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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顾钱江、孟昭丽、陈弘毅

“只因为你，路上总有歌声陪伴我们同行；只因为你，青
春的光芒闪耀不息……”以纯真歌声和清新形象赢得大众喜爱
的厦门六中合唱团，在今年教师节以一支 MV 《因为你》，
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吉他伴奏声中，青春少年穿着素净的校服，声音澄澈明亮，
笑容温和优雅，为敬爱的老师送上美好祝福，动听的歌声让人产
生了深深的共鸣。这是合唱团痛失指挥高至凡老师后，排演的第
一支歌。

《稻香》《青花瓷》《送别》《夜空中最亮的星》……厦
门六中合唱团近年以无伴奏阿卡贝拉的新颖形式，推出一首首
歌曲，清流般涌进心田，令人耳目一新，成了“网红”。有人
说，这就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去年教师节，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
的育人之路。“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美育在立德树人中究
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今年教师节前，记者来到厦门，走进六
中，在这块“美的土壤”寻找答案。

美育的“厦门六中现象”

厦门六中合唱团的一支支“单曲”在网上广为流传，因此，当
今年 7 月年仅 28 岁的合唱团指挥高至凡突发重疾辞世的消息
传来，网友的悼念如雪花般铺天盖地。带出了六中阿卡贝拉合唱
团的高至凡老师一直不愿抛头露面，当他因英年早逝才广为人
知时，人们不仅大呼可惜，也对美育话题产生了深深关切。

新学期伊始，厦门六中绿树红墙，校园清新整洁，迎面而
来的，是一张张充满青春朝气的脸庞。“在这里，美就像空气
一样，虽然触摸不到，却滋养着每一个孩子。”厦门六中艺术
团团长陈琦说。

打开六中的课表，“美”的气息扑面而来。从初一开始，学校
就开设了面向全体学生的舞蹈、朗诵、书法、皮影戏、合唱等艺术
选修课。选课模式也别出心裁，学生可根据喜好来体验式学习，
还能进行调整。“最像大学的中学”，六中毕业生如此评价道。

“这是对母校最大的肯定，”厦门六中校长欧阳玲自豪地说，
高校对厦门六中的学生显得“格外偏爱”，给出的理由是他们身
上“散发着自信”。

六中的评价体系也很“美”。和许多学校不同，六中在综
合素质评价中设置专门的“德育分”模块，其中美育有很大比
重。“学生只要有特长都会受到肯定，在这里，每个孩子都会
尝到成功的快乐，”厦门六中副校长戴鹭坚说。这种多元评价
的一个重要支撑是社团，六中社团五花八门，要求人人参加，
这样，既不会影响学习成绩，学生也各得其乐。

六中本来是厦门教育中的小字辈，历任校长认准六中要做
一个有特色的全面发展的学校，确定以创新和美育为核心，赋予
学生文化创造力，培养自信的人。早在 1995 年，厦门教育局就特
批学校成立了艺术团，艺术团的孩子们分布在各个班级，像火苗
一样，带起整个学校的艺术氛围。

六中美育的成果受益于厦门发展均衡教育的丰厚土壤和重
视美育的良好环境。厦门市教育局副局长郑朝南介绍，厦门长期
坚持开展中小学艺术节音乐周、高雅音乐进校园、优秀传统艺术
进校园等活动，构建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实践活动”三维互
动的美育工作大平台。“鹭岛花朵”(舞蹈戏剧曲艺)、“鹭岛少年”
(合唱)、“萌芽杯”(器乐)、“读册歌”(闽南童谣)、“为马拉松喝彩”
(啦啦操)等学校美育品牌深入人心。

“今年，厦门市新招聘艺术教师 103人，占全市招聘教师总
数的 6 . 5%，比例可以说是很高的。”郑朝南说。

什么是教育最美的样子？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全国教育大会明确：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
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美育到底有什么用？

在厦门六中，记者偶遇一场精彩的“美”的实践。课间，同学
们在音乐声中跑步，在高至凡老师改编的校歌中跳集体舞，最后
边欣赏世界名曲边跳绳。

“六中的孩子比较 happy(快乐)，学艺术的孩子不太可能成
为坏孩子，”戴鹭坚说，今天学生听到或演唱的一首名曲，若干年

后可能成为鼓励他渡过困难、找到生命力量的支撑。“美育之
力不是实时能够显现的，但却一定能够让孩子受益终身。”

厦门六中认为，立德树人，从大的方面说，是要培养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从小的方面说，是要培养幸福的人。

“我发现，孩子通过学习艺术找到了自己的专注点，对周
围的人有更多的爱和理解。”六中合唱团一位团员的家长说。

“每次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想起‘老高’乐观向上的精
神，让我会努力想办法，而不是愁眉苦脸的。”合唱团学生许钰
欣说。

“美育给孩子们带来了丰富的人生情感体验，教会了他们
自主品味生命的酸甜苦辣与厚度，帮助他们找到自我，让孩子
学会如何成为一个幸福、有品位的人。”欧阳玲说。

社会开放多元，互联网影响喜忧参半，物质生活愈发优
越……今天的教育面临很多新挑战。“教育的本质，就是要让
好的、美的东西去吸引和占据学生，让他能不断培育自己的活
力，创造力。”戴鹭坚说。

厦门六中合唱团“走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年轻态”，
这正是高至凡和徐聪等老师创新的方向。这创新是有意思的，
也是成功的：新奇好玩的阿卡贝拉加上熟悉的音乐作品，经由
青春少年的纯真声音演绎，传递出温暖治愈的感觉，无数的男
女老幼不禁被打动和吸引。

美育的“痛点”与期待

美育，是立德树人必不可少的重要维度，也是每个孩子该
享受的权利。全国教育大会明确提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
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
养。”“不通则痛”，美育得打通很多环节，才能充分释放育新人
的“软实力”。结合美育的厦门六中现象，有识之士的思考具有
启发性。

痛点一：什么是美育？认识上存在两个误区。

将美育窄化为音乐和美术课，是当前美育认识上的一个
误区。郑朝南指出，美育应是“大美育的概念”，存在于育人的
各个环节之中，课程间是相互渗透的。

欧阳玲形象地举例：“不仅语文老师会在课上引导学生欣
赏流行歌曲中的古典诗词元素，数学老师讲课中也会告诉学
生数学之美。”

将美育和智育对立，是美育认识上的另一误区。一些学校

美育课程教师由“主课”兼职现象严重，动辄在美育课堂上讲
“主课”内容，结果美育课形同虚设。“从厦门的实践来看，美育
教育的推广非但没有让高考升学率下降，反而出现了美育和
智育齐头并进的喜人局面。”郑朝南说。

痛点二：放心做美育，评价激励机制需完善。

美育做得好不好，和拿奖多少能划等号吗？厦门大学艺术
学院教师赵亮指出，“美育课程效果难以评价，仅靠拿奖来判
断一个学校美育开展的好坏是不利于美育发展的，教育部门
要建立多元评价体系，让美育真正发挥育人作用。”

赵亮说，美育评价体系似乎“看不见摸不着”，这也是导致
美育长期得不到足够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琦说，学校“第二课堂”以及学校舞蹈团的训练、演出
等，目前政策暂时不算课时数，这让老师的积极性大打折扣，
“很多老师是靠着责任心在做事情。”美育教师们希望，对他们
的评价也要突破传统教师评价的固化思维，采取更加多元的
方式，增强美育教师的“获得感”。

痛点三：加强美育，“重硬件轻软件”是误区。

关注学校美育的学者注意到一种现象：一些学校为了参
加全国性比赛，装修一个音乐教室投资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但
在内容建设上，特别是聘请人才、培训艺术教师等方面却“资
金不足”。

“发展美育教育，师资是关键，”戴鹭坚说，像高至凡这样
有创造力、专业特长完整，把学生享受音乐视为对自己最大肯
定的老师，是很稀缺的。

“希望全社会支持美育，建立更多美育基地，让更多的高
至凡脱颖而出，让美育遍地开花，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他说。

不久前，教育部追授高至凡“全国优秀教师”。高老师虽然
走了，但他未竟的合唱事业仍将继续。

他志同道合的好友徐聪，接过了六中合唱团的指挥棒。
“至凡生前写了两首新歌，还没来得及排练。我会继续在他的
音乐教育道路上坚持下去，这也一定是他所希望的，”徐聪说，
“热爱音乐，才是对老高最好的纪念。”

厦门六中艺术团有一个“梦想计划”：将合唱、器乐、舞蹈、
朗诵等表演形式融于一体，用 3 年时间，打造一部闽南特色舞
台剧作品。

“用爱教育，静待花开，”陈琦说，“我们要的，就是学生最
美的样子。”

新华社长沙 9 月 9 日电(记者刘紫凌、袁汝婷)1995 年出生
的邱翎怡，听着祖辈们的故事长大。故事里有同一个称呼：“邱老
师”。

去年，她大学毕业，来到山区，也当了老师。
从曾祖辈算起，邱翎怡家中四代有 18 位老师。“邱老师”们，

在三尺讲台上，见证了中国教育事业 70 年发展历程。

筚路蓝缕：山里有个“牛栏校舍”

84 岁的邱清疆记得，他的父亲邱嵩山是十里八乡有名的老
师。新中国成立前，邱嵩山在湖南武冈紫阳乡担任小学校长兼老
师。庵堂和祠堂就是“流动课堂”，学生们自带板凳听课，老师的
工资是家长们交来的几担稻谷。

后来，邱清疆长大，考入湖南邵阳师范，并于 1959 年毕业分
配到湖南新化县吉庆镇崇山小学。

当时，县城到乡镇没有通车，邱清疆挑起扁担，左边是铺盖
卷，右边是一大捆书，走了 10 个小时才抵达学校。学校被大山环
抱，教室在一座老宅里，底下就是牛栏猪栏，上课时臭气总冒上
来。

邱清疆的月工资是二十九块五毛钱，外加 26 斤米和二两
油。“困难时期，一斤萝卜要八块钱，工资只够买三四斤。”他说。

尽管如此，他仍资助了一些贫困学生。“好多孩子读不起书，
辍学了。我心痛啊，就尽量帮帮他们。”

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中 80% 为文盲。在扫盲运动中，
邱清疆应聘担任农民夜校的辅导员，教村民识字算数，扫盲 150
人。

1995 年，邱清疆退休了。职业生涯中，他连续 18 次被评为
各级优秀教师、省教育模范，1991 年获评全国优秀教师。他还见
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这意味着适龄儿
童都应有书可读、有学可上。

直至今天，老人仍说：“这是了不起的进步。”

砥砺前行：学校建起现代课堂

1993 年， 21 岁的邱向红成为新化县吉庆镇中心小学的语

文老师。
这一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把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
中之重。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农村学校有了教学楼。但却
是“四无”教室——— 没有风扇、没有电灯、没有窗户、没有
水泥地。

到了 21世纪初，教室焕然一新，铺上了水泥地、挂上
了电灯电扇、安上了玻璃窗……

让邱向红印象最深的改变，是一支粉笔———
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满身白灰”，自己也经历过

“吃粉笔灰”的日子。大约从 2000 年开始，无尘粉笔、电
子白板陆续成为工作日常。

用邱向红的话说，改变带来了幸福：贫困学生有了生活
补助，乡镇小学食堂有了营养餐；她的月收入从入职时的
400 元提升到如今的 5000 多元。

2016 年，邱向红担任一年级班主任。这一年，我国首

个教育脱贫的五年规划印发。在她班里，有 14 名贫困生都
享受到国家教育扶贫政策。“这个时代，孩子不会因贫失
学，这是富强的国家给祖国下一代的底气。”

薪火相传：教书育人初心不忘

2018 年春天， 83 岁的邱清疆送孙女邱翎怡到工作单位
报到。从县城出发，驱车近两小时，他们来到坐落于雪峰山
脚下的天华中学。眼前的景象出乎意料———

色彩明亮的四层教学楼、宽广的篮球场、理化生实验
室、多媒体室、音体美功能室、书法绘画室、棋类活动室
一应俱全，每个教室都有信息化设备，教师公寓里有崭新
的空调、冰箱……这一切，和邱清疆记忆中的农村中学大
相径庭。

湖南新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天华中学是新化县的偏远
山区中学。

邱翎怡是听着爷爷“卷起被子当课桌、铺上被子当床
铺”故事长大的。去单位报到前，这个 95 后姑娘已经做好
了吃苦的思想准备，但眼前的一切，让她很惊喜，“好得有
点不真实。”

入职几个月后， 200 米环形跑道操场投入使用，孩子们
在绿茵场上欢笑奔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是中央聚焦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发展的重大决
策。截至 2019 年 5 月，仅在湖南，“全面改薄”累计支出
322 . 54 亿元。

邱清疆说：“教书育人是孕育希望，不能马虎。”
邱向红说：“教书苦中有乐，我没有后悔过这份选

择。”
邱翎怡说：“我觉得我就该当老师，从没想过要做别

的。”
新学年来了。开学第一个周末，祖孙三代“邱老师”为

庆祝教师节，来到县城照相馆，拍下合影。
看着照片，邱清疆感慨万千，叮嘱女儿和孙女：“教室

变了，校园变了，但有一件事没变——— 老师是太阳底下最光
辉的职业，要当就当好老师。”

四代“邱老师”，见证 70 年教育变迁

▲ 9 月 7 日，邱家五位教师在湖南新化县一家照相馆
拍摄合影，纪念即将到来的教师节。 新华社发

▲厦门六中合唱团在录制为今年教师节创作的 MV 《因为你》（ 8 月 31 日摄）。 新华社记者魏培全摄

教师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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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 9 月 9 日电(记者
郭敬丹)封莉容是上海宋庆龄学校
的校长、宋庆龄幼儿园名誉园长。
18 岁入党，从教 39 年，谈起孩子总
是充满热情、神采奕奕，她觉得，自
己“骨子里就是当教师的料”。

近日，封莉容获评 2019 年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又一个荣誉称号让
封莉容备受鼓舞，而她最“宝贝”的
“头衔”，依然是学生们一声声喊出
的“封老师”。

温柔可亲的校长

早上 7 点 40 分，封莉容在连接
学校教学楼的长廊进口站好，手机
被扔在一旁的长椅上。她笑着鞠躬、
摆手，迎接来上学的学生们。

学校师生都知道，只要封校长
没有外出，清早的校园就有这样的
仪式。一句句“早上好”不是机械地
走形式，封莉容会认真看着学生的
眼睛，表达她的问候。

她还会关注到许多细节。学生
跑着冲进来，她快步上前把孩子揽
住说“慢慢走”；看到前一天身体不
舒服提早回家的学生，她要去问
“今天好点了吗？”温柔的校长对学
生也很讲原则：看到低年级的学生
家长帮孩子拉着拉杆书包走进走
廊，封莉容一边去和家长交流，一
边把书包从家长手中取过来交给
孩子，“来，自己的东西自己拿。”

清晨的上千次鞠躬，封莉容乐
在其中。“他们都说这样弯腰会很
辛苦，我倒没什么感觉。”封莉容
身材瘦小，声音轻柔但语速快。
“教师不只是‘言传’还要‘身
教’，鞠躬、问早其实是出于我对
教育的敬畏、对孩子的敬畏。”封莉容说，她希望孩子们
体会到，学校是他们和老师的家，他们和老师是互相尊重
和关爱的。

这样的仪式，封莉容自从教起就开始坚持了。 1980
年，她毕业分配到宋庆龄亲自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幼儿园，
1983 年成为副园长， 1991 年牵头创办宋庆龄幼儿园并担
任园长， 2010 年开始担任上海宋庆龄学校校长。

当老师，是封莉容十几岁起就有的理想，后来成为教
师，她把这份工作当作“人生最大的幸运”。

“我觉得，教师是最能影响别人的职业之一。”封莉
容说。

严苛又宽容的教育管理者

“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宋庆龄的这一理念深
深刻在封莉容和学校老师的心里。朱素静是宋庆龄幼儿园
现任园长，也是封莉容一手培养出来的“徒弟”。她记
得，封老师在幼儿园建设设计之初，就坚持把最好的环境
提供给孩子，直到今天，正副园长 4 人仍共同挤在一间
15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更多的空间都拿去做了孩子
们的活动室、教室等。“封老师说，不要总是待在办公
室，园长的工作是在一线，多去看孩子们在做什么。”

朱素静说，封老师为人谦逊温和，但她对制度执行有
严苛的要求。“比如，幼儿园规定老师不能收家长任何礼
物，曾有一位老师收了家长一张月饼券，封老师非常难
过、也感到可惜，但还是要求那位老师离开了学校。”

在管理制度上坚持一视同仁的封莉容，对教育却坚持
“不能用一把尺子测量所有学生”，她带领老师们探索
“因人而异的教育”。

封莉容反复说：面对一群孩子，老师要“允许”他们
有的走得快一点、有的走得慢一点。“而且要相信，孩子
今天走得慢的不是一生的慢，因为你的包容、信任，他的
步伐可能会越来越快。”

这样的包容背后是学校老师对每个孩子细致的了解，
其中包括许多功课。例如，新生入学，学校的老师要了解
孩子的家庭环境：有没有兄弟姐妹，是父母还是祖辈带大
的，甚至要了解到孩子是不是早产儿——— “不同的成长环
境塑造了孩子不同的性格和特点，老师了解得越多，教育
就越有针对性。”封莉容说。

在宋庆龄学校小学部，班主任的“办公室”是设在教
室内的。“这样老师不会离开孩子，不会有从教室到办公
室的‘环境切换’，能有更多时间和孩子互动。”封莉容
说，老师们批改作业、填写家校联系册等办公的样子，也
是“身教”：对待自己的事情，应该这样投入、负责。

为民族复兴办教育的接力人

宋庆龄学校隶属由宋庆龄创办的中国福利会，学制上
为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在职教师近 200人，
其中外籍教师占 40%左右，中国部和国际部并行交融，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此碰撞融汇。

“封校长的教育理念深深影响着学校，这让学校有很
棒的氛围，老师们的忠诚度也很高。”宋庆龄学校国际部
中学校长、来自美国的麦琪博士说，封莉容对孩子的爱和
对教育秉持的追求让她非常受触动，也非常认同。

封莉容也很明确，学校既是世界了解中国的窗口，
也是中国了解世界的平台，而学校的教育一定是有“中
国根”的。“我们希望这些孩子有国际眼光和全球意
识，但不管走到哪里，都记得中国，有中国情怀。”她
说。

“为民族复兴，办世界一流学校”，这是封莉容现在
的理想。“让我感到欣慰和庆幸的是，这样的梦想已经成
为学校教职工团队的共识。”梦想萌生之初封莉容就知
道，这是几代人的事情。“我喜欢那句话：功成不必在
我。是否能看到最终的结果不影响我们今天的奋斗，我愿
尽我所能做好这个梦想的接力人。”封莉容说。

“因为你”，我们“散发着自信”
“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厦门六中展示“教育最美的样子”

▲清晨，封莉容在上海宋庆龄学校迎接学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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