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依托学生而形成，学生构成了学校的本

源，是学生让学校成为生动的学校。从发生的意

义上来讲，是学生受教育的欲求，推动了学校的

兴起。换句话来说，现代学校的发生是建立在教

育的大众化与教育的平等诉求之上。学生的教育

诉求催生了学校和教师的诞生。一所学校，若离

开了学生，就成了空荡荡的房子，就需要被撤除

了。可见，学生乃是学校的根本所在。

一、何谓学生：学生作为向学的生命过程

何谓学生？学生不就是在学校里读书的人吗？

在学校里读书的人称为学生当然是不错的，但这只

是形式化的定义，其中，在学校里是强调场域的特

殊性，读书则是强调功能的特殊性。两者相加，并

不足以揭示出学生何以谓之学生的内涵所在。
学就是学习，生是人的意思。合起来，学生

就是学习的人。真正的学生总是活在学习的状态

之中。学习总是有所学，有所期待。学生之为学

生，总是活在对某种更高事物的希望、欲求与期

待之中。
学生不仅仅是一个名词，是一种静态的身

份，更是一个动词，一种趋向，即成为向学之

生、爱学之生、乐学之生。学生乃是处于学习生

长的过程之中，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学生之

为学生，乃是一个人不断地从现实状态向着理想

状态转化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朝向更高事物、
欲求更高事物的过程。只有当学生始终处于向着

更高事物的开放性的状态之中时，它才真正处于

学习的状态之中，他才能成为实质上的学生。
正如范梅南 （M.V.Manen） 所言:“何谓儿童？

看待儿童其实就是看待可能性，一个正在成长过

程中的人。”[1]1 成长总是意味着新的可能性，我们

看待学生，就是要把学生视为成长过程中的人。
“成长在许多方面都是一个积极的希望、偏好、选

择和奔向某个目标的过程。”[1]46 学生之为学生，

乃是一种动态，一种积极向上的生命状态，是学

生从现实的存在向着理想的存在跃升的过程。
显然，学生不仅仅代表着一种身份，更代表

着一种生命的动态过程。学生不是一种静态的身份

描述，而是一种不断涌动着可能性、积极成长的生

命属性。学生不是被动的盛装知识的容器，而是活

生生的向着知识世界自主发展、自我成长的人。学

生在学校教育过程中所显现出来的向学之心，向着

美好事物积极欲求与进取之心，乃是学生之为学生

的根本所在。学生之为学生的实质就是成为向学的

生命。优良的教育始自学生个体对美好事物的积极

欲求，这也是优良学校教育的核心所在。

二、学生何以成为“向学”的生命

我们来看看当年南开中学学生的生活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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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周的周会上，学校经常会邀请持各种不

同观点的社会名流来演讲，周恩来、冯玉祥、马

寅初、孔祥熙、何应钦、陈立夫、孙科、翁文

灏、王芸生、王云五、胡政之、老舍、曹禺以及

访华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等都在其中。 [2]

———“在那个讲台上，你能获得不少虽然零

碎但却是课堂上没有的知识。你也可以听到各种

不同的声音。”[2]

时事辩论赛也是南开的家常便饭，“战争促

进抑或毁灭文化？”“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得

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谁能获胜？”……让一位

女生永生难忘的是，高二那年她参加全校男女生

两部举办的一次辩论赛会，题目本来是一件生活

琐事，张伯苓校长散步时偶然看见海报，说没出

息，什么时候了，净辩论这些小事。当夜题目就

改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其时离珍珠港事

件爆发、美国参战已不远。 [2]

———无论他们的翅膀多么稚嫩，他们的思考

多么肤浅，他们在校园里获得的这些训练，对开

阔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的世界眼光，终将产生

深刻的影响。
校园广场上到处张贴着他们自办的壁报，内

容五花八门，既有探讨人生，也有关怀国事的，

《健报》 《公能报》 《曦报》 《晨钟报》 《野猿

报》以及以“民间报纸”（区别于班报、校报）

自许的《翔翎报》等竞相争妍，他们甚至通过各

种渠道亲自登门采访邵力子等政要。 [2]

办报、社团活动、演出，是他们兴趣、才

华、理想的萌动，活跃了他们青春的生命，使他

们在实践中学会表达，学会独立思考。
操场上更是南开学子们自由驰骋的场地，每

天下午三点半，所有学生都要走出课堂，融入火

热的课外活动中 （主要是体育活动），如果学生

偷偷躲在教室里做功课被发现的话，要立刻记大

过一次。 [2]

———体育乃是他们展现青春、免于懈怠、提

升自我的重要方式。
开阔的视野、充分的锻炼、主动的成长、个

性的展现、相互的激励，这其中，展现出来的就

是青少年学生身心的充分舒展以及在此过程中展

现出来的对活力、自由、责任、健康、理性等美

好事物的体验。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年学

生，汇聚一起，彼此成为对方的风景，走向共同

成长。没有一个人可以仅靠自己成就健全的自

我。主动的发展，充分的锻炼，个性的生长，共

同的成长，这就是学生之为学生的理想姿态。始

终在学习中，在活泼地成长的状态之中，这就是

学生的精气神。
青少年阶段是一个人求知欲最旺盛、记忆力

最好、想象力最丰富、对一切都充满幻想的阶

段。可以说，每个人在这个阶段都潜藏着无限的

自我生长的力量，优良的教育就是要激活这种力

量，把这种力量引导到合适的方向，使这种力量

得到延续、发展。
好的学校教育总是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体向

学之心。不管个人的天赋如何，进入校门的每个

孩子都能获得自我被激活、被点燃的方式，保持

基于个人天赋与潜能之上的向学之心。换言之，

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就在于是否能充分地唤起学

生，激活他们的向学之心。每个人的天赋是有差

异的，但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有限天赋表现

出其向学的特性。每个人的智力水平、发展程度

各不一样，但只要激发了基于个人实际的向学之

心，其实就是在打开每个人通往未来生活的希望

之通道，激发了每个人自我成人的渴望。那么，

这种向学的特性如何唤起，如何保持？这里特别

强调三点。
一是主动学习以及由此而来的学习兴趣的活

泼生长。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要显现为自己

作为活生生的学习主体的特性，最重要的一点就

是主动学习，爱学习，乐于学习。对于教育而言，

比不停地学习什么更重要的是对学习的爱。学生

之为学生的根本不在于他在不停地学习，而是他

拥有一颗学习的心，学习以欲求学习为基础。对

于年少的孩子而言，爱学习远比学什么更重要。
二是朝向宽广事物，培养开阔的向学意识。

之所以要引导学生朝向宽广事物，培养其开阔的

向学意识，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第一，使学生在

开阔的视野中接受多样的陶冶，避免生命的单一

化。一个人年少的教育经历如果是单一的，则个

人生命必然是单薄的。第二，唯有有了开阔的视

野，学生才有选择的可能性，学会自主选择，由

此实现个性化的发展。向学之心当然是通过对某

些具体事物的学习生成的，但又不局限于所学习

的事物，更重要的是唤起学习的热情。换言之，

我们需要的是通过有限的学习打开通往更宽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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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学习的通道，培育学习的热情。恰恰是从小开

始过于专注的学习，特别是功利化的学习，往往

阻隔、限制了个体通往更宽广事物之热情的可能

性。如果学校教育没有开启年轻个体向着广阔的

文化世界的深入而持久的广泛兴趣，那么其就会

变得太实际、太功利，这样我们就可能不断地培

育出有知识而少文化、有能力而少教养的新人。
三是积极行动与在此过程中的自我肯定、自

我认同，不断发掘自我潜能。向学之心的唤起首

先需要学生的自我肯定，积极的自我认同，只有

这样，学生才可能调动自我潜能朝向学习。湖南

省株洲市中等职业学校探索并坚持“快乐德育”
实践，效果显著。仔细思考他们的快乐德育，其

实不仅仅是德育，而是作为中职学校教育的切入

点，来提升整个学校办学境界。其中的诀窍就在

于切中中职生的特点。长期以来，作为一个特殊

的“弱势群体”，中职生被贴上自卑、懒散、文

化基础差、学习态度差、行为习惯差等标签，边

缘化与自我边缘化就成了他们的基本境遇，自曝

自弃、混日子是不少中职生的常态。中职教育的

出发点就是如何教会学生自信，提高他们的自我

认同，肯定自我，逐渐生长积极的向学之心，寻

找自我发展的方向。必要的自信，积极的自我认

同，是一个人向学之心生长的起点。其实，每一

所学校都应着眼于提高学生的积极的生命状态。
在这里，主动学习与个人兴趣的活泼发展，

可谓向学性生成与发展的灵魂所在；开阔的视野

则是向学性形成的重要条件；而切实的行动以及

在行动中的自我肯定、自我发掘，则是向学性发

展的重要基础。

三、学校教育的真谛：激活学生向学的生命

“儿童不是空空的容器，他们来到学校不只

是让教师通过特别的方法给他们灌输课程内容。
而且，来上学的儿童必定来自某个地方。教师需

要了解一下孩子们带来了些什么，他们目前的理

解程度、心境、情绪状况如何，他们是否已准备

好了应付学科学习和学校世界。”[1]1 儿童不是盛

装知识的容器，学生成长的过程并不是盛装知识

的过程，而是以学习知识为依凭，自主发展、提

升自我、融入社会的过程。唯有当他们从各自的

背景、基础、心境之中涌现出对学习的爱时，其

自主学习、自我提升才有可能。学校教育的着眼

点就是尽可能地尊重、了解他们各自的背景、基

础、心境，充分鼓励学生，给他们提供充分的机

会，引导他们找到学习的门径，体验学习的快

乐，同时也收获学习的成功，以此来不断地激励

并保持他们的向学之心。
钱学森回忆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

（1923-1929 年） 时说到：“现在的父母对教育孩

子很费劲，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这样受罪。
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回家，不怕考试，

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的，班里最好的学

生考 80 分就行了。不死抠课本，提倡多看课外

书。学校的选修课很多，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

天午饭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

识。当时虽然学校很穷，经费不足，但是实验做

得很多，化学实验室对学生随时开放，强调对学

生诱导而不是强迫，因此，学生的求知欲强。当

时高中有些课用英文讲，到了高二要学第二外

语，设有德语、法语。外语是情景教学，重视创

造语言环境。相比而言，现在的教育限制太死，

要培养孩子们多方面的兴趣。我主张学生多学点

文言文，可以采用多种教材。”[3]

这段话可谓从基础教育视角，对钱学森晚年

提出的“钱学森问题”的直接回答。一个人如何

在学校教育中培养持久的向学之心，无非是依赖

这么几个条件：“放了学在学校里玩，不天黑不

回家，不怕考试，不突击考试，没有考不上大学

的，班里最好的学生考 80 分就行了”，这里讲的

是减少外在压力，让学生拥有足够的学习自由，

这也是向学性培育的首要条件；“不死抠课本，

提倡多看课外书。学生的知识面很广，每天午饭

后，在教室里交谈感兴趣的各种科学知识”，这

里讲的是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培育活泼的兴趣；

注重实验和外语的情景教学，这里讲的是重视活

学活用与动手能力的培养。有了这些基本条件，

那些具备足够资质的人自然地就会走向卓越人才

之路。而普通个体也会学得愉快，学有所获，让

自己享有一段良好的学校教育经历，并走向属于

自己的成功。
我们前面提到闲暇作为教育的必要条件，就

是强调学生在学校里不能让学习活动牵着走，而

要倾心于当下的学习交往本身，只有这样才能培

育出纯粹的求学热情，否则就会成为学习的机器。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过程之中，也是同样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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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那就是教知识固然重要，但比教知识更重要

的是唤起学生学习的热情，激励学生的向学性比

强求学生学知识本身更重要。甚至大学也一样，

激发大学生求知的热情与探究之心比教知识本身

更重要。儿童鲜活的生命中总是涌动着各种自我

生长的力量，优良的教育就是充分地激活这种力

量，并把这种力量引导到合适的方向。
显然，就学校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其实就是

两条：一是给学生创造条件，提供学生自主锻炼

的机会；二是创设情境，激励学生的自我成长。
第斯多惠 （F.Diesterweg） 这样说：“怎样才能使

学生愿意学习，怎样使他在学习一门学科时引起

愉快的感觉？第一，对学科要有热爱的态度：教

师对学科的热爱会传导给学生；第二，你先要使

学生在学习时有向学的愿望；第三，不言而喻，

讲述学科要合乎教学论的原理；第四，这是主要

的，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意识，使他感到知道一些

东西并且会做一些东西，感到他是在前进。”[4]

这里涉及到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下教育行

动的根本目的就是此时此刻学生的发展本身，也就

是学生当下生命的被点燃、被激活、被唤起本身，

让他们在当下被充分激活的生命体验中，找到自我

成长的方向与路径，而不是为了将来的考试，或者

其他目的。这实际上就是杜威 （J.Dewey） 的教育

即生长，除了生长以外没有别的目的的另一种表

达。“教育即生长”，其实质就是要使每个人的

天性和与生俱来的能力得到健康生长，而不是把

外面的东西灌输到容器中去。正如柏拉图在《理

想国》中所言：“教育并不像某些人在他们的职

业中所宣称的那样，他们宣称他们能把灵魂里原

来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里去，就好像他们能把

视力放进瞎子的眼睛里去似的。” [5]在柏拉图这

里，求知乃是每个人灵魂里固有的能力，教育无

非就是激活、焕发这种能力，并把它们引导到合

适的方向。唯有从自我生命中涌动着美好事物的

欲求，一个人才能不断地保持灵魂的开放性，善

于接纳更高事物，不断地自我成长才有可能。学

生究其实质而言，就是一种不断涌动美好事物欲

求、趋向自我完善的生命姿态。

四、向学性的形成与“被学习”状态的超越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6]

2012 年 11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程代展陷入困惑，他在清华的学生博士萧杨 （化

名） 突然放弃留校继续做科研的机会，与北京一

所重点中学签约做数学教师。程代展在博客上写

下 3000 多字的长信，表达惋惜与困惑。
新京报：为什么极力反对萧杨放弃科研？

程代展：他是我从事科研 30 多年来见过最

有天赋的学生，是科研界很少见的好苗子。他在

清华读了四年本科，数学功底打得很扎实，头脑

很灵活，他善于发现问题的实质，并提出解决方

案，和他讨论数学是一种享受。他也非常勤奋。
已经有三所国外的大学邀请他去读博士后，他的

科研前途很光明，就这么放弃了，太可惜了。
萧杨：我深知程老师对我寄予厚望，我说出

来他肯定非常失望的，我甚至一直在想就这样坚

持搞科研搞下去，但真正到了该抉择的时候，我

还是选择了自私地按自己的意愿。
退出科研界是因为很累，也没觉得自己是很

有能力的人。（此前一直坚持科研） 不是程老师

强迫的，只是因为我从小被教育成“听话的好孩

子”，只要别人给了我任务并且应该是我做的任

务，不管我喜不喜欢，都会尽力去完成，不只是

科研问题，甚至是帮实验室干杂活，都是完成得

既快又好。这样的结果就导致了程老师以为我喜

欢做科研。
一个称得上数学天才的青年骄子却对数学研

究本身毫无兴趣。这里折射出来的问题，几乎是

悲情的：像接力棒一样传递的教师，苦心培育的

人才，竟然对学习以及其后的科研本身并无兴趣，

而不过是基于“听话的好孩子”的驱动而已。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很有思考价值：萧杨没

有选择基于他难得的天赋同时也对我国科学事业

发展更有价值的数学科研，这里确实折射出我们

这一代孩子在襟怀上的偏狭，但仔细思考，如果

反过来，尽管萧杨对数学本身并无兴趣，但却基

于社会责任感选择继续做数学科研，这就一定是

合适的么？或者说，他究竟会不会沿着导师和社

会所期待的那样成为杰出的数学大家，而不会半

途而废呢？甚至，让他从事自己毫无兴趣而只能

从中感受到累的职业，对他本人是不是就是道德

的？从教育而言之，其中核心的问题还是学习兴

趣从来就没有被真正激活。
好在他还有自知之明：“我肯定不是科研界

需要的人才，对科研没有兴趣的人不可能作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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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意义的成果，我希望自己是教育界需要的人

才。”萧杨表示，对去中学当教师充满期待，他

很喜欢教会别人知识的那种成就感。他对当教师

有兴趣，如能成为一个杰出的教师，也不失为一

个不错的选择。
反思萧杨的成长历程，从咿呀学语到博士毕

业，可谓顺风顺水。但如果要问，他读书快乐

吗？或者他在读书中得到了足够的快乐了吗？可

能这个问题就比较棘手。萧杨的成长可谓“被学

习”的典范，他所经历的学校教育，或者说，他

在学校教育中的成功，说白了就是利用了他的个

人天赋。读书对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一种乐趣，

毋宁说是一种任务；与其说是他在读书，毋宁说

他是在被读书。
缺少了纯粹求知冲动的驱使，一个人要长久

而富于创造性地从事知识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

的。这里又回到“钱学森之问”，我们之所以没

有培养出足够多的高端创造性人才，一个关键的

原因正是我们自幼就缺少足够的兴趣，成年之后

更加缺乏纯粹求知的内驱力。这意味着萧杨的问

题其实不仅仅是属于他个人，而且也属于我们整

个社会。
一个人为什么成年后能保持旺盛的求知欲？

关键在于年少阶段能享受学习，养成积极向学的

生命特质。换言之，年少阶段其实就不是用来学

习的，而是用来准备学习的。也就是说，年少阶

段的学习一定是享受学习比学习什么更重要。恰

恰一旦从小开始，就以学东西为目标，而不是以

准备学习为目标，孩子的学习热情本身就很容易

被抑制。年少阶段的好奇心与对美好事物欲求的

开启，可谓一个人向学性形成的关键。从个体素

质发展而言，好奇心、想象力与热情的唤起，可

谓核心素质。这提示我们，早期教育的关键问题

就是好奇心与探玄钩奇过程中所获得的美好事物

的经历。
如果一个人年少时期学业压力过大，那么他

不仅无法享受学习，更重要的是不会扩展天然的

好奇心，促成向学特性的形成，由此而抑制向学

之心的生长，为成年后对学习的厌烦打下基础。
成年以后，我们更多地习惯于快餐式的阅读、学

习，难以专注于挑战心智的、不乏艰深的学习活

动。苏格拉底等人所奠基的西方求知传统，就是

要免于职业的考量，而保持纯粹的求知兴趣。我

们缺少的就是向学的热情，我们从小就习惯于功

利化的学习、任务式的学习，每天的学习就是完

成任务，应付考试。一旦离开了应试，我们反而

不知道自己该学习什么。
唯有当一个人年少时期内在地激活了向学

之心，他才可能逐渐地拥有纯粹的求知热情。
这种纯粹的求知热情才是可以持久的、贯穿一

生的。一个人成功的重要条件就是能较早地认

识到自己愿意做什么，能做什么，而且能一直

坚持下去。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循

序渐进，依照不同年龄阶段儿童发展的特点，

想方设法孕育向学之心，培植向学的生命，激

励这种生命，扩展这种生命，让个体活在向学

的生命意向之中。
学习的热情比学什么更重要，换言之，个体

如何进入学习中的生命姿态比学什么更重要。当

然，学习热情的培植也是以好的学习内容为基

础，缺少了合适的学习内容，学习热情也是空乏

的。关键在于，有好的内容，还要有恰当的方

式，让个体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学习的意义，从

而迸发学习的热情。享受学习才会自然地让个体

身心充分融入学习情境之中，学习也就自然地成

为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强加于个人生活之中的

异物。一旦学习毫无热情，不足以激活个体的好

奇心与想象力，学习反过来成为无时不在的压

力，学习就不过是个体生命不得不承受的负担。
一旦学习成了个体向学之心不断生长生成的过

程，学习就不再是负担，而是个体生命生长的涌

动着的资源和动力，是个体生命成长的阶梯。

五、生命气象的提升：激励学生向学性的

根本指向

如果说学习什么是理智的行动，那么向学

性的唤起则是完整生命的姿态。学校教育不仅

仅是开启人的理智，成就人的理智，更是激发

人的完整生命，成就人的生命健全，或者说成

就个体健全、蓬勃的生命气象。前面说到向学

性的培植关涉杰出人才培养的问题。这还是着

眼于未来，着眼于民族、国家发展的需要来谈

论。其实，启迪学生的向学性，不仅是指向未

来，更是指向学生的当下，也就是提升儿童的

生命气象。
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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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质朴胜过文

采，就显得粗野，文采胜过质朴，就显得虚浮。
文采和质朴兼备，然后才能成为君子。这里讲的

其实就是一个人质朴的生命力，也就是基于自

然天性而显现出来的生命力与后天教化的平衡。
教育乃是文化与生命之间的行动，是文化与自

然生命在个体发展中的辩证统一。文化给生命

以引导，鲜活的生命让文化充满活力，让教育

富于生气。正是基于自然之质朴天性的生命活

力给个体成长注入绵绵不绝的生气。朝向文化，

而又不失自然、质朴的天性，这就是个体健康

成人之道。
早在 1930 年，蔡元培先生提出现代中学生

的三个基本条件，虽然其中的内涵可谓老生常

谈，但却富于启发：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

捷；骆驼样的精神。狮子样的体力，一是“与世

界健儿，一较好身手”；二是“以健全的体力，

去运用思想创造事业”。猴子样的敏捷乃是期待

中学生今后在“求学做事两方面，立振颓风”，
“学‘猴子样的敏捷’，急起直追”，不要有颓废

气息，少年老成，二十岁的人六十岁的心脏。骆

驼样的精神乃是期待中学生能担负起“对于学术

上的责任”，“对于国家的责任”，“对于社会的

责任”。[7]

我们可以细想一下：蔡元培的提法跟德智体

全面发展有什么不同？对我们有什么启示？最大

的不同在于，蔡元培不是停留在静态的素质结构

上，而是立足于活生生的生命精神。显然，我们

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静态的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

而是每个人多方面素质的生动活泼的健全发展。
有意思的是蔡元培后面还补充了两点———

“美术的欣赏”及“自爱和爱人的美德”。爱美和

爱人，孕育个体爱世界和爱人的情感态度，正好

构成个体发展的基础，孕育、提升个体向学的生

命。如果说狮子样的体力、猴子样的敏捷、骆驼

样的精神是个体发展的方向与内容，那么对审美

之爱与德性之爱，无疑构成了发展的基础，温润

着个体生命。
学校教育不仅有传承文明、作育人材的使

命，同样有更新教育气象，激扬生命理想的责

任。两相比较，后者更为基本。学校涌动着的应

该是活泼向上的生命气象。梁启超写于 1900 年

2 月的 《少年中国说》，所谓“少年智则国智，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

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

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

于地球”，今日读来依然让人血脉喷张，这其中

传达的正是少年生命气象的显现与发扬。时至今

日，青少年儿童在家庭、社会中的重视程度可谓

前所未有，但少年气象则难免在各种应试化的训

练之中，在成人世界寄予儿童的各种要求的挤压

中，支离破碎。
学生就是在学习状态中的儿童，是在学习中

生活、在学习中成长的活生生的生命。学生代表

着一种蓬勃的精神，一种向学而生的生命状态。
学校教育作为积极成就学生的实践，就是要扩展

学生的生活，促进学生的生长，提升学生的生

命，孕育民族健全的少年气象。健康的体魄，发

达的兴趣，蓬勃的热情，宽广的视野，开阔的襟

怀，这就是少年气象。今天，我们试图重新来解

释学生的内涵，其要旨就是要培育年轻一代健全

的生命气象，激扬蓬勃向上的生命理想。
学生应该是意气风发，而不是少年老成；学

校应该是朝气蓬勃，而不是暮气沉沉。重温“吾

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彰显年轻人可贵的精神

气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苟日新，又

日新，日日新”，这其中蕴含着人类、民族美好

的教育期待和积极的生命气象。培育学校教育积

极的生命理想，努力提升我们时代、我们民族和

国家年青一代的生命气象，这是多么迫切的教育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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