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是通过心与心的碰撞、通过平
等的交流而达到的。 在桃源县一中，师
生间沟通与交流，无不流淌着细腻而丰
富的情感。

“情感教育”是桃源县一中践行教
育讲科学的另一把钥匙。

“其实很多学生的问题不是学习造
成的，而是源自情感缺失。 ”基于情感教
育，燕立国提出了“中医理论转化后进
生”办法：对后进生的教育，绝对不能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老师应该全面
关心学生的学习、情感、家庭、生活，综
合找出孩子的问题根源。

多年从事班主任工作的王云老师
对“情感教育”很有共鸣。 王云教过一个
叫小蒋的学生，他平时调皮捣蛋，搅得
全班同学不得安宁， 成绩更是一塌糊
涂。 学习的煎熬、家长的失望，让他萌发
了退学的念头。

关键时刻， 王云极力挽留了小蒋。
“说实话，如果这个学生离开班级，我这
个班主任要省心不少。 ”王云说：“但我
还是选择挽留他。 在朝夕相处中，我与
学生产生了情感，我不会放弃任何一个
学生。 ”最后，小蒋凭借艺术才能考上了
重点大学。

在桃源县一中，比起优等生，后进
生的待遇更加“高人一等”，享有“谈话
优先、座位优先、辅导优先、作业批改优
先”的四个优先权。

“桃源县是劳务输出县，一中的学
生大多来自农村， 其中单亲家庭孩子、

留守儿童占到 60%以上。”燕立国说，老
师在关怀后进生时，出发点并不是要让
他一定考上大学，而只是想尽量给他爱
的温暖。

“当情感教育深植于心时，其影响
将伴随孩子一生！ ”燕立国从抽屉里拿
出一封信。

“因为一个地方，你会爱上一些人；
因为一些人，你会爱上一个地方。 ”这封
信来自 2013 届毕业生周宏磊， 他考取
空军航空大学后，将第一个月所得补贴
600 元寄回母校。 孩子的想法很朴实：
他爱这所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感激之
情无法言表，人生挣得第一份“工资”一
定要回馈学校。

回馈学校从来不是情感教育的重
点，但情感的传递却让母校成为一中学
子心中永远的羁绊。

为母校赠送革命先驱宋教仁先生
的白玉雕像、捐建雨虹图书馆、设立“科
力远”奖学金、“正东正松”专项奖学基
金、“迪文科技”专项奖教基金，用于奖
励桃源县一中在校优秀学生和优秀教
师……在校友捐赠信息名录上，一串串
名字背后是割舍不掉的一中情谊。

110周年校庆的钟声即将敲响，桃源
县委、县政府投入 1.6亿元支持一中提升
办学条件、改善硬件设施：绿化与文化景
观建设让校园十步一景，气派的校门即将
完成改建，北临一中大门、占地面积 29亩
的桃源县体育馆进入竣工倒计时……

寻着教育之根，桃源县一中走过历
史，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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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教育之根
———写在桃源县一中建校 110 周年之际

张笛 卜云 钟明富

又是一年教师节，从 1985 年国务院第
一次将 9 月 10 日确定为中国教师节， 如今
已迈入第 33 个年头。今年的教师节，于桃源
县一中而言更是值得大书特书。

110 年前，风雨飘摇的国土上，“少年强
则国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此起
彼伏的时代呐喊声中， 桃源县一中应运而
生。

沧桑百年，桃源县一中七易校名，设址
十处、转徙十一次，从此走出的近六万名校
友前赴后继，写下了一部生生不息、波澜壮
阔的学校发展史。

叩问历史，桃源县一中孜孜不倦地追寻
着教育之根，正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方
能流长；立于当下，桃源县一中研精究微，以
个性化教育引领了一个地区的教育新思潮。

今年校庆前夕，桃源县一中喜报频传。面
对佳绩，校长燕立国却谦虚地说：“诚然，桃源
县一中有一些大家交口称赞的‘金字招牌’，
高考成绩就是其中之一。但在我们心中，还有
许多高考之上的东西。 ”

什么是高考之上的东西？
作为常德市首届“翦伯赞教育突出贡献

奖”获得者，燕立国认为，要做好教育、办好学
校，还需要教育者的情怀与社会责任。

20 多年前， 燕立国还是一名普通教师，
接手了一个“差班”，全班模拟考试成绩都不
理想。 接下来怎么带？

“如果永远将成绩摆在第一位，甚至只看
成绩， 那很多老师一定会选择重点关注成绩
好的那一拨，对于‘后进生’听之任之。 ”但燕
立国却并不认可这种做法， 他认为教育者该
有教育者的情怀，不应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于是，他反其道而行之，从最后一名学生
抓起， 精神上给予鼓励并利用课余时间辅导
课业。“后进生”最明显的进步是学习态度的
端正，当学习兴趣一点点激发，成绩自然不断
提升。

燕立国不放弃“后进生”的做法更是在全
班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当“后进生”都奋起
直追时，全班的学习氛围异常热烈。 当年，这
个曾经的“差班”创造了年级升学率第一的奇
迹。

教育者的社会责任是什么？ 燕立国一直
在思考。

过去，桃源县一中和许多地方一样，招生
凭的是一张卷子， 依据中考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能进一中的学生寥寥无几，导致下面一
些乡镇学校越办越艰难， 家长送孩子读书的
热情也不高了，教师工作没有积极性，热情也
不高。为了不被‘剃光头’，有的乡镇办重点班

‘拔苗助长’，把其他的孩子甩在一边。 ”此情
此景，着实让燕立国忧心忡忡。

为此， 桃源县一中放出了一个足以改变
“桃源教育版图”、 惠及子孙后代的“大招”
———基于义务教育均衡，“分指标到校”。

2014 年起，桃源县一中更是按照乡镇的
在籍学生人数和中考的平均分数， 把招生指
标全部下放。

过去， 几所薄弱学校考入桃源县一中的
仅 20 人，今年一跃升至 56 人。原来仅 1 到 2
个学生考取一中的西安镇中学今年考入 14
人，真是惊人的数字！

说起“指标到校”，家长文智慧十分激动：
“过去几乎看不到希望， 家长和孩子都想放
弃。我也曾准备送孩子去县城读书，无奈金钱
和精力都不济。现在不同了，能够在乡镇学校
考取县一中， 不仅减轻了我们这些普通家庭
的负担， 还开辟了一条山区孩子通往未来的
路。 ”

一份关于教育公平的社会责任， 让薄弱
学校的平均分上来了，教育质量提高了，接受
优质教育的孩子越来越多。

过去，老师上课的特点就是“讲”，先讲知
识，后讲习题。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燕立国对
此深有体会：“将心比心， 老师抓紧一切时间
不断讲，学生厌烦，实际效果也不好。”是否有
其他教学规律可循， 改变学生被动听、 被动
学，提高教学效率呢？

于是， 从走上讲台成为一名普通物理教
师开始，燕立国始终在探索教育的规律。

十年砥砺，始有小成。
熟悉桃源县一中的人都知道， 桃源县一

中有三不：一不加班加点，二不乱印资料，三
不搞题海战术。

不拼时间，不拼体力，如何保证教育教学
的高质量？

“我们的质量之所以‘长盛不衰’，归根结
底， 靠的是对教育科学的尊重和对教育规律
的把握。”燕立国向我们介绍，向课堂要效益，
是桃源县一中教育讲科学的一条重要法则。

科学的课堂不是“满堂灌”，而是要遵循
以学生为主体，以问题为引领，桃源县一中将
之称为“生本课堂”。

“‘生本课堂’不是生硬的口号，具体落实
到课堂要做到‘将四个权利完全下放给学生
不含糊’，这四个权利是：思维权（思）、演练权
（做）、表达权（说）和归纳总结权（悟）。 ”语文
老师刘丽萍举例介绍，在她的课堂上，首先她
会提出问题， 让同学有充分的时间思考和动
手演练操作， 同时创造机会鼓励学生自我表
达，最后，对于所有知识点，先让学生自己归
纳总结，在“悟”中升华。

采访后，我们走进刘老师的课堂。原本是
有些枯燥的文言文翻译课， 刘丽萍却将所有
学生的积极性都调动了。 文言文词句如何翻
译？同学自己练、自己讲、自己分析规律，刘老
师适时用幽默的语言做补充。整堂课下来，所
有同学都参与了。

另一方面让我们意外的是， 对于其他中
学普遍重视的数理化全国竞赛， 桃源县一中
并未专门开设竞赛班。“为了竞赛而竞赛，这
不是教育的目的，竞赛与正常学习要兼顾，这
才是双赢。 ”生物老师单湘华认真地说。

充分发挥效率的“生本课堂”让桃源县一
中在此类竞赛中同样取得优异成绩：2012
年， 周潇翔同学获得全国中学生生物联赛一
等奖。

“对单湘华这样的年轻教师来说，要接受
‘生本课堂’是比较容易的，而对于一些有着丰
富经验的老教师来说， 改变起来却不那么容
易。 ”燕立国向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学校有一位
老师，刚开始对“生本课堂”有些抵触，一直坚持
用“满堂灌”的方式上课，学生学习热情不高，老

师筋疲力尽，成绩却毫无起色。 期末总结的时
候，这位老教师找到燕立国倒了一肚子委屈。

燕立国不动声色，给他打了一个比方：“如
果一个人消化不良， 你还一个劲地喂他吃排
骨，他又怎么消化得了……我们要重视学生的
差异，更要尊重学生的差异，对于那些基础差
的学生，应该先喂‘豆腐青菜’，再喂‘排骨’。 ”

听了燕立国的话， 老教师开始尝试接受
“生本课堂”，再也不“满堂灌”了。 一个学期下
来，老教师所教班级的成绩破天荒地进入了年
级前列。 在期末总结会上，这位老教师由衷地
感叹：“燕校长的‘排骨理论’真是有一套啊！ ”

“其实，‘排骨理论’正是‘生本课堂’最直
观的体现。 课堂上，不用抢占时间、不靠强势
个性，段考、期考和高考成绩自然而然名列前
茅。 ”燕立国说。

“生本课堂”教育了优秀学生，同时也培
养了优秀教师。 桃源县一中师资队伍的再生
能力和造血功能特别强。燕立国说，对于一所
县级高中来说，教师流动是必然的，学校虽然
每年都有教师被调入市级或省级学校， 但这
并没有伤学校的“元气”，更没有影响学校的
教学质量，因为学校通过落实“生本课堂”，让
每位教师保持先进的课堂教学理念， 落实好
教研活动，让新教师得到了快速成长。

近几年来， 桃源县一中不再从县里其他
学校抽调老师，不搞恶性循环，而是通过“进
一等兵，不进三等兵”以及“青蓝工程”，确保
县域内师资的有序平衡发展。

教育者情怀：
“高考之上我们还有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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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校园。

桃源县一中第 61 届校园运动会。

学生活动。

明溪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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