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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得好

针对当前学生作业负担过重、睡眠
不足等问题，马新功校长以“五项管
理”要求为指导，提出了睡得好的口
号。因为睡得好不但有利于学生的身心
健康，而且也会因为睡眠充足让学生呈
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有利于
提升学习效率与质量。

（一） 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
从 2017 年建校之初，学校就严格

规定了学生的睡眠时间——寄宿在校的
小学生睡眠不少于 10 个小时，初中生
不少于 9 个小时，高中生不少于 8 个小
时。同时，积极创造条件，为所有走读
学生每人提供一个午休床位，让他们享
受到了午睡的美好。

学校要求学生中午和晚上走进宿舍
的时候，不能大声喧哗和打闹，快速洗
漱完毕后，快速上床休息。在熄灯铃响
起之前，特意安排了 10—15 分钟的读
书时间，旨在让孩子们的心安静下来，
进而较快地进入睡眠状态。

学校专门安排了生活指导老师，每
天晚上 9—10 时，11 时到次日凌晨 2
时，凌晨 3 时、4 时和 5 时，在六层楼
的各层不停地巡视。帮助学生盖好被
子，安抚未睡着的学生入睡，保证每个
学生都能睡好。

（二） 营造家的氛围
据生管处负责人蔺景田讲，学生尤

其是小学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学校宿
舍睡觉，或多或少地会有一些不安全的
感觉。为此，学校在他们进入宿舍的第
一天起，就为他们营造一种家的氛围。

这种被称为居家式的宿舍，或 4 人
一间或 6 人一间，大约 30 平方米，有书
桌和衣柜，有标准的洗手间、洗浴间，
冬天有地暖，夏天有空调。走进宿舍之
后，有一种温馨与美好的感觉，它会冲
淡学生思念父母的心情，自然而然地生
出一种家的归属感。

父母不在，却有不是父母、胜似父
母的生活指导老师在，他们对孩子的关
心堪称无微不至。如果室外的温度超过
30 摄氏度，中午和晚上学生回到宿舍
之前的半小时，生活指导老师就打开空
调降低室内温度，以让学生舒舒服服地
睡好觉。学生离开宿舍之后，生活指导
老师随即打开宿舍房门，通风消毒，整
理房间。再小的孩子在宿舍里睡觉，也
没有出现尿床者，因为生活指导老师会
根据孩子的生理特点，适时提醒，并悄
悄把孩子叫醒，带着去厕所方便。

初中和高中的个别学生考试之前，
由于担心考试成绩不佳而产生焦虑情
绪，或者考试之后因为成绩过低担心家
长批评而情绪波动。生活指导老师就像
父母一样，与他们谈心，化解其心中的
不良情绪。有的生活指导老师甚至陪着
某个一时想不开的孩子坐到凌晨一两
点，直至彻底解开学生的心结才悄然离
开。

如果哪个学生突然生病，生活指导

老师则会一直陪着孩子，请来校医诊
治。如果需要请家长来，生活指导老师
便与家长、班主任电话沟通，让孩子得
到家长的陪伴。

学校办公室李主任很感慨地说，几
次看到有的生活指导老师背着孩子从宿
舍里走出来，送到学校门口，交到家长
手上，还不马上折身而回，而是看着家
长的身影消失后才返回宿舍，眼眶里就
会情不自禁地溢出泪水。

在走访学校医务室张主任时，他说
校医们都将自己的值班称为健康值班。
因为在他们看来，校医室就是为全校师
生员工提供健康保障的部门。所以，学
生在校期间，校医室专职专岗 24 小时
值班。如果接到生活指导老师电话通知
哪个学生出现病情，值班校医就会第一
时间出诊。遇到重要活动或参加考试等
特殊情况，值班校医整个晚上都在学生
宿舍值班，以便随时处理突发状况。

在走访一些家长的时候，他们说起
生活指导老师和校医来，总是称赞不
已。尤其低年级学生的家长，孩子来到
学校没几天，他们就完全放下心来。有
的家长感慨不已地说，将孩子放到宿舍
里后，感觉他又有了一个新家，一个让
父母非常放心的温馨的家。

（三） 培养学生的自理能力
孩子们在宿舍里不但感受到了家的

温馨，而且培养了自理能力，养成了自
己的事情自己做的习惯。因为这里的

“家长”有现代意识，有前瞻眼光，有
面向未来的思考。

比如初中部的宿舍，有复员军人出
身的生活指导老师教会学生叠军被和整
理内务，培养学生的自律意识、自理能
力等。比如小学，每个星期天晚上有一
节劳动课，通过生活指导老师的现场

“教学”，学生学会了将从家带来的物品
和床铺整理得有条不紊，将自己的衣服
整齐有序地挂在衣柜里，将宿舍卫生打
扫得一尘不染。小学中高年级的学生，
把宿舍整理得干净温馨，让生活指导老
师也生出了自愧不如的感觉。而这个时
候，正因为有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
不必贤于弟子”的可喜景观，生活指导
老师才有了更大的欣慰感。

从小学到高中，每个星期都有学生
例会，每人一个主题，可以谈对生活与
劳动的认识，谈自理自律的意义，谈安
全意识与措施，比如宿舍里哪些地方有
用电插头，哪些方面容易碰伤，走楼道
的时候如何自我保护，保护自己的时候
又如何尊重他人等。马新功校长认为，
这些看似与睡得好没有直接关系，可是，
我们所说的睡得好，不只是睡足了觉，还
要睡出品质，睡出学生的自理能力来。其
实，学校无小事，事事皆教育，睡觉里
面，自然也离不开教育，天天如此，便养
成了习惯。孩子回到家里，多会将自己的
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家长惊叹学校教
育何以会如此之好！

吃得好

学校教育的 15 年，是学生长身体
的最佳时段。吃得好，对他们的身体
健康和成长至关重要。

（一） 绝对安全
安全是学校的大事，而食堂则是

易出隐患的重要场所。北师大任丘附
校心系学生，从细处着手，多措并举
让安全隐患无藏身之处。

1. 食材采购与验收
学校在采购食材时，不但认真调

查卖方的诚信度，而且每次采购一律
求索票证，以防万一出现问题可追根
溯源，将其记入不诚信供货商，永不
再进其食材。食材采购到校后，还要
分三级验收。

一 是 食 材 进 食 堂 门 口 时 ， 由 厨
师、厨师长和采购人员共同验收食
材；二是进入食堂之后，厨工在处理
食材时再次验收；三是厨师在食材入
锅之时，又一次验收。不管在哪个环
节发现食材不合格，都立即退货。

除此之外，食堂负责人、资产负
责人、学校总值班人以至学校领导，
经常会不打招呼地出现在验收现场，

“吹毛求疵”地看来看去，让验收有了
更加严肃的气氛。

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
鞋？可马新功校长说，我们天天有大
量食材进入学校食堂，是真正意义上
的“常在河边走”，可是，我们就是

“不湿鞋”。这看起来困难，其实，有
了责任心，有了学生的安全观，有了
严格细致的风险规避流程，就不会出
现食材安全问题。

2. 消除一般人看不到的安全隐患
有些看不见的安全隐患，未必在

当下显现出来，却有着潜在的安全问
题，为了真正做到对学生负责，同样
应当高度重视。

总务办公室吴主任说，由于半成
品加了味精、鸡精等添加剂，不但做
出菜来少了原始味道，也有可能因为
添加剂加得太多或质量不高，影响学
生身体健康。所以，学校绝对不进半
成品，一律使用天然食材。餐饮处郭
主任说，我们从来不用洗洁精清理餐
具，因为洗洁精里有化学成分，进入
人体后与其他化学物质结合，会影响
孩子们的身体健康。我们使用食用碱
和开水进行杀菌去油，再使用消毒柜
消毒。

6000 多人用餐的食堂，每天要做
大量的馒头，出锅之后，以防变凉，
需要用布覆盖。一般来说，食堂多用
塑料布，以便于清洗和打理。可考虑
到塑料布或多或少对孩子的身体健康
产生不良影响，北师大任丘附校用的
是传统的棉纱布，尽管清洗起来费事
费力，可用完之后再进行清洗、晾
晒、杀菌，这样重复使用则不会对孩
子的身体健康有影响。

后勤副校长边巍认为，这些事看
起来不大，可实际上是天大的事情。
不少孩子要在这里上学 12 年甚至 15
年，某个很小的安全问题，都有可能
影响到他们健康成长。所以，尽管工
作极其认真，细之又细，却依然天天
如履薄冰，唯恐出现安全问题。包括
马新功校长在内的学校领导、教师和
员工，全都和学生吃一个锅里的饭
菜，以便迅速发现某个安全隐患的苗
头，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

（二） 味美菜丰
吃得安全并非吃得好的全部，而

是一个起点和必备条件。除此之外，

还需要营养丰富，吃出美味
来。

1. 三餐两点。学校实行三
餐两点制，即早餐、中餐、晚餐
和中午的水果以及晚上的加餐。
早餐一荤一素，午餐两荤两素，晚
餐一荤两素；早餐与午餐之间有水
果，晚上有牛奶和点心。也许有人会
问，这不是针对幼儿园孩子的配置
吗？是的，幼儿园如是配置，小学、
初中和高中也都如是配置。

2. 精选菜谱。学校聘请具有国家
级别营养师证的专家为厨师长，精心
研制丰富多样的菜谱，目前已推出
500 道菜品，一周之内很少出现重复
的菜品。用餐种类丰富，荤素搭配适
宜，每餐都能让学生品味到心仪可口
的美味佳肴，加之应季的水果和适量
的粗粮，让学生得到了充足的营养。

3. 科学用餐。厨师长说，他在一
周不少于两次的巡查中，发现有的学
生得知中午有自己爱吃的鸡腿或丸子
等美味时，早餐吃得很少，甚至一口
不吃，以便午餐时大饱口福。有些女
生为了身材苗条不吃晚餐，厨师长就
与这些学生的班主任沟通，较好地解
决了问题。个别学生对班主任劝导表
面听从而用餐时我行我素者，厨师长
就对其晓之以理，反复劝说，直至达
到目的为止。

季节变化，菜谱也相应变化。春
秋两季，多有雪梨汤和银耳汤，因为
这两种汤可以起到止咳润肺的作用。
西瓜属于寒性食物，不到暑期而吃，
如果再喝口凉水，就有可能腹泻。所
以，伏天才能提供足量的西瓜。同
时，为了祛暑解毒，餐厅提供了大量
的绿豆汤。冬天寒冷，需要补充热
量，含热量的粥也就多了起来，而
且，不是单一品种，而是有皮蛋瘦肉
粥、八宝粥等很多种类的粥，加上脂
肪含量偏高的坚果，让孩子有了足够
的热量。

（三） 文明用餐
孔子所提倡的“食不语”，在学校

食堂里已经成为常态。数千人同时用
餐，几乎听不到学生说话的声音，这
让前来参观的来宾大为惊讶。马新功
校长笑着解释道，我们所说的吃得
好，不只是吃得放心和吃出物质美味
来，还要吃出精神品位来。

分管德育的王校长对学生用餐提
出了“三净无声”的要求，即用餐之
后，做到餐具、桌面和地面干干净
净，吃饭的时候，做到寂然无声。为
此，学生打饭菜时多会适可而止，如
果真是不够，再举手示意，让餐厅服
务人员加餐。这样既减少甚至杜绝了
浪费，也减少了厨余垃圾，并为食堂
工作人员“减负”。学生用餐时不是狼
吞虎咽，而是细嚼慢咽。即使不小心
把饭菜弄到饭桌或地上，也会立即捡
拾起来打扫干净。

长期文明用餐，已经形成一种习
惯，进而升华成一种文明用餐的文
化。

边巍副校长对笔者说，为了让学
生吃得好，学校食堂没有对外承包，
而是实施五 S 管理、垂直管理、双岗
制厨师、末尾淘汰制和人文关怀等，
有效提升了餐厅管理的层次与品位。

由此观之，北师大任丘附校食堂
被评为河北省的 A 级食堂，绝对是名
副其实。而不少家长的口碑相传，更
让食堂的美誉度与日俱增。

锻炼身体不但可以增强体质、
有益健康，还可以在锻炼出汗时，
将积压在心里的某些不快情绪驱赶
出去。同时，身体健壮者，也多有
旺盛的精力，这也在无形中提升了
学习的效率与质量。如此一举三得
之事，北师大任丘附校不但乐而为
之，而且做出了品质，形成了自己
的品牌。

（一） 全员体育
北师大任丘附校自建校以来，

一直坚持无体育不教育的理念，实
施的是全员体育。要求进入北师大
任丘附校的所有孩子，一年之内都
要做到“五会”，即会跑步、会做
操、会跳绳、会踢毽子、小学全部
会轮滑，初中和高中全部会打太极
拳。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小学每
天开设一节体育课，另有阳光大课
间。

一年一届的全员运动会，成了
学 生 最 开 心 的 时 候 ， 因 为 “ 五
会”，每个人都可以选取自己的运
动项目，在运动会上一展风采。

体育中心曹副主任说，我们根
据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的特点设
计相应的运动会项目，提前到不同
年级段的学生中征求意见与建议，
即使同一年级段的学生，也要了解
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喜欢参加哪
些项目，让每一个孩子不仅可以参
加运动会，而且喜欢参加运动会，
真正实现了全员运动的目的。

（二） 特色体育
轮滑是学校的特色体育项目，

上午大课间的时候，从幼儿园中班
一 直 到 初 一 可 以 4000 人 同 时 轮
滑，孩子们在 500 多亩的校园里飞
快地滑行，成了一道特殊的体育风
景线。下午大课间则是个性化的体
育活动时间，孩子们可以各取所
好、热情洋溢地投入到锻炼之中。
在学生轮滑的时候，老师尤其是班
主任也与学生一起滑行，整个校园
呈现一派非凡气象。

体育中心连副主任介绍，在
学 校 聘 请 的 国 家 级 别 教 练 指 导
下，有的学生已经脱颖而出，达
到了很高的水平。对于这样的学
生，学校会对其进行专门训练，
使其更好更快地成长。获得多个全
国自由滑冠军的初一年级学生田宏
毅已加入国家队，并在国际比赛中
崭露头角。

学校的篮球项目也颇具实力，

刚组建就在市直篮球比赛中一举夺
冠。学校的体育舞蹈队还在河北省
的体育舞蹈锦标赛中拿到冠军。啦
啦操、足球、太极拳、跆拳道等特
色体育项目也有专业教练对某些有
特长的学生进行专门训练，同样取
得了非常可喜的成绩。

跳绳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也
是学校下功夫普及的体育特色项
目。由于花钱少，对场地要求低，
可以单人跳、双人跳、集体跳，普
及起来比较容易。一根跳绳，在孩
子们那里可以跳出万千风景，让他
们健康又快乐。

至于国旗班、舞龙队、田径
队、足球队、羽毛球队等，也已蓄
势待发，以待在未来的大赛中脱颖
而出。

马新功校长说，为了让每个学
生都能掌握两三项终身受益的运动
技能，学校开设了各种类型的体育
项目课程，学生在必修课程之外可
以各取所需。学校还要求每位体育
教师至少要有一项体育特长，在体
育教学上“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三） 科学锻炼
众所周知，这么多的人天天进

行体育锻炼，安全非常重要。每当
学校举办各类体育运动会和各种比
赛时，校医室必到现场做好医疗保
障服务，平时和体育教师一起对学
生进行运动前热身指导和运动安全
等方面的教育，帮助学生既锻炼
好，又做好安全保障。

正因如此，这么多学生天天锻
炼，参加那么多的比赛活动，却没
有出现安全事故。更重要的是，学
生由此学会了科学锻炼，而且养成
了良好习惯，终身受益。

马新功校长说，正是由于锻炼
好，学校于 2021 年中考体育成绩
全员高分通过。同时，数据分析显
示，有不少学生的体重减少了 5—
15 公斤，减去的是脂肪，增加的
是肌肉，减少的是疾病，增加的是
健康。不仅是学生，班主任和其他
教师天天与学生一起锻炼，身体状
况也越来越好，工作时更有精神。

如果到学校转上一圈，就会
发现，学生与教师那种斗志昂扬
的精神风貌，会让人有一种耳目
一新和精神一振的感觉。有了如
此的精神状态，生命也就有了新
的气象。

（陶继新）

锻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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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继新
论道名校系列之四十一系列之四十一

孩子从幼儿园到高中，会在
校园里度过约15个年头，学校
决定着他们幸福指数的高低，是
他们能否具有持续发展动力的关
键。从这个意义上说，学校是教
书育人之地，同时，也应当是孩
子们学习、活动与生活幸福的圣
地。那么，如何让孩子们乐在其
中又健康成长，就成了教育界的
有志之士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

作为一所具备从学前教育
到小学、初中和高中教育的学
校，北京师范大学任丘附属学
校 （以下简称“北师大任丘附
校”） 的吃得好、睡得好、锻
炼好、心情好、学习好、发展
好等“六个好”，不但破解了
这个课题，而且在教育教学实
践中积累了很多值得推广的经
验。

马新功，北京师范大学任丘附属学校校长，特级
教师，中学正高级教师，北师大教育家书院首批兼职
研究员。2008年9月，被乌克兰教育部、教科院授予

“在国外推广和实践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特殊贡献
奖”。出版有专著《站在苏霍姆林斯基的肩膀之上》。

① 马新功校长与学生在一起
② 学生就餐
③ 叠被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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