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周口市文昌中学校长朱贵华自踏

上教育岗位的那天起!一直致力于教育

返璞归真的研究"

!"

多年来! 当过教

师#班主任#副校长#校长的他认为!教

育要回归本真! 育人比学知识重要!注

重教育过程比仅仅关注成果重要" $办

真教育!育真人才%成为他从教多年以

及自己教育子女积淀的珍贵经验"

朱贵华以一个故事向记者诠释了

他的教育理念和思想" 故事内容大致

如下&

教育如农耕" 有一个故事让人感

触很深!从前有个人种了一棵葫芦!细

长的葫芦藤上长满了绿叶!慢慢地!结

了一些小葫芦!真是逗人喜爱啊' 有一

天!他看见葫芦的叶子上有些小蚜虫!

这时候!邻居也看见了!就劝他赶紧治

虫子" 他却不以为然! 自己要的是葫

芦!干吗给叶子捉虫呢( 又过了几天!

葫芦缺水了! 邻居劝他! 葫芦该浇水

了! 他依然不以为然! 自己要的是葫

芦!干吗要浇水呢( 没过几天!小葫芦

变黄落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好的过程

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 学生的成长是

一个漫长的动态发展过程!我们对学生

不能以 $一时成败 %论英雄 !更不能以

$一时好差%定终身"学生的成长过程管

理好了!结果自然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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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肩负时代使命的周口市文昌中学
记者 刘华志 王珂 通讯员 徐其运 朱艳丽 叶九辉

市委书记徐光心系学校建设 市长刘继标来校慰问 !!

周口东新区主任建志在!文昌杯"征文活动颁奖典礼上致辞 !!!!!!

市教育局局长张学成在文昌中学落成暨第
!"

个

教师节庆祝大会上致辞

美工社团在展示自己制作的汉服

呼啦圈社团在表演

科技航模表演队

朱贵华校长启动文昌爱心资助基金

班主任带领学生进行课前经典诵读

求真大课堂上小组讨论
在开学典礼前#家长和孩子在心愿台上共同许下新年愿望

年轻勇于担当的文昌人

!"#!

年!乘着周口市委"科教兴周战

略#的东风!由周口市委$市政府$市东新区

管委会倾力打造! 投资
$

亿元创办的周口

市文昌中学应运而生% 市委书记徐光亲笔

为该校题下&砺学弘文$昌达天下#的校训%

&作为首任校长! 我决心担负起各级

领导和几十万城区市民的期待!要打造周

口教育新典范!创造出新时代下的教育新

模式!让自己痴情深厚的教育情怀落地生

根% #这是朱贵华担任周口市文昌中学校

长之初作出的承诺%

一年多的时间! 周口市文昌中学在

&做真教育#的办学理念下迅速发展!在校

学生突破
%$&&

人! 近
!&&

名师生获得国

家级$省$市级荣誉称号%该校先后获得了

全国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先进单位$ 全国

&爱阅读#榜样学校$全国经典诵读百佳示

范校$周口市人才工作先进单位$周口市

电化教育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被上级领

导称为&文昌速度#%

'教育时报(总编刘肖有一个要在豫

东办好"最具成长力)教师颁奖典礼活动

的梦想%

!&#%

年
%

月
!%

日!他来学校考察

后说*&我做记者
!&

年来! 第一次来到建

校还不到一年的学校!第一次看到如此年

轻又充满朝气的教师队伍!第一次看到发

展如此迅速的学校% )决定把
!&#'

年第六

届&最具成长力)教师颁奖典礼活动在文

昌中学举行%

返璞归真的教育理念

&教育要回归本真!育人比学知识重

要!注重教育过程比仅仅关注成果重要% )

朱贵华告诉记者! 学校一直坚持做真教

育!不仅要让学生幸福地成长!要让教师

感受真正的幸福!而且还要让学校得到真

正的发展%

学校提出&一年成型$二年有声$三年

成名)的方略!以&高$严$细$实)的理念打

造精品学校! 以 &一品教育)&国学熏陶)

&感恩教育)打造文昌中学教育特色%该校

完善的基础设施$一流的教师队伍$先进

的办学理念$凸显的办学特色$严格的管

理制度!使学校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呈现

出名校办学的风范%

该校将课堂名字定为&求真大课堂)!

以&真)字作为学校一切教育教学和管理

的衡量标准%朱贵华说!求真就是要真教$

真学$真严$真爱$真实$真会%为提高课堂

教学效果!该校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课堂教

学方法+++"七音和鸣)%分管教学工作的

副校长徐其运用 "

#!$%'()

)!即哆来咪发

唆拉西)来诠释"七音和鸣)法% "

#

)就是一

个学习目标,&

!

)就是提前两分钟进班!布

置
!

个任务-出示目标$检查学情.,&

$

)就

是准备
$

个本子!即学情检效本$跟踪本$

纠错本,&

%

)是
%

个维度考评!即高速度$

准确度$干净度$参与度,&

'

)是
'

个跟踪!

即节跟踪$日跟踪$周跟踪$月跟踪$学期

跟踪!坚持&抓紧跟踪不放松$我在文昌必

成功)的教育信念,&

(

)是
(

个环节!即激

情导入$自研自探$合作探究$展示质疑$

师生点评$当堂检测,&

)

)是
)

个评价!即

教师的教案$学生的学案$练案$观课记录

的每周业务评价及对学生的即时性$激励

性$长效性评价%

强化文明礼仪意识! 抓好养成教育%

该校对学生实行纪律军事化$ 就餐学堂

化$住宿宾馆化% 学校要求每位学生每天

写'德育成长日记(!并实行&教师承包制)

为学生批改日记!教学生日增一善$日改

一过%每天课前
#&

分钟诵读国学$唱文明

歌曲$整理书桌$准备预习!就餐前文明排

队$手拿口袋书抢时诵读!背诵餐前感恩

词!餐后自觉收拾餐桌$擦好桌面%每周评

选一次 &文明之星)&惜时之星)&美德少

年)张榜公布!让榜样影响激励更多人向

好的方向发展% 每次上学$放学都有严格

的课时设计!每处都有完整的德育活动体

系!每学期都安排感恩教育报告会!每学

期寒暑假都开展情商潜能训练营和&德行

少年$领袖中国)国学训练营%这些做法培

养了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对父母长期不

在家的留守儿童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提升了他们的学习动力% 孩子的成长进

步!让家长们深受感动!不少家长写来感

谢信!表达对学校的感恩$对老师的敬重%

该校以&习传统文化$做大成教育)为

特色!大力推行国学教育!成立了国学研

究会!开设国学大讲堂!定期组织师生开

展国学经典诵读心得分享会%先后派教师

'&

余人赴山东$安徽$郑州等地学习,组织

%&

名家长参加山东曲阜孔子礼仪学校组

织的&家和之道)公益论坛%学校每天安排

%&

分钟经典诵读课!建立亲子共读室!学

生相继读完了 '论语('德道经('三字经(

'千字文('弟子规(%学校还让全体师生收

看钱文忠$ 蔡礼旭解读弟子规的光碟!收

看&核心价值观的解读)电视片!让学生收

录名人名家博客!开展对话钱文忠$对话

于丹等交流活动%

该校把特色教育作为发展的名片!推

出&一班一品一特色)活动%学校建立以班

级为单位的社团组织! 并细分为体育类$

舞蹈类$乐器类$美术类四大类别 !共
)&

个社团% 比如*美工社团制作汉服进行表

演! 每一次都让在场的观众潸然泪下!为

自己是一个汉唐中华子孙而骄傲!为着汉

唐服装而自豪%学校出版了'求真大课堂(

'走在成长的路上('花季无悔('中学生科

技创作('班主任德育思想录('国学之蕴(

'家和万事兴('共创一个梦 和韵文昌之

家校共建('&文昌杯)文明我先行 共筑一

个梦(主题征文作文选等校本教材% 为丰

富校园文化生活!学校邀请中国政法大学

的霍登科!历史文化学者王少清!青少年

心理教育专家张海选$万礼彬!周口市中

心医院妇产科主任杨莉!河南国学院的施

柳贞$王福琪$杨茹梅以及国内外优秀大

学生对学生进行国学诵读和教育$演讲比

赛$法制教育$梦想目标教育$青春期心理

和生理教育等活动% 在该校首届&做大成

教育 展青春梦想)文化艺术节活动中!有

一项活动叫珍藏十年&心愿瓶)!当满载学

生梦想的心愿瓶准备珍藏时!晴天出现了

彩虹!让在场的领导$家长$学生很惊叹!

说文昌中学的学生目标远大!定有大才出

现%这些有意义的活动对广大未成年人的

身心健康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办家长满

意的教育! 家长满意了! 人民也就满意

了% )朱贵华说!他的理想是和学校教师一

起把文昌中学建成一所让学生知书达理$

快乐学习$身心健康的学校!让他们各有

所长!人人成才!走出校门后成为社会主

义建设的领袖人物%

团结奋进的学校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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