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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獒精神与校长精神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发展探秘

“校长精神” 不仅仅是个人的精神， 更是 “学校精神” 最重要的部分， 是 “学校

精神” 的灵魂。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从建校第一天起就旗帜鲜明地倡导 “二十二中精神”： 艰苦奋

斗、 开拓进取、 勇于创新的创业精神； 团结协作、 荣辱与共、 敢于拼搏的团队精神；

敬业爱生、 爱校如家、 甘于吃苦的奉献精神。 办学十年， “二十二中精神” 经过岁月

的锤炼， 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砺， 已然在一代又一代二十二中人身上生根发芽。 从温州

市行规达标学校、 德育特色学校到素质教育示范校、 现代化学校， 从市文明单位到浙

江省文明单位， 从市重点学校到省重点学校， 二十二中跨越式发展的十年即是 “二十

二中精神” 不断创造辉煌的十年。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 ， 新形势

下， 党面临的执政考验、 改革开放考验、

市场经济考验、 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

复杂的、 严峻的。 精神懈怠危险、 能力

不足危险、 脱离群众危险、 消极腐败危

险， 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精神

懈怠危险” 已成为我党面临的 “四大危

险” 之首。 当前， 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

念动摇， 丧失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

仰， 精神萎靡不振， 缺乏积极进取、 勇

于创新的精神状态。

伟人毛泽东早在

1956

年

11

月

10

日至

15

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

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过： “人总是要

有点精神的。” 苏联著名教育实践家和教

育理论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只有精

神力量才能使人成为真正的人……真正

的人是具有和谐的、 多方面精神生活的

人。”

精神是一种力量 ， 更是一种指引 ，

每个时代， 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精神

导向和时代标杆。 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

进步 ， 引导人们积极有为 、 奋发向上 。

而学校就是要将这种精神融入学校的教

育， 形成学校的精神。

众所周知 ， 一所学校的真正价值 ，

不在于培养了多少学生， 而是 “学校精

神” 在学生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烙印， 在

毕业之后， 还能为学生的人生导航。 所

谓烙印， 就是学校的精神。 学校发展历

程最终永存的将是 “学校精神”。 而 “学

校精神” 的倡导， 肯定离不开校长。

校长应该是一所学校的精神统领 。

那么作为一名校长应该具备怎样的精神

呢？

校 长 的 职 责 和

“狗”

经常有人用 “看好自己的门 、 管好

自己的人 、 做好自己的事 ” 来形容校长

的职责。 由此不得不使人联想到人类的

好伙伴： 狗。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第十七》

中记载： 孔子适郑， 与弟子相失， 孔子

独立郭东门。 郑人或谓子贡曰： “东门

有人 ， 其颡似尧， 其项类皋陶， 其肩类

子产， 然自要以下不及三寸， 累累若丧

家之狗。” 子贡以实告孔子。 孔子欣然笑

曰 ： “形状 ， 末也 。 而谓似丧家之狗 ，

然哉！ 然哉！”

笔者引用教育先圣孔子的一则典故，

只是想提醒读者千万不要把校长与狗等

同起来， 以为笔者是在讲校长是狗。 著

名学者李零在 《丧家狗———我读 〈论

语〉》 中， 就非常直接地称孔子为 “丧家

狗”， 这里的 “丧家狗” 不仅仅是一种人

生状态， 更是一种精神状态。 此处要讲

的 “狗” 只是 “狗的精神” 的缩略语。

狗类， 只要是家犬都有着天然的习

性， 护主 、 护食 、 护领地。 而这个习性

和 “看好自己的门、 管好自己的人 、 做

好自己的事” 如出一辙。

那么， 狗的精神与所要谈的 “校长

精神” 又有什么关联？

《狼图腾 》 一书曾引发了人们对

“狗性” 的批判， 传递出对 “狼性” 的呼

唤。 学习 “狼性 ” 成为诸多管理人士的

追求 。 狼性的四大特点 “贪 ”、 “残 ”、

“野”、 “暴” 已然在企业文化中成为共

识： “贪”， 就是永无止境 、 追求目标；

“残”， 就是坚决克服各种困难 ； “野”，

就是舍命忘我、 开拓拼搏； “暴”， 就是

勇于面对各种挑战。

但是， 笔者在将狗与狼的对比中发

现， 人们所期望的领导者 ， 应该是兼备

狗的特质和狼的习性。

继 《狼图腾》 之后， 杨志军所著的

《藏獒》 三部曲又催生了人们需要 “獒文

化” 还是 “狼文化” 的道德反省。 由此

也引发了笔者对 “藏獒精神” 和 “校长

精神” 的关系的思考， 本人以为， “校

长精神” 最好的类比还是 “藏獒精神”。

“藏獒精神 ” 于

“校长精神” 的启示

藏獒， 又名藏狗、 蕃狗、 龙狗 、 羌

狗， 是一种高大 、 凶猛的家犬， 产于中

国青藏高原海拔

3000～5000

米的高寒地

带 ， 是公认的最古老 、 最稀有的犬种 ，

是犬类世界唯一没有被时间和环境所改

变的古老活化石。 世界上很多名犬都带

有藏獒的血统。 它曾是青藏高原横行四

方的野兽， 直到

6000

多年前， 才被驯化，

开始了和人类相依为命的生活， 成为看

家护院、 牧马放羊的得力助手。

藏獒兼具狗和狼两者的优点 ： 忠贞

不二、 舍生护主、 机智勇猛、 善于合作、

能适应最恶劣的环境。

《论语·宪问》 中说： “仁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惧。” 笔者以为， 孔夫

子的这段话用来阐释 “藏獒精神” 是再

合适不过了。

（一 ） 仁者无敌———以仁治校 ， 校

长治校的根本

“仁” 是中国儒家学派最高的道德

原则、 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 是孔子思

想体系的理论核心， 它包括忠、 孝、 悌、

恭、 恕、 宽等内容。 是以博大宽厚的胸

怀宽人慈爱， 是人与人的一种互存、 互

助、 互爱的亲善关系。

藏獒身上就充分体现了 “仁 ” 的精

髓， 忠心耿耿， 善解人意 ， 能与主人患

难与共， 具有人类忠诚仁义的美好品德。

《论语》 中说： “为政以德 ， 譬如

北辰， 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也就

是说， 德高仁厚则众人归附， 德寡不修

身则众叛亲离。 这就启示校长应修身养

德、 胸怀宽广、 心怀仁爱。

1.

以期待、 欣赏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师

生。

二十二中创办以来， 始终坚持 “适

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办学理念， 即为全

校师生创造最优的发展环境 ， 让每一位

师生都得到最佳的发展。 面对办学初始

几年， 学生入学成绩相差悬殊， 有的分

数相差几十分甚至上百分 ， 学校本着

“有教无类” 的原则， 正视差异， 努力做

到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二十二中的教师

团队来自五湖四海， 学校以海纳百川的

胸怀尊重和接纳每一位员工， 使他们安

居乐业， 在二十二中扎根成长。

2.

创设各种有利于教师成长的良好环

境。

积极搭建教师学习培训平台 、 技能

训练平台、 教学研究平台、 教学业务展

示平台、 名优教师培养平台， 支持教师

参加各种学历进修和职称晋升， 派遣教

师出国培训、 去大学做访问学者 ， 积极

鼓励教师申报学科骨干教师、 教坛新秀

（中坚）、 名师 （班主任）， 让教师在自身

的专业发展中体会成长的幸福。

3.

实施师生健康工程。

净化、 绿化、 美化校园， 打造书香

教室、 温馨寝室， 提升办公室的文化品

位 ， 让广大师生远离城市的繁杂喧嚣 ，

置身于绿树成荫、 繁花似锦、 清新幽静

的美丽校园， 享受温馨愉悦的校园生活。

不断改善师生的物质生活， 着力改善师

生的食宿条件； 在师生中广泛开展 “阳

光体育” 运动 ， 普及宣传健康知识 ， 为

全校师生定期进行体检， 让师生们快乐学

习、 愉快工作、 健康生活。

（二） 智者无敌———以智谋校， 校长治

校的方略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 “领导

学校， 首先是教育思想上的领导， 其次才是

行政上的领导。”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也曾经

说过： “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 一个好校

长带领一批好教师， 才能办出一所好学校。

因此， 从某种意义上讲，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

所好学校。” 可见， 校长的智慧对学校的发

展至关重要。

藏獒是犬中的智者， 它有危机意识， 会

把食物埋在雪里， 以备不时之需； 它有独立

意识， 绝不会做他人的应声虫； 它有协作意

识， 不会为了食物 “狗咬狗”， 能出色地完

成集体任务。

藏獒的这种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校

长应居安思危谋发展， 矢志不渝创特色， 团

结协作排万难。

1.

校长应有危机意识。

“杜郎口” 成名了 ， 但崔其升校长却

说， 成为教改典型后， 自己反而有些坐卧不

宁。 因为学校目前只是解决了学生厌学、 成

绩差的问题， 他的很多想法因为学校物质条

件、 师资水平等因素的制约， 还没有能够实

现， 他说自己现在看到的、 想到的都是不

足， 这也正体现了崔其升校长时刻保持的一

种危机意识。 在大力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的

背景下， 若不能居安思危、 未雨绸缪， 就无

法保证自己的学校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 作为一校之长， 首先应该唤醒教

师的忧患意识 ， 使教职工有危机感和紧迫

感， 最大限度发挥“危机驱动”作用，使教师

避免成为那只“温水中的青蛙”，时刻保持警

觉的头脑；其次，引导教职工更清楚地认识到

自己个人的前途与学校的发展休戚与共， 从

而带领全体教职工上下一心， 正视差距， 寻

找解决危机突破口， 攻坚破难， 不断前进。

2002

年， 二十二中创办之初， 最紧迫要

解决的就是， 作为一所新办的寄宿制高中所

面临的生存危机。 面对当时温州市区高中通

校走读是主流的现实， 全寄宿学校只是凤毛

麟角， 学生在初中、 小学阶段又都没有住校

生活经历的状况， 如何消除家长的担忧， 使

家长放心； 如何使学生能迅速适应寄宿制的

管理模式， 安心学习和生活； 如何充分发挥

寄宿制的优势，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以赢得市

民的信任， 学校实施了准军事化的管理模

式， 提出了 “做二十二中人， 树二十二中形

象， 创二十二中精神” 的办学口号， 明确目

标， 振奋精神， 指引行动， 并建立完善了一

系列切合本校实际的规章制度， 把主要精力

放在教学常规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养成上。

学科竞赛一炮打响、各科会考捷报频传、首届

高考一举成功，声名鹊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被新闻媒体誉为“温州教育的一匹

黑马”。

2.

校长应有独立意识。

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坚持 “不惟书， 不

惟上， 不惟他， 不惟洋， 只惟实”。 著名历

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则倡导 “独立之精神， 自

由之思想”。

南开中学的老校长、 著名教育家张伯苓

先生认为， 培养人才是学校的根本， 必须把

学生的能力和发展学生的个性放在突出的地

位。 他一再强调南开是造就 “活孩子” 的，

不是造就 “死孩子” 的。 教育家陶行知对此

大加赞赏： “什么学校最出色， 当推南开为

巨擘。” 可见， 一位成功的校长对教育必定

会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对办学应具有自己独

特的理念和思路。

二十二中创办初期， 作为一所新办的学

校要想出奇制胜、 异军突起， 必须放眼全

局， 着手细节， 既要讲究整体战略， 更要注

重具体战术。 我们主要实施了 “非对称超

越 ” 、 “无边界创新 ” 、 “有定式管理 ” 、

“跨越式发展” 等四大战术： “非对称超越”

是指在本校与他校办学条件对比悬殊的情况

下， 以学科竞赛、 学校文化建设为突破口，

努力发展自己的强项， 进而克敌制胜； “无

边界创新” 是指在困境之中开拓视野，

2006

年我校创办了 “中加合作高中课程项目”，

探索国际合作办学， 不断创新办学模式， 从

而走出了一条 “兼容中外教育思想与风格，

并蓄中外办学模式与特色， 实施准军事化管

理的开放式寄宿制高中” 的办学之路； “有

定式管理” 是指在常态教育中寻找适合本校

的规范化、 科学化的管理方式， 坚持开展

“四个二 ” 一日常规 ： “二跑 （晨练 、 跑

操）、 二读 （晨诵 《论语》、 晚读经典）、 二

修 （早自修 、 晚自习 ）、 二睡 （午休 、 晚

寝）”， 使学校稳健、 高效地向前发展； “跨

越式发展” 是指学校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

势， 探索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

培训教师掌握现代的教学手段和技能， 抢占

学校发展的制高点， 实现了从市文明学校到

省文明单位、 从市重点中学到省重点高中的

超常规赶超， 现正向省特色示范高中和全国

文明单位目标迈进。

3.

校长应有协作意识。

比尔·盖茨认为， 团队精神是微软用人

的最基本原则， 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团队精

神， 浩大的产品研发工程根本不可能完成。

两百多年前， 拿破仑也曾经说过： “一

只狮子率领一群绵羊， 可以打败一只绵羊率

领的一群狮子。” 可见作为一校之长对学校

发展的重要性。 有什么样的领导班子， 就会

带出什么样的团队。 要打造一只攻无不克、

战无不胜的队伍， 就需要一个团结协作、 身

先士卒的领导班子。

团结协作应该建立在相互尊重、 理解和

包容的基础上， 同时也不能丧失原则性， 一

切要从学校的根本利益出发。 人们对某些事

物往往会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难免有时还

会发生激烈的争论 。 毛泽东主席曾说过 ：

“斗争是团结的手段， 团结是斗争的目的。

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 以退让求团结则团

结亡。” 班子在决策学校发展的规划、 特色

的创立 、 具体工作的实施等问题上反复论

证， 集思广益， 达成共识， 切实提高行政执

行力； 在教师考核、 高考奖励、 绩效工资的

分配制度等重大事情上充分发扬民主， 都经

过教代会的集体讨论， 为全校众多老师所接

受， 确保了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转。

（三） 勇者无敌———以勇立校， 校长治

校的胆识

“獒” 从文字学上解释 ， 堪称犬类之

“勇者 ”。 《说文解字》 中说： “狗四尺为

獒。” “敖” 义为 “抬高”， “敖” 与 “犬”

组合起来表示 “身材比一般犬更高大的狗”，

即为高大勇猛之犬。 史料记载， 藏獒是世界

上唯一不怕野兽的犬种。 在西藏被喻为 “天

狗” （活佛转世的坐骑）， 西方人在认识了

藏獒的神奇后， 称其为 “东方神犬”。 俗语

中说： “人类帝王， 海中龙王， 鸟类鹰王，

犬中獒王。 千金易得， 一獒难求。” 元太祖

成吉思汗曾说： “身经百战， 雄当万夫， 巨

獒之助我， 乃天之战神助我也。”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描述藏獒， “颇狞

猛， 其力可敌狮”， “力甚强， 足制种种野

兽， 尤能制大而可畏”。 现实中我们也经常

能听到藏獒打败雪豹、 击退群狼 、 舍命救

主、 勇斗歹徒的新闻报道。

藏獒的这种精神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校

长要有敢于挑战、 破旧立新、 坚守理想、 百

折不挠的勇气与胆识。

1.

校长要成为勇者， 应勇于向习惯势力

挑战， 要有破旧立新的胆略。

习惯势力往往是事业发展的枷锁。 作为

校长要勇于突破束缚， 破旧立新 ， 敢为人

先， 才能找到符合学校实际的发展新思路。

10

年前， 在本区域老师们的习惯思维

中， 上完课就走是司空见惯的事。 即使一些

寄宿制学校的老师们， 也是如此。 然而， 经

过调查研究发现， 教师全员坐班是与寄宿制

学校最为匹配的管理制度， 是学校迅速崛起

的关键， 因为只有投入， 才会有产出； 只有

奉献， 才能赢得信任。 无疑， 我们走出了一

条切实有效的特色管理之路。

为加强坐班制管理， 学校实施了指纹考

勤。 在人性化管理呼声颇高的当时， 似乎显

得缺乏人情味。 然而， 它却有效地避免了其

他考勤方法的不足， 实现了在制度面前人人

平等。 后来， 坐班制、 指纹考勤制陆续为许

多学校所仿效。

另一举措就是教师的统一着装。 在不要

“限制自由”、 不要 “扼杀个性” 的呼声中，

许多学校对要求教师统一着装颇多顾忌。 日

本教育学家森隆夫曾说过， “自由放任培养

不出个性”， “越是想发展个性， 共同的教

育就越重要”。 也就是说， 要求统一着装并

非为难教师， 也不是在 “限制自由”， 更不

是在 “扼杀个性”。 面对一些教师着装赶潮

流， 甚至有些另类的现状， 我们认为统一着

装， 既能够塑造教师良好的职业形象， 又能

体现整齐划一的美。

老子曾说过：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也认为， 把每一件简单

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

好就是不平凡。 我们推崇 “态度决定一切，

细节决定成败， 把细节做到极致就是成功”。

这一系列创新举措， 看似细枝末节， 体现的

正是校长破旧立新、 挑战习惯势力的强大勇

气。

2.

校长要成为勇者， 更要有坚守教育理

想、 百折不挠的精神。

教育需要一批坚守教育理想并能矢志不

渝、 恪尽职守的校长。

19

世纪美国哲学家爱

默生说： “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 整

个世界都会给他让路。” 教育事业更是如此，

育人如大海远航， 信念是事业的航向， 坚守

就是不竭的动力。

洋思中学的蔡林森校长做了

24

年校长，

坚守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 的办学信念， 用

“三流的硬件、 三流的师资、 三流的生源”

创造了 “一流的教育质量”， 成功地打造了

“洋思品牌”。

作为一个校长必须坚守办学目标， 坚守

育人规律， 坚守职业操守。 二十二中创办

10

年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校发展几经波折，

但我们确信 “成功就是在你感觉坚持不了的

时候再坚持一下”。 面对挫折， 我们愈挫愈

勇； 面对坎坷， 学校坚持不懈。 挫折磨砺着

我们的意志和毅力， 坎坷增强了我们的凝聚

力和战斗力。 一个成功的校长往往就是在勇

于面对挑战、 克服困难和战胜强手中锻炼出

来的。

“校长精神” 是怎

样炼成的

藏獒如果不让它奔驰在缺氧的高原， 不

让它呼号于冰天雪地， 不让它时刻警惕周围

的狼情， 不让它承担护家牧羊的重任， 其优

良品质的退化， 都将不可避免。

“校长精神” 正是在整个办学过程中历

经艰难困苦， 战胜各种挑战和挫折不断磨

砺、 提升形成的， 并最终成为 “学校精神”

最重要的部分。 “校长精神” 不仅仅是个人

的精神， 更是 “学校精神” 的灵魂。

办学

10

年来， “二十二中精神” 就是这

样炼成的：

（一） 岁月锻造精神———十年磨一剑

2002

年

9

月， 二十二中迎来第一批新生。

由于校舍不完备， 设施不完善， 基建工作与

教育教学长时间并存， 全校师生共度时艰，

艰苦创业， 一起经历了吃快餐、 睡临时宿

舍、 靠消防车送水的艰难岁月； 面对骨干教

师匮乏、 教师队伍尚不成熟的状况， 学校坚

持聘请教育专家驻校引领， 开展集体备课、

同伴互助， 充分利用暑假开展培训提高整体

业务水平， 积极打造名优教师； 教师们坚持

每天清晨到校组织学生晨练、 午休时亲临寝

室巡视管理、 晚自修坐班辅导答疑。

10

年办

学锻造出了艰苦创业、 团结拼搏、 无私奉献

的 “二十二中精神”。

（二） 制度保障精神———严格树形象

学校制度是师生们必须遵守的规则， 具

有预设性、 权威性和强制性。 我校创办伊始

就注重建章立制， 制定了 《全员坐班制》、

《统一着装制》、 《指纹考勤制》、 《高考奖

励制》 等一系列富有自身特点的规章制度，

它保障了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高效、 有序运

行， 也是学校规范、 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 校歌唱出精神———歌声铸校魂

校歌是 “学校精神” 的重要载体， 它是

音符和旋律谱成的规约和守则， 反复咏唱以

致达到自觉践行。 办学初期， 我校发动全体

师生积极参与校歌歌词的创作活动， 引导全

校师生思考、 概括、 提炼和升华 “二十二中

精神”。 新生入校要教唱校歌， 新教师入校

要练唱校歌， 每逢重大活动全校师生都要齐

唱校歌， 音乐旋律与校训、 校风、 教风、 学

风融合为一， 是对 “学校精神” 进一步的认

同和内化。

（四） 跑操喊出精神———锻炼成习惯

学生每天早晨和下午都要进行集体跑

操， 队列整齐， 精神饱满， 口号震天， 这已

经成为二十二中校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跑

操不仅保证了学生每天体育锻炼一小时， 更

是传承 “学校精神” 的励志活动 。 十年跑

操， 跑出了健康， 养成了习惯 ， 磨炼了意

志， 增强了组织纪律性。

（五） 读书提升精神———经典冶性情

学校从

2006

年起坚持在全校师生中深入

开展读经典、 学 《论语》 活动： 周二到周四

早自修前统一诵读

10

分钟、 周五进行

10

分钟

小测试， 下周一晨会由值周班学生代表谈心

得体会， 此外， 还成立了学生 “国学社”。

教工大会安排语文老师轮流辅导讲解， 适时

邀请专家举办专题讲座， 提升师生的人文素

养， 以期引导教师克服职业倦怠和物质化问

题， 淡泊名利， 志存高远， 平和地面对学

习、 工作和生活。

2010

年起， 我校又开展师

生学习 《弟子规》 活动 ， 努力营造尊敬师

长、 爱抚幼小、 珍视朋友、 团结同学的和谐

校园氛围。

（六） 课程熔铸精神———校本传文化

当前， 课程的开发与研究是我国深化课

程改革的一个焦点， 课程的重构是 “学校精

神” 和办学理念的具体践行。 我校将校歌阐

释 、 校 训 （校风 、 教风 、 学 风 ） 释 义 、

《〈论语〉 撷英》 选读、 《弟子规》 解读四个

学校长期坚持的特色课程融合在一起， 编写

了首本校本课程读本 《热土雄心》， 于

2011

年由漓江出版社出版。 现在 《〈论语〉 撷英》

已成为省精品课程， 《弟子规解读———处世

之道》 也成为市精品课程。 学校的特色活动

的课程化， 熔铸了 “学校精神”， 也传承和

践行了 “学校精神”。

（七） 利益奠基精神———物质强基础

缺乏物质基础的精神犹如海市蜃楼 ，

“学校精神” 的建立离不开物质资源的保障

和支撑。

10

年来， 学校与时俱进， 适时制定

阶段目标， 鼓励争创市 “现代化学校”、 市

“素质教育示范校” 和省 “文明单位”， 既提

升了办学水平和师生素质， 同时也使全体教

职员工获得精神的鼓舞和物质的奖励； 学校

还在分配制度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修订

了高考、 会考奖励制度， 调动广大教师的积

极性； 为教师就医和子女入托、 入学提供帮

助， 解决后顾之忧； 随着学校二期工程 （综

合体育馆、 大型会场、 地下停车场等） 的顺

利开工， 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完善 ；

2012

年， 我校相继被确认为教育部 “第一批教育

信息化试点单位” 和全国 “首批百所数字校

园示范校建设项目学校”， 为此学校也重点

添置了许多信息化相关设备。 学校物质基础

的日益丰富和不断增强， 为 “学校精神” 的

发扬光大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综上所述， 藏獒不仅是一种家兽 ， 更

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作为校长 ， 就应该具

有超越 “藏獒精神” 的 “校长精神”， 以仁

治校， 以智谋校， 以勇立校， 让我们的教

育始终彰显学校的精神， 从而大力传承民

族的精神。

（温州市第二十二中学 季慰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