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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光芒在这里绽放

智慧之爱：驱散学生
心中的阴霾

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立德树人的教育风景（三）
——

只有爱而不会爱，还不是好的教
育，因此，教师不但要爱学生，还要有
智慧，让爱产生应有的作用。
孙元文便是一位有大爱之心又用智
慧之爱化解学生心中阴霾的班主任。
在担任班主任的第二年，他所教的
初二年级有一个女生的父母离异了，但
是她的父母都不想收留她。女生究竟归
谁来管，只能由法院判定了。女生的爷
爷奶奶家在农村，无法出庭，即使出庭
也难以表达清楚。所以，这个女生希望
班主任孙老师陪她出庭，他慨然应允。
谈起出庭的那个场景，让孙老师至今唏
嘘不已。尽管法院把女生判给了妈妈，
但她依然哭得痛不欲生，因为她有一种
被父母遗弃的感觉，往日的父母之爱似
乎从此烟消云散。
一个原本活泼开朗的女孩，从此再
没了笑容，也极少交谈。晚上同宿舍的
同学进入甜蜜梦乡之时，她却彻夜难
眠。每到吃饭的时候，即使再好的饭
菜，她都感到像吃药一样难以下咽。人
一天一天地憔悴下去，学习成绩也开始
下滑。
孙老师心疼不已，可懂事的她却强
忍着泪水说：“老师，请放心，我没有
事的，过两天就好了。
”
其实，她并没有翻过那座流着心伤
之血的火焰山。一天夜深人静时，她躺
在宿舍的床上，毅然地拿起锋利的小
刀，决绝地割向自己的手腕。但割腕的
巨痛让她不由得大叫一声，惊醒了宿舍
的同学。她们慌忙开灯，才发现她的手
腕上已是血红一片。于是，舍友们一面
立即制止了她的割腕行为，一面给孙老
师打了告急电话。孙老师火速赶到现
场，同时告知她的妈妈，然后一起将这
个女生送往医院抢救。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女生的伤口
逐渐愈合，可她内心的伤口却仍在流
血。此后，她变得更加郁郁寡欢，极少
与人说话，变得非常自闭。
于是，孙老师承担起了疗治这个女
生心理重伤的责任与义务。每天早饭、
午饭和晚饭，他都和这个女生同桌就
餐，他吃什么女生就吃什么。同时，边
吃饭边和她很自然地聊起自己小时候的
事，也聊起女生的童年以及她老家的爷
爷奶奶。在学生可以放假回家的时候，
孙老师还会领着这个女孩去自己岳母家
里，让岳母做一些好菜给她改善生活。
同时，孙老师还抽出时间给这个女生的
爷爷奶奶打去电话，让他们没事的时候
多来看看孙女。
孙老师告诉这个女生：“大人是大
人的事儿，孩子是孩子的事儿。父母都
是成年人了，你没有办法管控他们的情
感和生活。他们重新选择未来的生活，
那是他们的自由。他们有选择结为伴侣
的自由，也有选择分手的权利。也许他
们以后会碰上自己心仪的另一半，并迎
来新的生机和新的转变。
”
孙老师发现，自己入情入理的劝
说，将这个女生那似乎冰冻的心慢慢融
化了，便继续与她聊下去：“你设身处
地想想，如果你结婚以后，你和你的先
生感情不和，在一块儿生活很不舒服，
那你觉得你们两个分开好呢，还是在一
块儿好？”女生似乎有些醒悟：“还不如
分开好。”孙老师进一步地说：“是啊！
父母分开，说不定对他们双方都有好
处。再说，父亲仍然是你的父亲，母亲
也仍然是你的母亲，他们的身份和角色
都没有变。他们之所以没有主动地接纳
你，不是不爱你了，而是认为自己没有
能力和条件把你抚养好。你的爸爸就是
一个普通的司机，黑天白日地跑长途，
哪有时间管你？你妈妈呢，没有工作，
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她担心给不了你好
的生活，即使如此，你的妈妈还是接纳
了你。为什么？她觉得她可能比起你爸
爸，还有多一些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照

料你。这不正是父母对你的爱吗？”
每次的聊天，都会为这个女生的心
里洒下一片阳光，经过半年的时间，她
彻底从阴影里走了出来。她逐渐吃下饭
了，脸上也绽放出了笑容。
初中毕业，这个女生考上了高中；
高中毕业，又考上了师范类大学；大学
毕业之后，她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每年春节，这个女生都会来看望孙
老师，依然会像上学时和孙老师聊天一
样说起一些往事。每逢此时，她总会
说：“老师，如果那个时候没有你像父
亲一样关心我、呵护我、解开我的心
锁，也许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话到此处，她的泪水已经情不自禁
地流了下来。不过，此时此地的泪水，
没有了痛苦，全然是幸福的眼泪。
更让孙老师感到幸福的是，这个女
生成了非常优秀的教师，她用知识的乳
汁哺育所教的学生，更把自己的爱播撒
在他们的心田里。
这只是孙老师智慧之爱的一个案
例，在他爱学生的宝库里，还有很多鲜
活的故事。而孙老师，又是历城二中众
多教师之中的一个，那些教师同样有着
很多感人至深的爱的故事。这些汇聚起
来的大爱情怀和智慧之爱让历城二中有
了更加璀璨的光彩。

严爱相济：让孩子更
好更快地成长
历城二中管理之严可谓众所周知，
对此，有褒奖者，也有反对者。在多年
前，后者的声音较多，不过，随着时间
的推移，历城二中的声誉日渐提高，前

认为，对于学生来说，什么是美？难道
留了长发，就一定美了吗？一头短发，
难道就丑了吗？所谓的美丑，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看法与标准。一律短发，让他
们生活起来方便，也打消了个别喜欢打
扮的学生对“美”的过度追求，以免影
响她们自己的学习和对其他学生产生不
良的影响。再说，美与不美，在外表，
更在心灵。让学生追求心灵美，才是德
育的要义。
学校对学生着装也有明确规定，必
须全穿校服。何以如此强求一律？
李新生校长认为，学生来源不一，
家庭经济状况亦有差异，如果让学生根
据各自的家庭条件而自己买衣穿的话，
有的则会穿名牌，甚至还会有很多套衣
服；有的不但与名牌无缘，而且连替换
的衣服都很少。这便在无形中让有些学
生在追求名牌之时多了骄傲之气，而让
有些学生产生了自卑心理。而一律穿校
服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在着装上站在同
一条“起跑线”上，且多了平等之心。
再说，不把心思过多放在着装上，还会
让他们集中精力更好地学习，也不再更
多地关注与心灵美无关的着装问题。
办公室副主任张蕊对笔者说，李新
生校长不但严格，而且也追求精致。
她说，有一天李新生校长走到一个
年级门口时，发现车棚里电动车摆放得
不太整齐，便立即告诉年级主任，让他
给总务主任打电话，尽快解决这个问
题。总务主任闻风而动，很快进行了整
改。可两天之后，当李新生校长再次走
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电动车尽管放
得比以前好了很多，但并未达到他的要
求。于是，又立马给总务主任打通电
话，进行批评之后，让他马上解决这一
问题。同时，在开行政办公会的时候，
再次讲到这个问题。此后，车棚里的电

历城二中师生及家长走进曲阜，
历城二中师生及家长走进曲阜
，
进行游学
“三孔
三孔”
”
活动

历城二中师生走进沂源县鲁村镇国珍希望小学

者的声音愈多，后者的声音愈寡了。
在多次到历城二中走访与讲学中，
笔者越来越感到，历城二中是素质教育
的一片沃土。尤其是近日与李新生校长
及一些教师的交流中，更感到即使在所
谓的严格管理中，也更多闪耀着人性的
光芒、澎湃着大爱的情怀，纯然是独具
风格而又极见实效的立德树人之举。
比如学校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全留
短发。入学之前，有些长发飘逸的学生
迫不得已，只能提前剪了短发，可到校
之后，依然不合要求的学生，只好二次
剪发。有人对此也曾提出疑问，这会不
会让学生缺少了青春之美？李新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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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一直摆放得整整齐齐，以至成了一
道很美的风景。
这是不是有点儿小题大做？李新生
校长并不这么认为，因为学校无小事，事
事皆德育。电动车摆放得不整齐，学生会
看在眼里，久而久之，便认为本该如此，
自觉不自觉地养成做事不认真和不追求
完美的习惯，以致在其他方面也会敷衍
了事、马马虎虎。习惯养成是终身大
事，即使小之又小，也不能掉以轻心。
最近谈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张蕊依
然感叹不已。她说，她和其他教师几乎
天天都会看到这些电动车，可就是没有
觉得摆放得不合标准，或者看到而没有
放在心上。李校长在管理上不只是精
细，而是在追求极致，从而让学生在潜
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李新生校长之所以在管理上追求极
致，是因为任何学生只有一个中学时
代，而这个时段养成追求极致的习惯，
无疑是一件受益终身的大事。
李新生校长能够发现一般人难以发
现的问题，当然也要付出比一般人更多
的精力与时间。
张蕊讲，在老校区的时候，她经常
看到李校长和总务副主任吕多会在校园
里不断地查看，有时在凌晨一两点钟还
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有一天晚上，12
点的灯熄灭之后，李新生校长却悄无声
息地走进男生宿舍的一个厕所里，发现
一名高一学生在抽烟，这名男生做梦都
没有想到，在这个时间，校长会突然出
现在他的面前。李新生校长严厉地批评
了他，并根据学校规定让他回家反省。
其实，这名学生上初中时就有了抽烟的
嗜好，家长千方百计予以制止都无济于
事；但也希望学生能够尽快回到学校，
以免耽误过多的功课。所以，这名学生
的父亲专门来到学校，向李新生校长承
认家庭教育不严的失误，也请校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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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贵手”，让他返回学校。其实，李新
生校长只是用这种方式给这名学生一定
的惩戒，从而让他改正错误。所以，就
答应了家长的请求，当天下午就让这名
学生回校上课了。不料他“旧病复
发”，在一个深夜，再次偷偷溜到厕所
继续点燃了香烟。可又让他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李新生校长又一次突然“光
临”。李新生校长再次对他进行更加严
厉的批评，同时再次予以惩戒，让他回
家反省。他的父亲很惭愧地来到学校，
抱歉至极的同时，还是请求李校长给他
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李校长告诉这位
家长：“中国有句俗话，再一再二不再
三，如果这个学生再在学校继续抽烟，
将劝他转学！”
其实，李新生校长在极其严厉的外
表之下，还有一颗深爱学生的心在怦怦
跳动，他用这种严厉的措施来惩戒学
生，也告诫家长，如果不严加管教，后
果将不堪设想。最终，在学校与家庭合
力教育帮助下，这名抽烟的学生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其又一次返回学校
之后，再也没有抽过一次烟，即使回到
家里，也彻底戒掉了香烟。他万分珍惜
李校长给他的重返校园的机会，积极努
力，学习成绩步步升高，在其他方面的
表现也越来越好。
一天，这名学生的父亲手捧一面锦
旗，送到李新生校长办公室，一再表示
感恩与谢意，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流了下
来。李新生校长诚恳地与他交流了很长
时间。
这次交谈，又让这位家长大为震
撼。他说，本认为李校长特别威严，没
想到他那爱学生的心竟是火热的。有李
校长的严格管教，才有学生今天的成
长，同时让自己的家庭看到了未来的希
望。
是的，李新生校长的心是火热的，
因为正是爱之深，才管之严。所以他
说，对学生不管不问，不是爱，而是放
纵。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作为管理
者，要严格，更要对违规者进行惩戒，
而目的则是让他们更好地成长。

爱心之旅：为学生心
里播下真善美的种子
孔子说”仁者爱人”，我们一般人
很难抵达“仁者”的境界，可“爱人”
却是断不可少的；而要想“爱人”，当
然就要有爱心。现在部分学生有时不知
如何去展露爱心。为此，就要通过有效
的活动让其爱心放射出美丽的光芒。
历城二中的“爱心之旅”活动，则
让学生的爱心播撒到了身处乡村学生的
身上。
高三政治教师、班主任胡魁标在开
班会的时候，给学生讲了他以前所教学
生上了大学之后，准备组织一个献爱心
的活动，想让胡老师为他们联系家庭经
济困难的学生，以便为其快递去一些必
需的东西。
班会由此拉开了序幕，学生的讨论
也热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致的意见：
献爱心不能等上大学的时候才做，应当
从现在开始，而且最好到经济欠发达的
乡村去实地看看。
胡老师想到有个大学同学在淄博分
管学校工作，于是就给他打电话说明了
原委。
老同学满口应承，很快联系到一个
城郊接合部的学校，且交通也比较便
利，不至于让远道而来的老同学与他的
学生们太过周折。
胡老师对老同学的热情表示感谢的
同时，也对他的建议予以了否定，因为
此行的目的除了献爱心之外，还希望让
学生感受乡村学生受教育的情况，以此
激励他们更加地努力学习。
胡老师的同学随后又联系到一所比
较偏远的乡村小学——沂源县鲁村镇国
珍希望小学。
星期六，学生们乘坐的大巴便从济
南启程向目的地进发。让胡老师与学生
们想不到的是，国珍希望小学不但没有
柏油马路，就连土路也是极其狭窄，大
巴根本开不进村，他们只好下车徒步而
行。
一见到这所希望小学，胡老师和学
生们都惊呆了：教室设备极其陈旧，更
没有暖气，小学生的双手甚至生了冻
疮。
他们不约而同地跑到就近的药店，
将店里的冻疮膏全部买下，送给这所希
望小学的学生们。
随后，他们挨个问这里的学生们还
需要什么，并一一记下，以便回到济南
尽快购买他们所需的书包、文具、篮
球、图书等，再快递过来。
然后，胡老师和学生们分成几个分
队，去到各个经济困难的家庭走访。
走访之后又回到希望小学，学生们
无限感慨。这些长年累月生活在城市的

学生，做梦都想象不到，竟然还有这么
拮据的家庭，还有如此坚韧的学生！
中午已到，为了不给学校增添麻
烦，胡老师和学生们决定空腹返回。可
希望小学的校长希望大家在学校里吃顿
农家饭，也好让城里学生感受一下乡村
里的生活。
盛情难却，只好听从希望小学校长
的安排；可胡老师一再吩咐，一定要简
之再简。校长说，即使想复杂，也不可
能做到啊！
于是，炖了一大锅白菜，再从外边
买来一摞饼，就是当天的午餐。
班长问胡老师：“我们两个或三个
人用一套一次性餐具行吗？”
“为什么？”
班 长 说 ：“ 即 使 是 一 套 一 次 性 餐
具，不也是钱吗？我们能给他们省一点
儿钱就省一点儿吧！”
胡老师很是感动。
以前这些学生即使花上数百元甚至
上千元买一双名牌运动鞋也毫不吝惜，
现在却为了省上一元钱而两三个人用一
套一次性餐具！
午饭之后，沂源县领导听闻历城二
中学生来到希望小学，也赶来与胡老师
进行交流。交流之后，当他们从楼上走
下来时，却见不到一名学生的踪影。
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历城二中班长
带领学生在开班会，讨论回去之后如何
进一步帮助这所希望小学的学生们。
胡老师发现，虽然只是一次爱心之
旅，很多学生却从此懂得了节俭，更知
道了以何种方式去爱那些并不相识的同
龄人。
商河振邦小学的“爱心之旅”，同
样让学生接受着深刻的教育。
此前的爱心之旅已经积累一定的经
验，这次行前，他们便商量制定了征集
心愿、走访经济困难的家庭、捐钱捐物
等方案。
当他们走进那些经济困难家庭的时
候，再次被震撼了。
其中一个经济困难家庭的情况是，
老大爷常年瘫痪卧床不起。儿子娶妻之
后，虽然生了一男一女，可闺女却是天
生的兔唇，见人来到家里，便很怕羞地
悄悄藏在墙的一角，不敢吭声。儿子尚
小，衣衫褴褛。更让人伤心的是，两个
孩子的妈妈因一些原因而离开了这里。
为了养活家中老小四口，爸爸只能常年
在外打工，年老体弱的奶奶只好承担起
在家照料老伴和孩子的责任。
从这一家走出来的时候，胡老师和
学生们的心情都极其沉重。在坐上大巴
返回历城二中的路上，有的学生对胡老
师说，他准备春节前再来一次，他想给
这一家送点儿年货，好让他们过个好
年。
胡老师对这名学生说：“你这样做
不但会让他们能过上一个好的新年，还
会把爱心留在他们的心里。不过，现在
你所花的钱全部来自父母，希望以后你
有了更好的条件后，能够不忘初心，帮
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
现在这名学生正读大学，虽然还没
有能力帮助更多的人，可从那次商河之
行以后的每年春节前夕，他都要和父母
一起到这个经济困难之家送上年货和祝
福。
虽然我们还不能断定这名学生大学
毕业之后能否拥有更多的财富，却可以
想象他会在有了收入之后，去更好地继
续他的“爱心之旅”。
胡老师说，不管是学校还是班级所
开展的“爱心之旅”活动，现在都已经
深入人心，参与任何爱心活动都成了学
生们爱之乐之的心理需求。比如 2020
年暑假前夕，学校准备于暑期开展一个
志愿者服务活动。但也有些担心，由于
新冠疫情而耽误了不少学生上课的时
间，并且暑假也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还有很多学生需要补课。再说，有
的家长会不会担心出现安全问题而不支
持参加这次活动？但活动是一定要开展
的，而且和济南市志愿者协会商定给历
城二中提供了 1500 个岗位，让学生从
网上查询比较适合的岗位而报名。怎么
也没有想到，网上报名只开通了两个小
时，不少家长便焦急地打来电话说，已
经一个岗位也没有了！
李新生校长认为，每个学生或家长
都有爱的“基因”，有的时候之所以没
有爱的思考与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学
校没有将他们爱的“基因”激活。激活
之后，“爱心之旅”就会遍地开花。比
如 2020 年历城二中学生在高二教学楼
举办的书画展，将现场拍卖的所有收
入购置成生活日用品，送给敬老院的
爷爷奶奶，以表示对他们的慰问与关
切。
“爱心之旅”活动不但在学生的心
里播种下一颗真善美的种子，也为被救
助者送去了温暖与美好。如果有更多的
学校都能像历城二中一样，那么，就会
有更多的“爱心之旅”
。而当社会充满爱
的时候，也就有了社会的祥和与安宁。
（陶继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