮学课堂”是一种教师为学
生的学习仅提供帮助的课堂。在这样的课堂
中，学生是学习知识与形成能力的自我建构

者，是学习这一事件的主人，教师则是帮助者
和服务者，是课堂学习这一事件中的配角。所
以，恐吓与体罚是一种缺失人性的可怕教育，
拔苗助长是一种过度的帮助，包办代替是一种
课堂犯规，反客为主是对学生内在潜力的扼
杀。

马国新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课堂
上，学生学习知识如同羊在草原上吃草，教师
只能充当那牧羊人，牧羊人无须与草发生什么
事情。当知识如同一座矿山，学生就是那矿
工，在开矿的时候，教师的角色只能是采矿专
家，只是适时给予帮助指导而已。

于是，课堂上，教师的首要任务是创设情
境、营造氛围、激发兴趣，充分调动学生对知
识学习的积极性，其次才是为学生的学习提供
一种必要的帮助。学是这种课堂的核心，帮是
为了学。

一、“帮学课堂”的四个环节
光谷实验中学的“帮学课堂”主要有“导

学、研学、应用、反思”四个帮学环节。
1.“导学”
这一环节的大致方向是：情境导入—目标

呈现—任务分解，有时还伴随着重难点的提示
和提醒。

学生在兴趣盎然的时候，思维也会随之飞
扬起来，学习的高效率也伴之而来。“导学”
环节处于上课伊始，激发兴趣，便成了整个课
堂的良好开端。

于是，目标呈现便在学生激情四射的时候
登场。如果这个时候让学生直接自学，往往会
走进事与愿违与事倍功半的尴尬怪圈，因为没
有目标之学，容易多绕圈子或误入歧途，因为
他们对于学习目标的把握远不如教师清楚。所
以，这个时候教师之帮，就是要将这一节课的
目标明确无误地呈现出来，从而让学生在此后
的自学中不走错路、少走弯路，直奔目标。

此后的任务分解与重难点的揭示，则让学
生更加清楚地明晓抵达目标的几个阶段与相关
方法，让无效学习变得更小甚至为零。这便为
第二个环节的“研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毛以斌老师在教学 《湖心亭看雪》 伊始，
他向学生提出了以下 3 个问题：“本文描绘了
什么景象？文中流露出作者什么感情？文中哪
个字可做‘文眼’？”这些被毛老师称之为“思
考起导”的问题，让学生未曾学习就产生了浓
烈的探索兴趣，为此后的学习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2.“研学”
这一环节一般要经历个人研学—小组研学—

师生互动 3 个过程。首先是个人研学，因为通
过自主学习解决问题与生成能力是学习的至高
境界。通过个人研学而将课堂学习主要内容全
部解决者并不太多，不少学生尽管自己解决了
某些问题，但还会有一些解不开的“方程”，
所以，在此后进入到小组研学阶段的时候，就
有了学生之间的相互切磋与研究，其中有彼此
的发现与争鸣，以及学优生对学困生的帮助
等。这个阶段，小组建设则显得尤为重要。马
国新认为，它会涉及小组中的文化、管理和评
价，当然也得考虑小组中的人数、人员、分
工、成绩、责任及义务，甚至要考虑小组中成
员的性别、关系、能力、性格、特长及爱好
等。还要重视培养每个小组成员的自控力、自
主力、领导力，强化集体意识、合作精神、竞
争品质，鼓励小组中的同伴学会帮助他人，同
时完善自己，并且要学会为荣誉和未来而战。
所以，很多学习的问题在小组研学中得到了解
决，而且还会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小组文化。
此后方才进入师生互动阶段，在小组研学中尚
未解决的问题，会通过教师之帮而化解。同
时，有时候学生也会有超越教师之处，以至出
现学生帮助教师的教学景观，从而让学生感受
自豪与自信，让教师感受教学相长的特殊快
乐。

王慧老师课堂上的“研学”，不但让“兵
帮兵”形成了常态，而且还激发了不同层次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让学生感到上课是一种
特殊幸福的旅程。所以，她屡屡创造数学教学
的“奇迹”，每次大型考试，她所执教的八

（8） 班的数学平均分总在同年级遥遥领先。
3．“应用”
这一环节重在对学习者知识建构后能力的

检测。但它不是没有思维含量的作业练习题，
而是在检测课上所学以及形成能力的时候，观
其是否达到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的程度。这样
的“应用”，就有了深度与厚度，它不但让学
生更好地掌握了所学的知识，而且让他们与新
的知识甚至生活相遇的时候，去破解新的问
题，并在这个过程中，享受走出困境、生命超
越的幸福感。

4.“反思”
这一环节是一个小结知识、归纳方法、生

成智慧、建构意义、寻找价值的过程。对于这
一节课所学的关键知识的反思，既可以强化对
这些知识的记忆，还可以达到“温故而知新”
的目的。而在归纳方法时，不但要总结自己学
习的有效方法，还要反思有哪些不好的方法应
当摒弃，而且更要反思其他同学更好的学习方
法而“学而时习之”。

吴国庆老师在教学 《20.1. 平均数》 一课时
有一个很精彩的反思小结，一是加权平均数在
数据分析中的作用是什么？当一组数据中各个
数据重要程度不同时，加权平均数能更好地反
映这组数据的平均水平。二是权的作用是什
么？权反映数据的重要程度，数据权的改变一
般会影响这组数据的平均水平。当学生认识到
加权平均数产生的必要性，回顾加权平均数的
意义，进一步认识到权的意义和作用，便感受
到数学就在日常生活与自己的身边。

有了这样的反思，就让学生不只学到了知
识、形成了能力，而且还生成了智慧，这显然
又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因为知识与智慧不在一
个层面上，如果只有知识，就有可能看着一块
石头就是一块石头、一粒沙子就是一粒沙子；
可是，如果拥有了智慧，就有可能从一块石头
里发现一道很美的风景，从一粒沙子里聆听到
灵魂的歌唱。这对学生来说，要求似乎高了一
些，可是，学生的潜力是巨大的，在某些时
候，生成智慧也并非没有可能。所以，这一要
求不是没有道理。而建构意义与寻找价值，却
是每个学生都应当关注的。比如在学习中形成
知难而进的品质、乐于助人的精神、合作共赢
的意识等，都会在课堂上发生，通过“反思”
而“反求诸己”，构建自己美好的品质，学习
他人的精神，久而久之，不但可以让自己学习
越来越好，而且还会持续不断地升华自己的生
命境界。

二、“帮学课堂”的乐学气象
以上课堂教学的四个环节是教学的基本流

程，但并不妨碍教师们个性的挥洒。马国新尤
其鼓励教师们创造乐学的课堂文化，因为只有
在快乐心境之下，学生的学习才能是高效的，
即使某些品格的教育，也会在这种乐学中，不
自觉地定格到学生的心里。

既然如此，教师就不能把学生当成被动接
受知识的容器，也不能采取“满堂灌”的教学
方式，而是在引导与帮助下，让学生走向主动
学习而且会学、善学与乐学的境界。

沈占立老师运用拟人化的手法，在数学教
学中让学生既开动了脑筋，又享受到了学习的
无穷乐趣，而且还潜移默化对学生进行了“红
色文化”的教育。

为此，我们不妨举例如下——
教师：函数 y=2X2 （-1≤X<1） 是轴对称图

形吗？为什么？
学生：不是，从

它的图像上看不符合
轴对称条件。

教 师 ：（ 故 意
地） 如图 1，它的图
像明明是关于 y 轴对
称的嘛！

学生：它的图像
关于 y 轴不对称，点

（-1，2） 在它的图像
上，但是点 （1，2） 却不在它的图像上。

教师：不就差那么“一点”嘛，我来讲个
人情，大家高抬贵手让它成为轴对称图形中的
一员吧！

学生：（大笑） 皇帝来讲情都不行！
教师：数学真的是“眼里揉不进一粒沙

子”。培根说：“数学使人精细。”爱因斯坦
说：“数学的绝对可靠性连上帝都不怀疑！”学
好数学吧，与数学“交朋友”吧，数学能使我
们成为正直高尚的人！

沈老师认为，数学这位“朋友”的优秀品
质很多，如求真务实、正直纯洁、简朴归真、
淡泊名利、不求虚荣、嫉恶如仇等，数学课堂
上教师若能巧妙地有机结合教学内容，运用机
智的语言，加上一定的感情色彩，就能取得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据副校长谭小娟讲，因为“帮学课堂”，学校

涌现了一批具有品质又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
诸如张利琼、江芳、高娟、张艳、方芳、李纯、黄满
红、张丽、王丹、马亚颖、李敏、李月、朱伯顺、徐
光辉、周泽军、晏畅、郭卫国、杜琴荣、戴雪纷、黎
龙、滕斌杰、刘姜涛、姚珊、石宇飞等，他们形成
了自己的教学风格，让“帮学课堂”呈现出“横看
成岭侧成峰”的课堂教学奇观。（待续）

（陶继新）

“帮教育”：一所学校的教育语言
——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的教育哲学及实践探索（上）

马国新，武汉市光谷实验中学校长，
湖北省校长协会初中分会秘书长，华中

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民族
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兼职导师。

在农村学校担任校长期间，他
倡导“成功教育”，强调“成人、成
才、成自己”，仅用6年时间，将厉
山三中变成了一所省内外有影响力的

乡村中学，带动了湖北省随县成为全
国第28个“新教育”实验区，影响了众
多学校的课堂变革。

在光谷实验中学，倡导“帮教育”，
认为“教育是一种因爱而生、为成长而来
的帮助”，强调“教育目的是让人获得帮
的能力、拥有帮的精神、成为一个被需要
的人”，并在哲学层面强调“生命本帮”
和“帮能再生”，在实践层面强调“教育
是帮的艺术”。

著有《为何而教》《帮教育，一位校
长对教育的理解》《教育是帮的艺术》等
书，是《湖北教育》《新班主任》等教育
期刊的专栏作者。

陶继新
论道名校系列之十七系列之十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