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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悟道，立己达人”
教育人生的四个关键节点

羊城晚报：卸任华附校长后继
续上任广州中学首任校长，一晃又
4年过去。这一段时光是否弥补了
您校长生涯当中的某些遗憾？

吴颖民：华附是省属学校，广
州中学是区属学校，这是两所很不
一样的学校，我担任华附校长，做
好传承就好，但广州中学更多是要
创新，要有新的理念和架构，同时
要做许多顶层设计和安排，这对我
来说确实是巨大的挑战和考验，但

也使得我的教育人生更加完整了。
广州中学的前身是天河区属

最好的学校广州市第四十七中，
有很好的传统和育人氛围，也有
一批特别优秀的老师，所以广州
中学有非常好的一个办学基础，
但既然以“广州”命名，并且社会
对这所学校寄予厚望，所以必须
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提升。

羊城晚报：您给自己的教育
人生打多少分呢？

吴颖民：80分吧。只能算良
好。

羊城晚报：如今您已七十古
来稀，但却依然精神抖擞，荣光焕
发，是怎样的精神让您一直坚守
在教育这片热土上？

吴颖民：那些在浩瀚宇宙上
运行的行星，在能量没有耗尽之
前，始终忠实地工作在既定的轨
道。我，就像那些闪烁在熠熠天
宇中的行星一样，虽然已经卸任

校长职务，但能量仍在，所以还要
在“教育”的轨道上继续运行。这
也是我作为一名杏坛老将初心不
改，荣休未休，继续着“拉着犁杖
用心耕”的岁月。

羊城晚报：接下来的日子里
还将有着怎样的人生计划？

吴颖民：因为我在广州中学
还有两年的聘期，所以接下来，我
会进一步推动广州中学的建设，
把已经启动的各项改革进一步聚

焦和落地，尽可能帮助学校向着
更健康、更稳步的方向发展。

与此同时，我还希望自己有余
力的话，像写这本书一样，继续梳
理我的一些教育心得分享给更多
的教育者和家长，希望自己能紧跟
时代变化关注新的教育现象，活到
老，学到老。比如，可以用更多新
媒体的方式，和校长、老师、家长分
享自己的教育理念、管理经验和对
教育热点话题的看法。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教师节。为分享一批教育
思想丰富，教育实践建树丰硕，教育创新意识丰满
的教育者的教育人生。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
继打造“教育领航者同学会”品牌活动之后，将推
出“教育领航者访谈录”全媒体栏目，专访在教育
界具有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在社会上享有崇高
声誉的教育界代表。欢迎推荐，敬请关注。

策划/统筹 陈晓璇 文/陈晓璇 何宁

2021年的教师节 ，吴颖民校长
第一本个人自传体著作《行思悟道
立己达人》诞生啦！该书记录了一
位从平凡走向卓越的教育者的成长
史，带大家走进了岭南教育名家的
教育人生。

在2019年4月的广州城市形象
国际传播推介会上，吴颖民作为广
州教育的一张名片，向全世界讲述
了广州教育的故事。在这之前，他
和钟南山还被评为“当代教育名
家”，他们是 90 位入围者里健在的
广东代表人物。

很多人认识吴颖民是从他担任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下称“华附”）校
长开始，他任华附校长的17年间，记
载着一所百年名校的辉
煌，也记录着广东基础教
育的发展与创新。卸下华
附校长的重担，他又出山
担任广州中学首任校长，
其教育人生无比充实。

今年 71 岁的吴颖民
有 45 年一直奋战在教育
前线，经过两年的梳理，
他用近 45 万字梳理了自
己的教育人生。教师节
前夕，吴颖民接受《羊城
晚报》独家专访，分享他
的育人思想与教育初心。

跟吴颖民校长相识多年，对我
而言，已经超越了记者与被采访者
之间的关系，而是亦友亦师亦父，一
直启发着我、指引着我向前进。

吴颖民校长是媒体记者的好朋
友，大家都喜欢采访他，那是因为他
思想引领，逻辑缜密、表达清晰，他
的采访稿基本可以直接从录音转成
文字。我们都很佩服他，无论什么
时候接受采访，都能出口成章，指点
迷津。

吴颖民校长也是诸多校长的良
师益友，大家都很喜欢跟他聊天或
听他的讲座，因为儒雅博学的他无
论讲什么主题，总能侃侃而谈，风趣
睿智，给校长和老师们带来教育智
慧和人生启迪。教育界对他有一种
高山仰止的钦佩崇敬之情。

很荣幸，可能《羊城晚报》作为一
份文化人爱看的报纸一直陪伴着吴
校，于是吴校长与羊城晚报的缘分也
越来越深。2016年底，羊城晚报教育
发展研究院成立，与广东省中小学校
长联合会签订战略合作，吴校长时任
会长，从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更加密
切了。研究院策划的“教育领航者同
学会”、“教育之路·无问西东”等活
动，总少不了吴校长作为导师的身份
来指导，每次他的讲话，都是那么的
醍醐灌顶，让众人受益匪浅。

就在不久前，吴颖民校长参加
研究院举办的“教育之路，无问西
东”沙龙和“‘双减’大家谈”访谈节
目，在到达活动地点上楼梯的时候，
我才发现吴校长膝盖的老毛病犯
了，走起路来不那么利索。这一刻，
我才发现吴校长有点老了，赶紧上
前搀扶他的同时，心里有些忧伤；但
当吴校长站上讲台发言时，那种精
神矍铄所散发出来的思想之光，又
是那么的光芒万丈，充满活力。这
一刻，我又觉得吴校长是那么的年
轻；就在这次的专访中，问吴校长给
自己的教育人生打多少分，他不假
思索笑笑地说：80 分，良好吧！这一
刻，我又看到了这位儒雅的教育泰
斗的谦逊之风。

吴颖民校长45年的教育人生，可
谓桃李满天下，但吴校长依然坚持在
做一件事，那就是这本著作书名的八
个字——行思悟道，立己达人。

这就是一位教育领航者的坚守。

羊城晚报：这是您教育人生
的第一部个人专著，讲述了许
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为什么书
名取“行思悟道 立己达人”这
八个字？

吴颖民：这个书名我琢磨了
很久，可以说，这 8个字是对我
教育人生的概括。从1976年开
始我的教师生涯至今，在我 71
年的人生里，45 年来一直奋战
在教育前线，这四十多年正好
与国家改革开放的时间重合，
我在基础教育领域也是不断探
索、不断实践、不断思考，并且
不断学习和吸收先进的教育理
念和百家经验，从而形成了自
己的育人思想，此谓“行思悟
道”。我们教育工作者在不断
培养学生的过程中也在不停地
塑造和成就自己，此谓“立己达
人”。

羊城晚报：这本书记录的是
一个生活百态中的吴颖民，我们
在书中也多次看到您提及不同
阶段的人生经历对您教育生涯
的影响，您最深刻的记忆有哪
些？对您都有着怎样的影响？

吴颖民：按照时间顺序来
说，记忆深刻的主要是我人生
的几个关键节点。

第一个是我的家庭生活。
从我懂事时起，我的父亲就被
打为右派，家道中落，从过去的
领导干部家庭变成阶下囚。但
是我的父亲并没有消沉也没有
丧失对党的信任，一直坚信黎
明就在不久后。我们兄弟姐妹
也因为家庭原因，中止了求学
之路，我丧失了继续升读高中
的机会，必须下乡当知青。但
家庭教育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让我懂得了路要靠自己走，靠
自己去奋斗才能有美好未来。

第二个是五年的知青岁
月。1968 年，刚满 18岁的我因
为家庭原因无缘读高中，却开
始了五年刻苦铭心的知青岁
月。在日复一日“面朝黄土背
朝天”的耕作中，我经历了无数
次灵与肉的搏击，如此大浪淘
沙般的考验让我在平凡的生活
中逐渐蜕变。再回首，我觉得
知青生活已成为我人生中一段
虽有怨但无悔的青春记忆。我
们大队的知青文化程度还不

低，“文革”前读高中的人占多
数，我的文化程度相对是偏低
的，才读完初中。在他们的感
染下，我的学习热情也被慢慢
激发出来。我把他们的高中课
本都搬到了宿舍，晚上常常就
着一盏煤油灯，自己去“啃”高
中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做
大量的练习和笔记，碰到不懂
的地方便向身边已经完成高中
学业的知青请教。在五年的知
青生活中，我通过自修基本读
完了高中的各科课本（外语除
外），这为我后来有机会读大学
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是 36 年的华附时
光。1978 年到 2018 年的四十
年间，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风
云激荡、凯歌高奏，我1978年调
入华附工作，2013年退休，赶上
了好时机，在华附的平台上与
时代互动，御风而翔；四十年
来，中国教育历经了多次重大
改革，从恢复高考重建人才培
养链条，到实施素质教育，追求
从教育大国变为教育强国；四
十年来，我也乘着社会改革的
猎猎大风，在华附努力耕耘、成
长、成熟，从教育界的一名新兵
成为一名老兵，至退休时方无
愧于“教育工作者”这一称号。

第四个是“荣休未休”的时
光。2013 年 3 月 24 日，广东省
中小学校长联合会（下称“联合
会 ”）成立，我当选为首任会
长。联合会创立之初，我们曾
设想这里应是校长们的一个精
神家园、专业发展的平台，要为
校长们架设一座通往与融入国
际教育发展的桥梁。经过 8 年
的发展，这些设想都已经成为
现实，并且越走越远，向全国乃
至世界传播了粤派校长的办学
思想和办学成果。

2017年5月，我出任广州中
学首任校长。这对我来说，是
一次前所未有的艰难抉择，自
己当时已经 67 岁了，很担心力
有不逮，没把学校办好，辜负了
大家的期望。但自己那种“老
兵情结”、很想在华附之外的学
校推广办学的“普世价值”或

“普世经验”的愿望一直驱使着
我，最终，我以再次创业的心态
开启了我教育生涯的新征程。

羊城晚报：王屏山老校长
当年跟您说，不要小看中学教
育，中学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宝
库，穷尽一生也挖掘不尽，里
面 蕴 含 着 许 多 高 深 的 学 问 。
您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句话是
否很对？当中到底有着怎样
的宝藏？

吴颖民：这句话可以说
是我人生的转折点。1978 年
10 月我去华附报到，当时我

觉 得 中 学 教 育 发 展 空 间 不
大，还想着继续考研，找机会
去大学工作。但王屏山老校
长却不这么认为，他语重心
长地说：“你不要小看基础教
育，别以为中学没什么知识
含量、没什么学问，事实并非
如此，我做一辈子都没完全
弄明白。中学是一个巨大的
宝库，只要你钻进去，一定有
学不完的东西、做不完的学

问。”接着，他跟我详细分析，
比如中学生的成长规律、中
学生的品德教育、学生干部
乃 至 青 年 马 克 思 主 义 者 培
养、各阶段的学科教学、学生
个性特长的培养、课堂评价、
学校管理等，还有教师成长
和队伍建设，学校风格特色
打造等，每一个领域都有大
学问，都值得深入研究。

王屏山老校长这番话对

那时的我来说真是醍醐灌顶，
在我心中激起阵阵波澜，也让
我羞愧难当，我那时候对中学
教育的理解实在太肤浅了！
直到现在，我在基础教育深耕
了四十多年，我依旧觉得这里
面有太多学问了，越深入探
究，越觉得有挖不尽的宝藏。
很感激那时候王屏山老校长
的提点，让我找到了一生奋斗
的方向。

羊城晚报：您的治校方略
包括构建现代学校管理体系
和 构 建 社 会 化 大 教 育 体 系 。
您将华附的办学宗旨提炼为

“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塑造高素
质的现代人”。这会不会很难
实现？如何做到？

吴颖民：回顾华附的前身
——格致书院、并校前其他三所
学校以及华附创办初期的办学
历史时，我们发现它们的办学宗
旨虽然各有差异，但都具有共同
的要素，那就是以新教育为新社
会培育新人才。借鉴这些历史
经验，我将任内学校的办学宗旨
提炼为“以完整的现代教育塑造

高素质的现代人”。
羊城晚报：这其中有三个

关 键 词 ：完 整 、现 代 和 高 素
质。如何去理解这三个关键
词呢？

吴颖民：首先，学校施行
的教育应该是完整的而不是
零碎的，更不应该是片面的、
偏颇的，所以我们应该追求教
育的完整性，也就是我们现在
倡导的“五育并举”，让学生的
整体素质得到全面完整的发
展，才能培养出身心健康和人
格健全的学生。

其次，时代在发展，学校
的教育也要与时俱进，体现出

现代化的时代要求。“现代教
育”就要求我们的学校要不断
更新思想观念，要时刻保持改
革创新意识，并且更新方法和
技术等。

再次，华附130多年来，培
养了无数各行各业的领军人
物，他们不但要面对当代社会
激烈的市场竞争，而且要面对
更为激烈的国际竞争。青年
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将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着一个行业、一个
地区的发展，甚至是国家和民
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前途
和命运。基于这样一种客观
事实，我认为我们要敢于以一

种大格局、大抱负来设计学校
的培养目标、人才规格，促进
学生在校期间的发展，让他们
具有与未来社会角色相适应
的良好素质，所以我们培养人
才的目标一定是高素质的。

羊城晚报：这个办学宗旨20
多年过去了，感觉并没有过时。

吴颖民：是的，因为它很
好地回答了教育的根本问题：
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样培养人？

从华附这些年的办学实
践来说，我们经过努力实践和
探索，已经实现了这个办学宗
旨，并且越走越远。

羊城晚报：华附在您的手上
组建了华附教育集团，也开创了

“名校办民校”之路，但如今这种
办学模式已在慢慢收紧，这过程
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您预计新政
下民办教育将迎来怎样的改革？

吴颖民：我觉得 20年左右是
“名校办民校”的一个周期。从中
央文件的要求来看，应该要慢慢结
束这种办学的探索。但今天我仍
然认为“名校办民校”本身没有错，
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到这个
问题。20年前，优质教育资源非
常短缺，那时候缺的是高中学位，
不少中学取消了初中，为的是把这
些学位给高中。但是老百姓对优
质初中学位的需求也很大，在那样

的时代背景下孕育出的“名校办民
校”，是那个时代的需求。这20年
间，“名校办民校”确实提供了不少
优质初中学位，满足了家长的需
求。我觉得“名校办民校”在中国
教育的发展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
一个功劳，因为有名校的参与，才
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愿意进入教
育行业，大家一起把教育这块“蛋
糕”做大做强。

但是 20年后的今天，时代进
了一大步，如今中国的经济体量
比 20年前已经翻了几番，国家对
教育的投入也不断增加。这时候
我们来看“名校办民校”，它的某
些弊端就显现出来了，比如不能
满足社会对教育公平的需求，因

为毕竟是民办教育，尽管优质，但
要收高额的费用；一般的民办教
育因为没有名校的光环，所以生
存比较困难，“名校办民校”也有
碍于民校间的公平。

如今，政府有财力去办好所有
的公办学校，对社会资本的介入需
求下降，我觉得是时候把“名校办
民校”这种关系厘清了，重新建立
一种新的机制。比如现在有很多名
校托管弱校，这样的模式我觉得挺
好的，名校只是托管，不冠名，但是
一样会把名校优秀的办学理念和管
理经验输出给托管学校，同时派出
一定的管理干部去托管学校协助管
理，我觉得这就是教育扶贫，也是
名校社会责任感的一种体现。

吴颖民45年教育人生，发表45万字著作《行思悟道 立己达人：我的教育人生》——

杏坛老将初心不改
只给自己教育人生打80分！

中学教育是一个巨大的宝库
“我在基础教育深耕四十多年，依旧觉得里面有挖不尽的宝藏”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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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颖民的坚守：
行思悟道，立己达人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晓璇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治校方略包括两大体系
回答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名校办民校”是时代的产物
是时候把“名校办民校”关系厘清，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机制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荣休未休
在教育的轨道上继续着“拉着犁杖用心耕”的岁月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2011 年底，吴颖民与参加“成人礼”活动后的高三学生合影留念

吴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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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吴颖民被选为火炬手参加第十六届亚运会火炬传递活动

吴颖民和知青朋友们经历了考
验，有一段虽有怨但无悔的青春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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