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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阳春三月，记者走进了天华校园，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面矗立在绿树葱茏之中的红
色校训墙，“为做人而学习”六个大字格外醒
目。它记录了天华学院十年教书育人的坚定
理念和筚路蓝缕的一路艰辛，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

育人有硬招
做人须有规范约束

!"#$年 ##月 !#日，天华学院举办一年
一度的家长活动日。这是学校开放办学，接受
社会监督，让家长实地体验学生生活，实行家
校互动的重要举措。孩子远离父母在大学读
书，学习自觉性如何？宿舍环境是否卫生整
洁？晚间能否按时就寝，保证充足的睡眠时
间？天华老师们在培养学生会学习、会做事、
会做人上有什么硬招？%&多位学生家长代表
带着一串串问号，从四面八方齐聚天华考察，
期盼获得理想而放心的答案。

清晨，家长们先后来到 !&#$级学前教育
#、!、' 班和 !&#$ 级数字媒体 #、!、' 班的教
室，辅导员们正在指导学生自修英语。教室黑
板上挂着一排贴有学号的手机收纳袋，早晚
自习期间，学生都必须把手机存放在袋中。老
师们严格要求、用心良苦，同学们神情专注、
毫不懈怠，如此场景给家长留下深刻印象。这
就是规训。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严格，谈
何大爱！

上课时间段，家长们悄然走进孩子宿舍。
只见地面整洁、被子方正，牙刷杯子甚至连鞋
子都摆放整齐，家长们无比惊喜。其实，全校
#(!!间宿舍，走进任何一间，基本都能做到窗
明几净。

华灯初上，家长们看到校园里活跃着一
群忙碌的身影，挨个检查宿舍，清点人数，确
保安全。如发现学生不在学校，立即追查去
向，要求其即刻返校。他们是天华特有的副辅
导员。虽然有的学生会觉得这样做似乎不近
人情，但学校的这些硬性规定，其出发点正是
将集体的安全置于个人的所谓自由之上，把
家长的重托，学生的生命安全放在头等重要
的地位。晚上十点半，当熄灯音乐响起时，所
有宿舍大灯全部关闭。家长们不由得感叹：
“孩子按时就寝，在家里是难以想象的，但在
天华做到了，这真是煞费苦心的严与爱啊！”

!&##级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王慧珺的父亲
王国斌，三年前的一天早晨，在校园散步。当
他看到自己的女儿手拿书本，匆匆赶往教室，
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早自习时，当即赋诗一
首：“春眠难觉晓，学子竞起早。校园读书声，
声声伴啼鸟。美妙似天籁，赏心更悦耳。送女
考天华，报李胜投桃！”他还将这首诗制作成
精美的条幅，送给了天华学院。四年寒窗，终
结硕果。盐城市格林幼儿园是江苏省最好的
幼儿园之一，今年 '月公开招聘教师，#%&名
应聘者竞争 #)个名额，其中不乏来自国内名
牌高校的毕业生。王慧珺最终以总分第三名
的成绩成功应聘，比第一名仅差 #*+分。望着
女儿手中的录用通知书，王国斌感慨万千：女
儿如此优秀，天华功不可没。

这一切都源于天华学院创新学生管理模
式。!&&%年 #!月以来，天华学院建立了两支
辅导员队伍，一支是有研究生学历的正辅导
员队伍，负责学生的思想教育和学风建设；另
一支是由部队优秀退伍士官组成的保卫干
事、军训教员兼副辅导员队伍，目前共有 '&

人，负责学生常态化军训，培养学生的组织纪
律和阳刚之气。两支队伍在上班时间上无缝
对接，工作内容上互相配合，真正使家长感到
“游子在外，父母不忧”。

身边有激励
做人须有榜样引导

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
的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塑造高尚的心灵。为了

在日常行为中强化对学生的养成教育，天华
学院制定了《关于试行德育学分制的实施意
见》，把德育学分和专业学分放到了同等重要
的位置，从 !&##年 ,月开始在全校施行。德
育学分包含了学生对学校日常规范的遵守和
文明礼仪的养成，以及学校对一切美好行为
的倡导和奖励。总分设定为 #!&学分，分为三
个部分：其一为境界修养，要求学生阅读规定
的经典著作，从中外优秀文化中领悟做人做
事的道理；其二为行为自律，主要考察学生在
学习、安全、整洁、文明、纪律等方面的行为表
现；其三为素质拓展，主要考察学生参与公益
服务、实践竞赛及奉献社会等活动。它告诉学
生，德育教育不是空洞的说教，必须有明确的
量化标准。如果德育学分达不到规定要求，就
不能毕业。

在实施德育学分制和教育学生做人的实
践中- 天华学院非常重视发挥榜样的示范作
用，每年评选一批优秀学生党员、优秀班助理
和品学兼优的“天华骄子”。建校十年，学校共

培养入党积极分子 !(&%人，发展学生党员
.,((人。学校党委要求，党员和积极分子分别
开展一带二，一带一的结对帮带活动，并定期
考核。十年间他们累计帮带了 %&&&多名学
生。学校还将已经评选出的 $届共 ()名“天
华骄子”的事迹编印成册，把他们的彩色肖像
悬挂在校内大道的两旁，作为大家学习的标
杆。正是因为身边先进人物的言传身教和潜
移默化作用，才使天华学子高尚情操的培养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回想起每年的新生接待日，给新生留下
深刻印象的是热情似火的“红马甲”———新生
班助理。他们是从本专业高年级优秀学生中
选拔出来的佼佼者，总能设身处地地帮助新
生解答问题。#!$名 !&#$级新生班助理，帮助
了 !#%'名大一新生较快地适应了大学生活。
一位来自四川的新生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
学长在学习方法上给我们及时具体的指导，
使我们逐步提高了自学能力；在生活习惯养
成上带着我们从点滴做起，帮我们纠正不良

行为习惯，培养起自立、自律的精神；在人生
规划上帮我们认清自己，扬长补短，打牢基
础，寻找到内心深处的自信。”

班助理们以学长身份帮助新同学适应新
环境，他们的示范与引领是多方面的。他们每
天总是提前 !&分钟到教室，在教学楼开展学
风督查，引导学生自觉养成上课的文明行为。
家长们开始明白，年轻的天华人为什么能够
不断地教育和改变着每一个孩子行为举止。
一位毕业生家长这样评价：“天华学院的学生
自我管理做得非常深入，我的女儿就是因为
做了一年多班助理，提升了团队管理的能力，
最后成功地应聘成为一家大型企业的管理人
员。”以班助理为代表的学生榜样，就是引领
新生学会做人的具体风向标，体现了天华的
特色育人文化。

成长有底蕴
做人须有经典滋养

四年前- 天华学院作出了在全校青年干
部、辅导员和学生中开展阅读经典的重要决
定。学校精心制定阅读计划，统一列出必读篇
目，规定学生人人参与，要求老师为人师表。学
校还定期举办经典导读讲座，组织交流读书笔
记，并通过网络检索和比对进行严格考核。如
今，读经典用经典，在天华校园已蔚然成风。

国学院的老师们定期开展经典辅导，至
今已举办了一百多场导读讲座。学校还将《诗
经》、《论语》、唐诗、宋词等传统经典列入教学
计划，作为必修的通识课程。课堂上，国学院
的老师身着古朴的唐装或汉服，引经据典，吟
诗抚琴，那份学识和优雅常常使学生入迷。翰
林国学社是学校拥有百余名成员的金牌社
团，社长严倩颖说：“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
思。我发现自己读经典的同时，认识上在不断
升华，思想也日趋成熟。”

天华校园的电子屏上，日夜滚动着内容
每周更新一次的经典语录，让人们感受到一
股无形的力量渗透到心灵深处。沿着鸟语花
香的林间小道，步行至校园南侧的文化长廊，
'&&多米的长廊两边，悬挂着 $&&多条先贤圣
哲的名言警句，集中反映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国学院先后为此培训了 $&余名国
学宣讲员。管理学院学生唐红就是其中的一
员。她告诉记者，“这几年，学校共有 #&&&&多
名新生和党校学员在听取我们的讲解中，感
悟做人的真谛，接受心灵的洗礼。”

教育学院在辅导员中举行“经典阅读沙
龙”，在学生中开展“一品经纶”经典名句评选
活动，把优秀读书笔记陈列于教学楼中。工学
院党总支举办“悦”读计划，通过纸质书和电
子书等多渠道介绍经典书目，举办了 !&余场
辅导员、学生读书交流会。语言文化学院把立
德树人的经典佳句翻译成英语、日语、德语，
每周以短信形式发给相应专业学生学习。艺
术设计学院组织经典绘画比赛，把经典中的
人物、场景加上学生的感悟以素描、油画等形
式形象展示。学校师生们共同感受到：学校通
过正副辅导员的严格约束和班助理的榜样引
导，再通过德育学分对阅读经典进行量化考
核，收获了“成才必先成人”的硕果。

去年 ##月，在上海市教委组织的“中国
梦·校园美”演讲比赛颁奖典礼上，天华学院
获得优秀组织奖和 (个单项奖。学校党委副
书记曹云林感言：“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不
懂经典的人，难免流于肤浅。经典是优秀文化
和智慧的沉淀，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
藏。要求大学生阅读经典，是让他们从心灵上
受到深刻启迪，明白做人不是一时的感性冲
动，而是长远的理性追求，是一种社会责任的
承担。”
国之命，在人心；校之命，在育人。读经典

就是与大师对话，学会从中不断吸取智慧。天
华人通过十年如一日的努力，形成的书卷之
风，必将培育出更多文明儒雅的优秀青年。

本报记者 王蔚 通讯员 陈如实

镌刻在心灵的校训：“为做人而学习”
———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重视教育学生做人纪实

! ! ! !上海市嘉定区胜辛北路 !""!号!

#$$%年 !&月 '日"筹建中的上海师范大学天华学院正在这

里举行隆重的开工奠基仪式! 铿锵有力的汽鎚声"敲响了他们奔

赴征程的战鼓! 典礼结束后"董事长邹荣祥带领创业者凝视着校

门外#胜辛北路$的路牌"不禁相视而笑"若有所思%这是天意还

是巧合&是否暗示在这里创业"胜利定可预期"但会备尝艰辛&弹

指之间"天华学院正式建校已经十年! 他们矢志不渝"奋力拼搏"

终于在上海的民办高校中声誉鹊起! 回首往事" 天华人感慨连

连%办学育人应有梦"一路艰辛一路歌'

教育风采

! 班助理

带领大一

学生早自

习朗读

! 学校副辅导

员在学生宿舍

进行内务整理

示范教学

! 学生参

观 文 化 长

廊" 聆听国

学宣讲员的

讲解

本版策划∶马晓荔 视觉设计∶戚黎明

本报零售价

每份 #*&&元

!"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

"国内邮发代号!"# $ 国外发行代号%&'( )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 )社址：上海市威海路*##号 ) 邮编：+,,,(- )总机：,+-.#+'+-+!(转各部

"本报在!'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 )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南非、匈牙利、新西兰、罗马尼亚、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阿联酋、英国、德国、希腊等
"本 报 印 刷 / 上 海 报 业 集 团 印 务 中 心 等 - 在 国 内 外 + 个 印 点 同 时 开 印 ) 上 海 灵 石 、上 海 龙 吴 、上 海 金 桥 、上 海 界 龙 ) 北 京 、香 港 、美 国 洛 杉 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