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2012 年 10 月 10 日 星期三

专版

电话：

010－82296857 13911119003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1147820920

邮箱：

jybguanggao@163.com

学校文化是学校灵魂，学校文化具有

导向功能、凝聚功能、规范功能；是学校核

心竞争力之一。 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

无声。 一所学校能否持续不断地发展，取

决于是否形成了优质的学校文化。 优质的

学校文化一般都会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渐形成的过程。 学校

文化形成的过程， 就是一所学校整体的、

全面的发展过程。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在

2000

年由原丰台区师范学校、 丰台区第三中

学合并而成， 合并之后选择了具有文化

内涵的 “丽泽 ” 二字为校名 。 “丽泽 ”

二字出自 《易经》 “丽泽， 兑， 君子以

朋友讲习”。 这句话体现了人通过效法自

然而得到发展的哲学思想。 “丽泽， 兑”

讲的是自然现象 ： 自然界中两泽相连 ，

两水相通， 相互滋益， 相互欣悦。 “君

子以朋友讲习” 讲的是 “人法自然”： 君

子应效仿自然中两泽相连， 乐于与朋友

讲习 （讲其所未明， 习其所未熟）； 朋友

相助， 相互受益， 共同发展， 欢欣喜悦。

出自 《易经》 的 “丽泽文化 ” 产生

之后， 一直被重视和传承， 历史上南宋

著名学者吕祖谦运用 “丽泽文化” 兴办

“丽泽堂”、 “丽泽书院”， 对传承 “丽泽

文化 ”、 培养人才起到了重大作用 。 当

今， 浙江大学一直开展着对 “丽泽文化”

的研究与传承， 香港有丽泽中学、 日本

有丽泽教育集团 ， 都在传承传统文化 。

首师大附属丽泽中学自从选择丽泽为校

名开始， 就把 “丽泽文化” 确定为校园

文化， 积极开展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发

展的探索。

学校将优秀的 “丽泽文化” 与当代教育

相结合， 针对学校实际情况， 将其定位于

“效法自然， 君朋讲习， 人人得到更好的发

展”。 “人法自然” 是 《易经》 的哲学思想，

也是 “丽泽文化” 的深刻内涵。 “效法自

然” 与 “人法自然” 基本意义相同， 更便于

理解， 就是： 人效仿、 学习自然而生存发

展。 “君朋讲习” 是效法自然的一种方式方

法， 是 “丽泽文化” 的核心内容， 是我们传

承 “丽泽文化” 的着力点。 而 “人人得到更

好的发展” 既是学校的办学思想， 更是教育

的目的。 开展 “丽泽文化” 建设， 就是要用

“丽泽文化” 影响每一位丽泽师生的思想和

行为。

开展 “丽泽文化” 建设就是要把学生培

养成为有德、 有才且具有创新精神、 实践能

力、 国际视野能终身发展的当代君子， 让丽

泽师生都能 “效法自然、 君朋讲习”， 得到

更好的发展。

进了丽泽中学的大门都是丽泽人， 丽泽

人与一般学校内人的内涵既有共同之处，又

有区别。 最大的不同是丽泽人都应成为当代

君子，人人之间都是“君朋”关系。“君朋”关系

就不仅是原来那种你干你的、我学我的，仅是

同在一个学校的“同事”、“同学”及你教我学

的师生关系， 而是在原有这些关系的基础上

的提升，是朋友关系。 “同门曰朋，同志曰友，

朋友聚居，讲习道义”。 朋友关系就要相互关

心、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彼此之间建立深厚

的友谊，“君朋”之间就要通过“讲习”，而达到

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欢欣喜悦的目的。

学校开展年级组、教研组、备课组的各种

活动，各小组成为“君朋”小组，通过君朋讲

习、交流切磋、相互帮助，共同提高。

用丽泽文化建设班集体， 就是要把学生

培养为“有理想、身心健康、善于学习、善于合

作、不断进步的当代君子。 ”君子之间———老

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君朋

关系”。 让学生成为班集体真正的主人，班主

任转化为班级文化建设的策划者、引导者，担

当教练、导演，相信学生、依靠学生，强调从学

生的内在需要出发，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发

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让学生进行自我教

育与同伴互助教育的自主模式。

“丽泽” 与“君朋讲习”

———学校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 】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 （以下简称 “丽泽中学”） 是北京市丰台区一所

公办完全中学， 现有

48

个教学班， 近

2000

名在校生，

267

位教职工。 学校具有

深厚的文化底蕴， 散发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校名 “丽泽” 源出 《易经》 “丽泽，

兑， 君子以朋友讲习”。 以 “丽泽” 为学校命名， 昭示着学校传承 “丽泽文化”，

效法自然规律， 创建师生切磋讲习、 相互悦纳、 共同发展的特色办学思路。

“丽泽文化” 育人润心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校长 臧富仁

以建校后的三段历程为节点 内挖潜力外塑品牌

臧富仁校长 （前排左一） 陪同英加澳印校长参观学校

学校发展是每一所学校校长和师生

的共同愿望，而要实现学校的发展，学校

不仅要有发展的长远目标，更要有明确的

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近期目标，通过实现

一个接一个的近期目标而不断接近学校

的长远目标。

“丽泽中学”由有近六十年办学历史的

丰台区师范学校和丰台区第三中学在

2000

年重组而成，至今已经

12

年了。 其间，学校

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平稳过渡阶段（

2000

年—

2003

年）；努力成为丰台区一流学校阶

段 （

2003

年—

2007

年

)

； 再上新台阶阶段

（

2007

年—

2010

年）。在这三个阶段中，文化

在学校发展过程中积淀； 队伍在学校发展

过程中建设。如今，学校又制订了新的发展

目标：要成为北京市优质学校。

学校发展是每一所学校校长和师生

的共同愿望，而要实现学校的发展，学校

不仅要有发展的长远目标，更要有明确的

符合学校实际情况的近期目标。 近期目标

不能过低或过高，关键是通过努力能够实

现。 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成为递进关系，

通过实现一个接一个的近期目标而不断

接近学校的长远目标。 “丽泽中学”自建校

后，在外，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我服务；在

内，全面挖掘自身潜力努力提高。

以“丽泽文化”为切入点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丽泽中学以校名标示学校文化特色，

将弘扬“丽泽文化”为己任，发掘“丽泽文

化”中“君朋讲习”的核心理念，促进“丽泽

文化” 传统的现代转换， 着力打造学校特

色。

“丽泽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一部分一直被重视和传承。 南宋著

名学者、 教育家吕祖谦创办了 “丽泽书

院”。 “丽泽书院”因其影响范围广、时间

长，与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象山书院一

起，并称为南宋四大书院，成为天下学者

向往之地，培养了大批人才，使丽泽文化

深入人心、广泛传播。

时至今日，各地都在以不同方式弘扬

和传承着“丽泽文化”。 丽泽中学一直努力

将优秀的“丽泽文化”传承下来，成为学校

的文化。 学校文化分为有形文化和无形文

化两部分。 凡是看得见、摸得着、说得出的

文化，都是有形文化；无形文化则是通过

看和听而感受到的，表现为校风、师生思

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 有形文化与无形文

化是相辅相成、协调统一的整体。 有形文

化促进无形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无形文化

是有形文化的内化与体现。 学校文化建设

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 需要坚持不

懈、持之以恒，既要建设有形文化，更要建

设无形文化。

为此，学校结合实际，采用外（视觉识

别）———内（理念识别）———外（行为识别）

模式，即通过校园环境建设和师生仪容仪

表等建立归属感，“入眼上墙”， 也就是所

谓的外化；然后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及反

思、总结等，及时渗透，将价值观、精神等

学校文化的核心部分“进脑入心”，这是所

谓的内化；最终达到师生自觉地将学校文

化“烙印”在行为中，外显出来。

“丽泽中学”还与香港丽泽中学签署

两校师生互访协议，结为友好学校，每年组织

部分师生进入对方学校、课堂进行学习，开阔

师生视野，共同传承“丽泽文化”。

以“两端式”教学为着力点

探索“君朋讲习”新型教学模式

“两端式”教学也是由“丽泽文化”、建构

主义理论和学校实际而产生的一种教学方

法。 其核心内容就是“丽泽文化”的“君朋讲

习”，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生之间通

过相互教、互相讲，完成学习任务。

“两端式”教学是指教师根据教学要求和

学生具体情况，将教学内容划分为“学生自己

能够学会的”和“学生自己学习有困难”的两

部分。 针对“学生自己可以学会的”部分的教

学叫做“学生端”，“学生端”由教师设计学生

学习过程，由学生自学和学生之间相互教（学

生之间“君朋讲习”）完成学习任务。 教师是

“学生端”有效学习的设计者、组织者、指导

者，不是课堂上滔滔不绝的讲授者。 在“学生

端”要杜绝讲授式教学。

根据对初中和高中各学科教材的深入研

究 ， 学校发现每一学科教材中都有

40%

至

60%

是学生自己可以学会的。 因此，各学科都

有开展“两端式”教学的条件。 “两端式”教学

的最大困难是学生不会自己学， 不知道相互

怎样讲、互相教什么。 然而，这正是教学的核

心任务：教学不只是教学生知识，而且要通过

知识的教学，使学生学会学习方法、养成学习

习惯，学会学习。

学校将文化建设与教学工作有机结合，

并将“君朋讲习”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旨在通

过占据师生绝大多数在校时间的教学活动，

去体验“沟通、交流、合作、共进”、“君朋讲习”

的丽泽文化。

以队伍建设为根本点

成立“君朋讲习团”促进教师发展

决定一所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因素有两

个：一个是师资队伍质量，另一个是学生生源

情况， 这两者当中师资队伍又是一个决定性

的因素。 为此，学校特成立“君朋讲习团”，开

展专题研讨系列活动。

学校将“丽泽文化”与队伍建设的核心内

容相融合， 确定为：“建设一支能与校内外教

师、专家、学者和谐相处，相互交流、相互学

习、相互帮助，共同发展；能够立足本校，充分

利用社会各种资源，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乐观

向上、积极进取的优秀师资队伍。 ”并且通过

典型引路、课题组研究、走出去请进来等一系

列活动，让教师深刻理解“丽泽”文化，并在延

续已往师资队伍建设成功做法的基础上，推

出新举措———成立“君朋讲习团”。

打破教研组、年级组界限，学校将共同研

究“丽泽”文化、班级文化建设、“两端式”教学

中某一相同或相近专题的教师组织在一起，

开展“君朋讲习”活动。每期“君朋讲习团”由

5

至

10

人组成，通过“分享成果、直面问题；外出

考察、深度会谈；反思总结、实践研讨”的方

式，在推进专题研究不断深入的过程中，促进

教师发展。

此外， 学校还聘请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

专家深入指导教育教学， 推动教师队伍专业

发展。 教师队伍中，市、区级骨干教师和学科

带头人由

10

年前的

2

名跃升至

46

名，

4

人获北

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称号，化学、数学教研

组被评为北京市青年文明号、 北京市教育先

锋先进集体，各项市区级竞赛中，学校团体和

个人均获佳绩。近

5

年来，教师有

333

篇论文在

报刊、 杂志上发表，

351

篇论文获区级以上奖

励。

以管理理念为制高点

构建独具特色的优质中学

学校课堂高效自主，班级建设人人参与，

社团活动广受欢迎，校本课程扎实推进，教育

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学校办学成果成效显著，

如今，学校初步实现了“效法自然，君朋讲习，

人人得到更好发展”的目标。

文化就是一种氛围， 这种氛围能够影响

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臧富仁校长认

为，在学校中只有形成了实现目标的氛围，且

这样的氛围能够影响教职工的思想和行为，

实现目标才有可能。 而目标又是靠队伍实现

的， 没有实现目标的管理团队和师资队伍就

无法实现学校目标。 因此，文化建设是基础，

至关重要。

臧富仁校长和学校管理团队的共识就

是：

弘扬“丽泽文化”，就是让学生学习有法、

学习得法，成为身心健康、德才兼备、勇于创

新、善于实践、具有国际视野、能终身发展的

当代君子。

弘扬“丽泽文化”，就是让学校师生都会

“效法自然、 君朋讲习”， 从而得到更好的发

展。

弘扬“丽泽文化”，就是通过“两支队伍”

建设、“两端式教学”、班级文化建设，使学校

成为独具特色的北京市优质中学。

首师大附属丽泽中学是由丰台区第

三中学与丰台区师范学校于

2000

年合并

而成的完全中学， 合并后得到了首师大

的关怀与支持冠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

丽泽中学。 选取 “丽泽” 二字为校名是

在学校名称中注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元素。 “丽泽” 二字出自 《易经》

:

“丽

泽， 兑， 君子以朋友讲习”。 其意为： 君

子应效仿自然中两泽相连 、 两水相通 ，

乐于与朋友讲习 （讲其所未明， 习其所

未熟 ）； 朋友相助 ， 相互受益 ， 共同发

展， 欢欣喜悦。 “效法自然” 是 《易经》

的哲学思想， “君朋讲习” 是丽泽文化

的核心理念。

由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

深， 一所普通学校要弘扬、 传承所有的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办不到的。 一

所学校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在博大精深

的优秀传统文化中选择一个点， 经过深

入的挖掘与研究进行弘扬与传承。 丽泽

中学以弘扬丽泽文化为己任， 希望通过

“效法自然”、 “君朋讲习” 使丽泽中学

的师生道德日有所长 、 才能日有所进 ，

人人得到更好的发展。

能够让学校经久不衰、持续发展的是

学校文化。 一所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几十年或

上百年，要经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的过程，不管学校文化建设处在什么阶段，

都不能搞空文化、更不能搞假文化，学校文化

建设必须落到实处。 丽泽中学努力将弘扬丽

泽文化落实在平时的教育和教学之中。

成立君朋小组开展君朋讲习。 我校的班

级文化建设除了通常的内容如： 由学生选择

班级精神、 制定班级公约、 每人参加项目组

并由项目组管理班集体、 召开学生自主主题

班会等等之外， 每个班级内都要成立、 每位

学生都要加入的 “君朋小组”。 “君朋小组”

由

4

至

6

人组成， 由一名热心为同学服务、 具

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学生任组长。 每组构成按

照组内 “异质”、 组间 “同质”、 成员之间据

有情感基础的原则， 由班主任引导、 课任教

师参与学生自主组成。 同组内的同学之间、

每个小组之间要在组织纪律、 行为习惯、 思

想品德及各门学科等方面开展君朋讲习， 通

过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 相互帮助促进学生

提高、 发展。 君朋小组是君朋讲习的组织保

证， 君朋小组将丽泽文化落到了实处。

两端式教学开展君朋讲习。 两端式教学

将教学内容划分为 “学生自己能够学会的”

和 “学生自己学习有困难的” 两部分， 教师

针对这两部分所采取的两种不同方式的教学

称为两端式教学。

针对 “学生自己可以学会的” 部分的教

学叫作 “学生端”， “学生端” 由教师设计

学生学习过程， 由学生自学和学生之间相互

教

(

学生之间君朋讲习

)

完成学习任务。 教

师是 “学生端” 有效学习的设计者 、 组织

者、 指导者， 是导演、 教练

,

不是课堂上滔

滔不绝的讲授者。 在 “学生端” 要杜绝讲授

式教学。

针对 “学生自己学习有困难的” 部分的

教学为 “教师端”， “教师端” 教师的任务

是帮助学生解决困难。 要解决困难

,

教师首

先要研究学生的认知规律， 找到困难所在之

处， 根据学生的困难设计解决困难的教学方

法， 通过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君朋讲习完成学

习任务。 教师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所有的

学生问题是有困难的， 因此， 在 “教师端”

教师也要善于组织调动学生之间君朋讲习，

解决更多的学生困难。

“学生端 ” 和 “教师端 ” 合到一起叫

“两端式” 教学。 为使课堂教学中 “君朋讲

习” 更加充分， 实施过程中对于一节课不规

定每端教学的时间长短， 也不要求必须分成

两端， 可以一节课都是 “学生端” 或 “教师

端”， 也可以 “学生端” 和 “教师端” 交叉

进行， 主要以教学内容和学生学习的实际情

况灵活设计安排。

两端式教学要求教师做到 “四不”： 学

生自己能说出来的， 教师不说； 学生自己能

学会的， 教师不讲； 学生自己能做的， 教师

不做； 学生能够自己思考的， 教师不要轻易

给出结论。 两端式教学课堂中， 一定要把学

生组织、 调动起来， 充分地、 有效地开展君

朋讲习， 让学生去问、 去讲 、 去做 、 去思

考。 两端式教学是为教师提供一种教学方法

和策略： 希望教师掌握一套有效的教学方式

方法， 让课堂充满活力， 让教育充满智慧。

传承“丽泽文化”精华 塑造学校文化“灵魂”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丽泽中学以优质校园文化培育师生

“丽泽， 兑， 君子以朋友讲习”。

———《易经》

其意为： “两泽相连， 两水相通， 相互滋益， 相互欣悦； 君子应效仿自然中的两泽相连， 乐于与朋友讲习， 讲其所未明， 习其所

未熟。 朋友相助， 相互受益， 共同发展， 欢欣喜悦”。

学校优质发展， 学生全面

受益。 近年来， 学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不断增强， 先后获

中国上海第

23

届 “头脑奥林匹

克” 创新竞赛二等奖、 第八届

“北京市未来工程师 ” 竞赛金

奖、 第十届北京市青少年机器

人竞赛二等奖， 并连续两届获

北京市高中生技术设计创意大

赛 “服装再造设计” 项目一等

奖， 学校跆拳道队还多次取得

全国中学生跆拳道锦标赛男女

团体冠、 亚军。

2009

年， 全国

中学生跆拳道协会在 “丽泽中

学” 成立。

学校受到教育界的广泛好

评和高度关注， 获得初中建设

工程先进校、 北京市

2010

京城

百所特色校、 影响北京教育发

展的校长培训基地校、 学生培

养最具增值力的中学等多种荣

誉。 学校中高考成绩连年攀升，

先后向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等

名校输送了大量毕业生， 成为

北京市丰台区 “示范性普通高

中” 和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优

质校”。

后 记———

艺术家进校园交流

学校承办全国中学生第二届跆拳道锦标赛 与香港丽泽中学师生联谊 雅典奥运会跆拳道冠军罗微参加学校活动

学校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