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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伟，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第一中学 （以下简
称“临朐一中”） 党委书记、校长，潍坊市特级校
长。他提出了“继承、创新、超越”的学校发展原则
和“让每一名学生找到适合的跑道”的办学理念，创
新“心本教育”，落实立德树人。2016年以来，学校
实现了“低进中出、中进高出、高进优出”的育人目
标。

张兆伟先后荣获“全国特色教育先进工作者”“全
国家庭教育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卓越人物奖”“全国教育
创新优秀教育工作者”“山东省十大杰出校外科技教育
专家”“山东省教学成果奖”“潍坊市特级校长”等荣
誉称号，2016—2022年连续7年获潍坊市教学成果一
等奖，并多次受邀到上海、重庆、吉林、海南、河

南、广西、陕西等地作培训和讲座。
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

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校长治理学校亦然。
张兆伟倡导与践行“心本教育”，提出“管人先管心，
育人先育心，立业先立心”的工作思路，获得了教职
工的心理认可与大力支持，进而让学校持续优质发展。

张兆伟的“心本教育”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
是在大量阅读史书和深入教育实践后诞生的。他对明
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和教育家王阳明的心
学饶有兴趣；同时，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和学校管理工
作中，他发现王阳明所提出的“心外无物、心外无
事、心外无理”迄今仍然闪耀思想的光芒。这也使张
兆伟的“心本教育”有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

陶继新
论道名校系列之四十九系列之四十九

为了解码学生的心锁，学校建立了
校长、级部、心理教研室多级联动心理
关爱机制，时时关注学生细微思想动态
和心理变化，及时予以疏导、解决，缓
解乃至解除了学生的心理压力，从而让
他们拥有阳光的心态，相对轻松地走进
高效学习的殿堂，进而取得理想的成
绩。

为此，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
系统全面地向学生介绍心理科学知识；
开设心理咨询室、心语信箱、心理博
客，拓展心理咨询渠道，倾听学生心声
等。与此同时，还创新了如下一些破解
学生心理问题、激发学生斗志的有效方
略——

一、“校长，我有话对你说”破解学
生心结

为了让学生有话有处说，有问题得
到及时解决，张兆伟开了“校长我有话
对你说”包括留言板、纸质文本、电子
文本的三个信箱。只要署名者，校长便
单独回复。需要公开解答者，则公之于
众，让大家全都知晓；如果匿名的或者
需要保密者，张兆伟则同样“秘密”进
行，学生由郁郁寡欢到阳光灿烂；有的
虽然起初“秘密”进行，可后来却予以
宣扬，意在告诉人们，自己不但没有了
意见，而且已经今非昔比，轻装上阵
了。可见张兆伟“心本教育”的效果。

二、校长走进教室与学生交流和演
讲

虽然有了“校长我有话对你说”三
个信箱，可是，依然有一些有意见或心
理问题的学生没有勇气投向信箱。尤其
是到了高三的时候，学生学习负担繁
重。为此，张兆伟在每年高考之前一个
月，逐一深入到每个班级，和学生交
流。有的学生见校长如此和蔼可亲，便
不失时机地向校长一吐为快，而得到校
长纾解“焕然一新”之后，又会在无形
中传播开来。所以，当张兆伟出现在教
室里的时候，就会有更多学生主动接近
他，而且多会将心中难以排解的情绪倾
泻出来，以期尽快得到校长的指导，且
真的很快阳光起来。

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学生的心理需
求之后，张兆伟感到只是和部分学生谈
心还远远不够，而应当和全体高三学生
交流。于是，他便到22个班级教室里，
各开一场演讲课。由于在每次演讲之前
都进行了精心的备课，又对各类学生的

心理了解得一清二楚，加之他一讲起来
就激情昂扬，所以，每次演讲，不但解
除了学生的心理负担，而且激起了他们
的昂扬斗志，拥有了极大的学习热情及
努力向上、取得理想成绩的期盼与希
望。所以，校长成了学生的知己，这也
让他感到无比幸福。

三、“毕业大讲堂”持续为学生注入
能量

临朐一中的“毕业大讲堂”，也是
“心本教育”的一个精神亮点。

高中毕业典礼，多是学生与母校
的告别仪式。临朐一中的学生拿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后，还要在统一的时间
来到学校，由张兆伟为他们上最后一堂
思政课——“毕业大讲堂”，一个半小
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把大学作为人生一个新的起
点，而非努力学习的终点。有的学生高
中时积极向上、努力学习，可到了大学
之后，由于教师管理相对松了，学生也
感到在高中拼搏三年，应当轻轻松松过
一个大学生活，于是，不再努力学习，
以致荒废了学业，即使大学毕业，也胸
无大志、无所作为。所以，张兆伟语重
心长地教导学生，大学是自己人生追求
的另一个起点，奋斗几年，将会大有收
获，让年轻的生命更加灿烂。这不但是
作为校长的嘱托，也是父母的殷切期
望，还可以实现你们自己的人生更大的
价值。

二是要有格局和胸怀。学生考上了
理想大学，不只是自己取得了多么大的
成绩，不应当只是满足于自己小家庭的
美满幸福，还要心有14亿中国人这个大
家庭。纵观古今中外流芳百世者，无不
是胸有雄才大略而心系家国命运者。

三是要学会感恩。要感恩父母，要
感恩老师，感恩和谐美好的社会，所
以，一定要牢记党的教导，走好人生的
未来路，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张兆伟的演讲，感情充沛，真意流
淌，句句流进了学生的心里，让他们感
到身为临朐一中人是何等地骄傲，身为
一个中国人是多么地自豪。

他们虽然走出了学校，可校园的一
草一木，老师们的笑容，张兆伟的寄语
与祝福，依然不时闪现在他们的眼前，
回荡在他们的耳畔。学生们身体虽然离
开了临朐一中，可心却依然与之相系相
通着。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第一中学

“心本教育”推动学校持续优质发展

学校领导班子所有成员，每天
早上一般6点30分准时到岗，有时
还会提前上班，用过早餐之后，便
召开班子成员晨会，将每人当天应
做的工作安排完毕，随后便高效有
序地开展各自的工作。

在这一个小时里，班子成员既意
气风发，又忙而不乱，充满朝气与活
力，即使有时候高度紧张，却仍然洋
溢着欢快的笑容。张兆伟说：“关键是
他们心里想干，才有了如此之快的行
动。”让所有中层以上干部都能拥有如
此朝气蓬勃的气象，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实施分级分层管理制
张兆伟在认真履行校长职权的

同时，又大胆放权，由副校长分管
各个处室中层干部的工作，不到万
不得已的时候，决不干预副校长的
工作。而全校教师的工作，则由中
层干部分管，副校长也不干涉教师
们的工作。副校长与中层干部在工
作中取得成绩的时候，张兆伟则不
失时机地大加表扬，让他们拥有了
更加大胆放手工作的底气；即使他
们在工作中偶尔出现某些偏差与问
题，张兆伟不是予以批评，而是与
他们一起分析原因所在，从而帮助
他们“不贰过”，有时张兆伟甚至主

动为他们承担责任。
张兆伟认为，要想管好干部队

伍，首先要信任他们，让他们在工
作中学习与成长，从而实现人生价
值。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
人类需要的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
每一个干部都想干好工作，都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当放手让他们去干
属于自己范畴内的工作时，其自身
价值也同时得到了实现。

学校的教师不是被催着去工
作，而是“不待扬鞭自奋蹄”地去
干工作。也正因如此，他们成长得
非常快，数年之后，不但职位有所
提升，而且人生格局也升华到了一
个更高的境界。

二、想干部之所想，说干部之
想说，做干部之想做

有些时候，副校长与中层干部
在校长面前也有难言之隐，在万般
无奈时，方才欲言又止地说出自己
的想法。如果校长认为他们是非分
之想，不帮助其解决，反而予以指
责，那么就会导致校长与副校长、
中层干部之间的矛盾。

张兆伟认为，管理虽然需要管
人，更要观心，而面部表情，无疑是
心理变化的晴雨表。所以，他常有意

观察副校长与中层干部脸部情绪的变
化，进而探寻出其想请假而又不便开
口，或遇到自己急需要办而又力不能
及、需要校长助一臂之力的事情。

所以，当某个副校长或中层干
部来到张兆伟的办公室，不好意思
说出自己的难处时，张兆伟则开门
见山地说出了其要说的事情，而且
将如何解决的思路与路径也提了出
来。这让他们始料不及，又为校长
能如此知其心而感动不已。当副校
长和中层干部把校长当成知己的时
候，更会尽心尽力做好校长布置的
工作，即使校长尚未言说，他们就
已经“不令而行”地干了起来。

一些副校长和中层干部感言，张
兆伟不但想他们所想、说他们所说、
做他们所做，而且既出于真心，又非
常自然，一定更要好好工作。

三、周日晚上的办公例会大大
鼓舞了士气

每个周日 18 点 30 分—20 点，
是中层以上干部参加办公例会的时
间，在总结上周工作和安排下周工
作后，则是张兆伟雷打不动的鼓舞
士气讲话，虽然只有短短20分钟左
右的时间，却足以让大家在整整一
周甚至更长时间里，精神百倍地投

入工作之中。
所以，办公会刚一结束，分管

校长和级部主任便如离弦之箭一
样，去召开班主任会议，不但各项
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同样为
班主任注入了激情工作的能量。

班主任会议刚一结束，班会旋
即又拉开了序幕。这些德才兼备的
班主任，不但向学生有条不紊地布
置了一周的学习任务，同样也将满
腔激情洒向了他们的心田。

张兆伟说：“我们所有的干部、
教师和学生，都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
的精神气象，所以，才有了学校持续
不断又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心本
教育”正是这样心中有激情，不管干
什么工作，自然而然也就会激情洋
溢，也必然会取得理想的效果。

张兆伟为了在每周日晚上办公
例会上作好20分钟的励志演讲，他
用一周的时间去备课，每有发现或
偶有所感，便马上记到笔记本上。
有的时候躺在床上即将入睡时，突
然冒出某些励志的感悟灵感，便一
跃而起，将其记在笔记本上。他知
道教育是一门科学，而且深知激情
工作与学习会让其如虎添翼。同
时，他还研究出了一套如何激情工
作与学习的方略，并有效地落实到
了干部和师生心里，所以，收获累
累硕果，也就有了水到渠成之势。

临朐一中每年的十大“民心”
工程，真真正正走进了全校教职工
的心里。比如2021年，就重点实施
了校园维修改造、教师健身计划、
设置充电桩、洗车设施等十大“民
心”工程。不仅如此，在其他方
面，教职工们也都感受到了“心本
教育”的魅力。

一、解决教师的后顾之忧
张兆伟常在思考：如何通过学

校的力量，帮助教师解决自身力不
能及的问题呢？经过反复思考，又
与班子成员商量后决定，启动了解
除教师后顾之忧的暖心工程。

孩子入园上学，对于每个家长
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了解
除教职工的后顾之忧，学校专门成立
了临朐一中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招生办公室，根据孩子情况与家长
需求，全由学校统筹安排。而孩子进
入理想幼儿园和小学之后，家长切身
感到了作为一中教师的幸福感。于
是，积极工作，非但不是什么额外的
负担，反而有了内在的需求。而由此
受益者，则是全校学生，而孩子们的
家长，自然也由此感到特别欣慰。于

是，家长们称赞教师工作尽心尽责的
同时，也在无形中当起了临朐一中的
义务宣传员。

高中教师太过忙碌，尤其是孩子
放学之后，往往无暇顾及。自从“双
减”政策实施以来，学校就专门设立
了“教师子女照看园”，安排专门人
员，照看每天放学之后在幼儿园和小学
上学的教师子女。于是，即使到了放
学时间，这些教师依然可以心无旁骛
地进行教学等工作。在人们称道其敬
业精神的时候，他们却很自然地说，
学校领导心中时刻挂记着老师们，我
们为什么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地
教育好其他家长的孩子呢？所以，全
心全意教育好学生是教师们的追求，而
学生心中有了温暖，也就有了力量，有
了更高的追求，并取得了理想的成绩。

二、“生日送祝福”温暖人心
有的教师太过心系工作往往忘

记或没有时间庆贺自己的生日，而
不少孩子也多对父母的生日不太在
意。可张兆伟非但没有忘，而且还
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庆贺教师生日的
新招。

女工委主任李君介绍，张兆伟

办公室里有一个专门记载每位教师
生日的笔记本，在每一位教师生日
之前，他都要通过明信片为之送去
生日的祝福。对于一些老教师，张
兆伟还会编发祝福短信，让他们感
受到特殊的温暖与关心。

有的教师把张兆伟的生日祝福明
信片珍藏起来，作为一种美好的回忆
与纪念；有的则非常自豪地放到家里
人人可以看到的桌子上，而且还产生
了辐射效应。因为他们的孩子工作同
样很忙，一时忘记了家长的生日，便
略带歉意且又十分真诚地祝贺父母生
日快乐，有的还买来生日礼物，为父
母祝寿，这让教师在家里又享受到了
一种生日祝福的美好。

三、倡导“健康生活、快乐
工作”

不少人说张兆伟是一个工作狂，
每天早出晚归，可是心中装着教师的
他，却倡导教师要“健康生活、快乐
工作”。他常说，健康是生命之本，快
乐是幸福之源。于是，不管工作多么
紧张，学校都要定期组织教职工运动
会、远足健步走等有益身心的文体活
动，以及一些有益身心健康的座谈会。

这自然会耽误一些教育教学工
作，可张兆伟认为，耽误工作是一
时之事，可身心健康是长久的大
事。身体健康了，还会让心情轻松
起来，不但会由此大大提升工作的
效率与质量，同时也提升了教师的
幸福指数。

四、“走动式管理”走近教师
身边

据高三年级主任王鹏讲，张兆
伟采取的是“走动式管理”，即每天
走动于各个教师办公室之中，如有
教师需要签字，张兆伟便笑脸相
迎，随即签字。

有的时候，教师也会遇到难以

化解的心结，有的彼此之间还会产
生矛盾。而善于察言观色的张兆
伟，在每天走动于他们之中的时
候，就会及时发现问题，主动地与
相关教师交流，且有效地让他们从
心理的阴霾中走脱出来，重新愉悦
地步入教育教学工作之中。

副校长和中层干部看到张兆伟
“走动式管理”产生的效果，也走动
于教师之中，与他们和谐相处又及
时地解决了不少问题。

五、搭建教师更好发展的平台
当学校成为教师心灵归依的时

候，他们不但有了安全感，而且有
了温馨感。不过，张兆伟认为，仅
此还远远不够。在他的眼里，全校
每一名教师都有很大的发展潜能，
他们在尽心尽力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的同时，也应当不断地发展自身，
从而满足其自我价值实现的需求。

临朐一中教师越来越优秀的时
候，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通过持
续不断的校内交流，进行智慧碰
撞，激发了大家教育教学研究的积
极性，并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学校开设了心本论坛，组织形
式多样的沙龙座谈、课题研究，深
入推进“双新”改革，鼓励参与小
课题研究。于是，王生奎“师生对
话教学法”、王传平“英语书法教
学”、刘永成“全科大阅读”等一大
批改革创新成果应运而生。

当教师的水平不断攀升的时候，
知名度和美誉度也随之水涨船高。有
的优秀教师开始走出学校到山东其他
地方传授教育教学经验，有的还走出
了省外，比如2021年暑期，福建省
教育部门通过潍坊市教育部门邀请临
朐一中语文、数学、英语学科教师，
为福建高中教师作了全员培训。在受
到福建教师好评的同时，也让他们产
生了自豪感。

这是张兆伟之所想，也是教师
们之所愿。“心本教育”不断催生
出灿烂之花，进而结出成功之果。

干部心想事成积极主动

“心本教育”在临朐一中生根之后，
也逐渐地开花结果。它缩短了干部、教
师、学生心与心之间的距离，实现了心
灵的高度和谐融合，形成了累并快乐着
的生命样态。所以，尽管学校的硬件设
施和生源一般，可学生们积极学习并取
得了很好的成绩，学校与多所知名高校
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连续三年的开
学典礼上，这些高校都发来贺信或视
频，为临朐一中师生送上新学年的祝福。

临朐一中不但在教学上取得了斐然
的成绩，在其他各个方面也有着突出的
表现。

近年来，临朐一中先后有2名学生
获全国“最美中学生”称号，1人获全

国优秀共青团员称号；每年都有100余
人次在国学大赛、机器人大赛、创新作
文大赛等国家赛事中获奖。

学校被国家教育部门表彰为全国青
少年校园篮球特色学校，先后获得山东
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教育先进集
体、山东省规范化学校、山东省体育专
项特色学校、潍坊市名校联盟理事长学
校等近百种荣誉称号。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临朐一中
的知名度、美誉度与日俱增，并且已经
从山东走向了全国。2017年以来，先后
有11个省份的200多个教育教学考察团
前来学习，学校先后受邀到十余个省份
介绍“心本教育”理念。 （陶继新）

临朐一中声誉与日俱增

教师心情愉悦奋发向上

学生轻装上阵斗志昂扬

·

加强党史学习教育加强党史学习教育，，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组织学生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临朐一中校门临朐一中校门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