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福是教育的质感

把幸福这种普遍的需求演

绎、上升为办学的目标，这不仅是

对幸福论的建树， 而且是对教育

的新见地。

对教育的见解， 因为各有主

张而难以定论。不过，有一点可以

断定：幸福正是教育的质感，也是

唯一的质感。

教育的质地， 决定了教育的

品位，而教育的质感，影响着教育

的滋味。教育的质感，幸福无疑是

最有生命力、想象力、影响力的。

能给人带来一生终身幸福的教

育，是因为质地钻石，质感隽永。

从这个意义上说， 周云燕校长主

张和践行的“办一所有‘幸福感’

的学校”，是对教育的质感作了破

壳的呈现， 因此显得如此耀眼而

又深邃。噢，原来教育的质感是由

幸福感来“替天行道”的。

第三只眼

幸福感的酿就

我们提出 “办一所有 ‘幸福

感 ’ 的学校 ”， 不是对学生的恩

典， 也不是对家长的恩赐 ， 更不

是对社会的恩惠， 而是对教育的

真切理解 ， 对办学的真正践行 ，

对使命的真诚担当。

办一所有 “幸福感” 的学校，

始终是学校的办学灵魂和价值追

求。 学校在持续创新中发展 ， 致

力于让每一个孩子获得充分的发

展， 让每一个孩子拥有幸福的童

年； 让每一个教师获得专业的发

展， 让每一个教师拥有幸福的生

涯； 让学校的每一个地方遍洒幸

福的露珠， 让学校每一块土地滋

生幸福的种子。

当幸福在校园， 不是奢侈品，

不是舶来品， 不是易碎品 ； 当幸

福感， 不是稍纵即逝， 不是难以

企及， 不是过眼烟云， 我们的教

育就是一种酿出的幸福之蜜 ， 我

们的办学就是一种耕出的幸福之

果。 因为幸福本来就是酿就的。

（作者为语文特级教师 、民办
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校长）

燕子校长的话

■周云燕

幸福述说

孩子和家长
被幸福浸润着

学校办得好不好， 学生在校开

心不开心， 最有发言权和最有感受

的肯定是学生及其家长。

四年级一位姓董的学生说 ：

“最满意的地方， 我们学校每年都

有英语节、 梅花节、 草坪音乐会，

还有特殊的课程 ， 木工课 ， 攀岩

课， 还有小脚丫课， 这些课程让我

们很快乐。 我每天来学校都能见到

我亲爱的老师、 同学， 我们之间关

系都很亲密 。 ” 她还特别提到 ，

“燕子校长是一个和蔼和亲的人 ，

我每一次进校园， 燕子校长都面带

微笑。 我有时不开心的时候都可以

去找燕子校长， 每次找完后就很开

心。 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就是一年

级的时候， 我们班级的全部同学都

去她的办公室去吃棒棒糖。” 与她

的幸福滋味有同感的几乎是全体学

生。 前不久， 华东师范大学的学者

特地到上外静小作了一次深入的访

谈， 受访的 8 位学生、 10 位老师、

5 位家长都异口同声提到了共同的

一个词， 就是幸福。

幸福是有传导性的， 学生在校

幸福到了家里就是一个开心果。 三

年级姓张同学的母亲说： “周校长

提出办一所有 ‘幸福感’ 的学校，

而 ‘幸福’ 一定是自我满足的情感

升华。 对于这些六到十一岁的孩子

们的幸福而言， 也许是小到每周的

一顿西式午餐， 亦或是通过努力得

到的阳光下午茶券的快乐； 大到亲

自挑选的书籍寄给学校捐赠的乡村

图书馆， 亦或是英语节舞台上的自

我展示。 我们的孩子在每一个清晨

都是迈着快乐的步伐， 嘴角都有上

扬的微笑， 我们看着她们的背影，

看到的即是幸福。” 另一位家长看

到自己的孩子快快乐乐地回家， 说

起校园生活眉飞色舞的样子， 还赞

许地说： “学校是你的家啊！”

当办学蓝图与学生憧憬美妙镶嵌、办学理想与学生感受高度重合时，这样的学校是令人向往的。 2013

年，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校长迎来了发展史上的重大机遇，在学校四年发展规划中，由周云燕校
长领衔的团队郑重而又兴奋地提出了“办一所有‘幸福感’的学校”的办学目标，从此，“幸福”两字就成为学
校的办学标准，“幸福感”成为师生的感受标配。

2017 年 12 月，静安区人民政府督导室对学校《办学发展规划（2013———2017）》执行情况进行了全
面的督导评估，并认定：上外静小在本轮办学发展规划实施期间，相对应的评估指标达成度高，已成为上海
市办学特色明显、有一定社会声誉、正积极走向教育国际化的民办外国语小学。

去年颁布的 2019 年度《上海市中小学学业质量绿色指标综合评价》结果显示：上外静小学生的学业
标准达成度、高层次思维能力、学业成绩个体间的均衡度、学生学习动力、学生学业负担与压力、学生作业
等方面的指数在本区、本市呈明显优势。

一所有“幸福感”学校的诞生，得到了师生、家长以及社会的广泛认同和高度评价。 而这样的“幸福感”，

具有深邃的内涵和浓郁的教韵。 何为一所有“幸福感”的学校？ 周云燕曾用三句话作了言简意赅的诠释：学
校是允许孩子犯错的地方；学校是孩子寻找伙伴的地方；学校是帮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的地方。 这“三个
地方”支撑起学校的幸福感之大厦；这三句话也为有幸福感的学校正名。

给予幸福成长的生态

学校是允许孩子犯错的地方

当一些老师把“你怎么又这样了”变

成指责学生的口头禅， 当一些学校将学

生犯错作为集体扣分的选项时， 上外静

小却大胆而又明确地宣示： 学校是允许

孩子犯错的地方，这让学生松了口气，也

让老师多了一份责任。

在上外静小 ，恨铁不成钢的不满变

成了宽容 ； 从对犯错指责变成了事先

的预防 ，因为在校长 、老师眼里 ，学生

成长是伴着过程的 ， 有时犯错正是进

步的台阶 。

笑笑同学特别敏感，入学两月后，一

年级家长开放日那天， 午餐时当众打翻

了汤碗，爸爸在，其他家长也在 ，他受不

了了，背着书包就要回家。 家长只能无奈

跟着他回去。 到家后，家长求助学校该怎

么处理？严厉批评？当时周校长出了一个

主意：“告诉笑笑同学不来学校是要办请

假手续的，病假或事假，让笑笑同学写一

张假条。 ”第二天，周校长收到了笑笑的

假条，四个字“心里有事”。 “学生就是在

犯错中成长的，犯错是教育的契机。 写假

条是给他规则意识，同时给予他选择，引

发孩子反思。 ”

“允许孩子犯错并不等于对学生犯

错的迁就和纵容。 ”周云燕指出，允许，是

说学生不慎犯错，我们不能冷眼相对；是

说学生不必犯错，我们不能熟视无睹；是

说学生不是不能犯错，但要知错就改。 允

许，是对不慎的宽容 ，是对不必的警示 ，

是对不能的纠偏。 允许，对老师而言，是

态度，是辨别，是选择。

给予幸福成长的情态

学校是孩子寻找伙伴的地方

学生的幸福感，不仅来自自身，而且

来自同伴之间 ， 需要正确认识自己 、同

伴、集体，而学校就是通过组织活动 ，提

供让孩子寻找伙伴的机会， 以获得个人

的成就感、集体的归属感。

学校开展 “幸福小当家 ”系列活动 ：

一年级通过整理书包和桌肚小柜， 学会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二年级通过设立小

岗位，让每一个学生为班级服务，为伙伴

服务，学着他人的事情帮着做；三年级从

校园执勤中队入手， 让学生在执勤中感

悟责任的意义，学着集体的事情争着做；

四年级通过体验父母职业实践活动 ，让

学生设计探访流程、 探访问题和探访思

考，感悟职业的魅力和艰辛；五年级通过

职业梦想实践活动， 从规划

未来、梳理目标入手，让学生

充满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学校每年 12 月末开展

的“感恩系列活动”，就是找到

伙伴的具体实践。这项与爱相

伴 开启新年” 的活动重在培

育人际间的真情。 第一部分

“墨香飘送福贺新年”。在美术

老师和书法家金恺承老师的

指导下， 校园内福字满园，学

生为保安、保洁阿姨、厨师、退

休老教师、居委会、雕塑公园

送上新年的祝福。 第二部分

“让我说声谢谢你”。全校每一

位学生写一张“感谢卡”，对曾

经帮助或想表达谢意的人送

上温暖的话语。第三部分“幸福天使在行

动”。 引导每一位学生做一件让对方感到

幸福的小事情，如为保洁阿姨递上一杯热

水，为老师帮送一天的作业本……这种幸

福传递让校园里充满温情。

学校是“上海市家庭教育示范校”，项目

负责老师何丹蓉认为， 家校联手能产生更好

的教育效果，也能让孩子找到更多的伙伴。

给予幸福成长的状态

学校是帮助孩子成为
最好的自己的地方

幸福感是实在的，感受得到的，学校

搭建学生成长的舞台，提供幸福的源泉。

在上外静小，校内是舞台，校外也是

舞台，课程是舞台，活动也是舞台。

让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学校对学

生的培养目标作了具体的设定： 做快乐

的学习者， 好奇的旅行家， 用心的公益

人。 周云燕解释说,“快乐的学习者”即对

学习充满兴趣且有方法 ；“好奇的旅行

家” 即对外部世界好奇且能探索；“用心

的公益人”即内心向善向上且有善举。

让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学校从小

学生幸福能力养成的三个维度切入 ：理

念格局、课程品质、儿童样态。 周云燕说：

“我们把一年 365 天按月列在一根数轴

线上， 探索学生的多样性的成长需求和

规律，有节奏地安排、设计一系列的课程

体验，努力让学生在各种经历中去好奇、

去尝试、去发现自己的优势领域，最终呈

现出乐观、积极、善良、会合作会分享、有

责任有担当的儿童样态。 ”学校从小学生

幸福能力养成三个关键培育角度“阅读、

艺术、运动”加大力度 ：阅读让内心丰富

起来， 艺术使人高雅起来， 运动使人健

康、活跃起来，效果明显。

■苏军

看世界：拓宽办学施展的空间 做自己：打开学生成长的心间

“三句话”：让“幸福感”产生“向心温度”
———民办上海上外静安外国语小学创办有“幸福感”的学校?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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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旗飘扬·上海百名基层党员谈初心

人物小传 张国新， 现任中国船舶集团江南

造船专项总监，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

从事舰船研制 50年，主持我国海军多型驱逐舰的工程建造

工作，按期优质地完成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的

各项任务和指标，先后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国防科工

委国防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享有“国防科技工业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张国新：乘风破浪走向深蓝的造舰人
现代化大型战舰是毫无疑问的国之

重器，是强国、强军、强盛海洋经济的战

略支点。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国新一

次次领命，以总建造师的身份牵头攻坚，

监造军民舰船20余艘， 成为国内屈指可

数的军工造船专家。

今天， 年逾七旬的张国新依然作为

中国船舶集团江南造船（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的专项总监，以他过人的领导力、创

新力和使命感，引领新一辈造舰人，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张国新说，能伴随人民海军从“0”点

起步，不断走向装备现代化，这样的人生

机遇千载难逢。最让他欣慰的是，而今这

场长跑已然迎来“赛点”，包括他在内，几

代人孜孜以求的圆梦时刻已近在前方。

大海见证，护航海军
追赶世界一流

在造舰这件事上，有几句关于江南造

船和张国新的“第三方评价”值得一听。

其一，当年，一艘由张国新负责的新

型战舰下水， 时任海军首长在会上讲：

“外媒认为中国造军舰如同下饺子 ，我

说， 我们下饺子的 ‘锅’ 就支在江南造

船。”这个表述很快就广为流传。

其二，造船业内有句话，说的是“有

困难、找江南”。江南造船团队之所以能

不断成功突破难点，建立口碑，张国新是

引领者之一。

造舰是庞大的系统工程， 要让设计

意图落地， 就必须精准提炼出关键技术

难点， 部署建造方案， 组织人马会战；最

终，还要设计海试实战方案，确保新舰乘风

破浪。整个流程体系中，张国新就是冲在前

方承压担责、站在顶层指挥策划的那个人。

业内将这一角色，称为舰船总建造师。

谈起海军装备 “下饺子”， 张国新

笑言， 我们现在的 “饺子”， 不仅下得

快， 而且下得好。 通常， 新舰种新型号

需要 “十年磨一舰”， 但我们已大大突破

这一极限。 现在， 几乎没有其他国家能

在造舰能力上和我们相匹敌。 人民海军

新一代战舰的性能和战斗力， 已跻身国

际一流。 以江南造船 2019年交付的 “万

吨大驱” 101 舰为例， 外媒曾评价， 该

舰代表世界领先水平， 它的入列有望催

生世界海上防务新格局。

张国新生在上海，长在上海。1968年

初中毕业后，他进入江南造船厂，其后在

上海交通大学船舶设计制造专业完成深

造。1986年， 张国新首次承担涉军任务，

从那时起， 他已牵头建造了海军大量首

制船型。回顾造舰生涯，张国新说自己非

常幸运，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机遇、江

南造船的团队力量，他才能带队，以一个

个标志性项目， 见证并推动海军装备实

现三大历史性跨越———从战术装备走向

战略装备，以研仿制走向自主可控，从近

海防御走向远海深蓝。

能征善战，创造一个
个装备“奇迹”

1986 年 ， 人民海军第一代现代化

驱逐舰 （112 舰） 项目即将启动。 在遴

选总建造师的过程中， 年轻、 有能力、

懂外语的张国新脱颖而出 。 万事开头

难， 112 舰项目所涉及的工程要素———

时间 、 质量 、 技术等 ， 相互挤兑 、 冲

撞， 要想同时达成最优， 难度极大。 以

船体为例， 该舰所用的特种钢是最新研

制的， 一般而言， 新材料需要先做一艘

小舰， 下海经受风浪， 但是 112 舰项目

没有这个余地。 为了化解新材料风险，

张国新带领团队 ， 用两年时间分析了

23 万个数据， 做到心中有底。

一个个难题， 需要一次次破题。112

舰项目要调度千军万马，协调千头万绪，

张国新和团队承受了重压， 也经受了历

练。112舰顺利下水， 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事后海军领导才告诉他，那几年，两岸正

在就谁能率先造出新一代战舰暗自较量，

112舰的下水使我们走到了前面。1996年

初春，台海波涛汹涌，三军演习中，无论火

炮还是导弹，112舰全部命中。首长高度评

价说，112舰“创造了海军装备史的奇迹”。

世纪转换，张国新为新型战舰全力以

赴，五年内，江南造船交付了两代四舰，大

大突破了通常“十年磨一舰”的极限，再次

被海军首长称为“奇迹”。作为主力舰，该

型舰后来率编队圆满完成了人民海军首

次赴亚丁湾的护航任务，名声远扬。

2017年6月28日，由我国完全自主设

计、建造、配套的首艘万吨级导弹驱逐舰

101舰，在江南造船隆重下水。该舰的交

付， 标志着我国已基本抹平此前与世界

一流海军的50年装备落差。

敢为人先，是造舰人
红色基因的核心

同事后辈们谈起张国新，印象最深、

最佩服的，就是他永不停歇的创新思维，

以及应用新技术的眼光和胆略。 在张国

新眼中，作为传统行业的造船业，在应用

先进技术上其实有巨大空间。 中国海军

装备之所以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说到底

就是创新能力的飞跃。

上世纪八十年代，张国新就已经意识

到，之前船厂用惯了的“平面建造法”已无

法适应时代要求。 在他的极力推动下，凭

借江南深厚的技术底蕴，全新的“立体建

造工艺”被应用于112舰，获得成功。

2002年，张国新在某国家工程里，首

次提出要在船体结构部分采用 “总段建

造工艺”， 也平衡配套环节的滞后风险。

困难显而易见， 但张国新鼓励团队：“我

们要有勇气去实现第一、 创造第一。”最

终，他再次取得了成功。

2008年， 江南造船从黄浦江畔迁入

长江口的长兴岛。空间被打开了，任务也

更重了。为此，张国新提出了崭新的“一

条半造船法”，通过将一座船台完美嵌入

高速流转的流水化生产流程， 从而彻底

释放了产能潜力。

张国新说，海军对江南造船创新非常

支持；同时，江南造船文化中深厚的红色

基因，最重要的内涵也是敢为人先、自强

不息：“我愿意做首制船， 渴望接受挑战。

对我而言，学习新东西就是条件反射。”

很多人都惊叹于张国新对新技术的

接受能力。为了掌握国外造船业的发展动

态，参与国际交流，他不仅擅长英语，还自

学了德、日等多国语言，甚至50多岁开始，

还自学了计算机编程。六十岁之后，他依

然牵头在江南造船推动了多项革命性的

数字技术应用，建立了全球造船业的第一

套数字化焊接管理系统，创造了第一套数

字化多点成型冷加工工艺。

最难时段，入党誓言
支撑初心信念

造舰必须在创新与守正之间把握好

平衡，既要能带队往前冲，也要以超群的

责任感，把握住每一个细节。张国新常说，

造舰要对历史负责、经得起历史检验。

新型舰船常常用到新材料， 焊接是

一大难关。为确保焊缝质量，张国新常年

坚持亲自查验焊缝，数百个舱室“爬舱”

的距离，就要达到几十公里。

舰船完工后， 须经历严格的海上试

验，检验各个装备系统。除了自己造的舰，

身为总建造师， 张国新还必须为其他舰

船、潜艇、飞机设计出一整套演练方案。通

过摸索， 张国新从外行人迅速成长为专

家，能让千军万马做到一丝不乱。他说，欧

美国家的海试都交给海军，我们则由船厂

承担， 好处是可以迅速形成战斗力：“如

今，中国新舰的交付速度全球最快。”

“以船为家”，免不了对小家有所亏

欠，张国新只能尽力而为。某型高新产品

要试航，张国新随舰出海，不得不把重病

卧床的妻子留在家中三个月。112舰项目

最难的时间， 也是张国新母亲最后的日

子。那半年多，他每天早七点进厂，晚八

点下班后直接进医院陪一整夜， 从无间

断。现在回想起来，张国新说，自己能坚

持下来， 最大的动力就是那年入党时候

的庄严誓词。

张国新从小就有当工程师的梦想，

进入江南造船，让他圆了儿时的造船梦。

从1986年涉军开始， 作为若干新型舰的

总建造师，他又圆了军工梦。如今，已到

暮年的他壮心不已， 依然带队向着第三

个梦想奔跑，建设一个“能满足海军装备

50年内需求的造船基地”。

张国新说，自1919年6月江南厂的工

人在上海率先站出来，投身五四风潮、开

展罢工抗争开始， 全厂工人阶级就迎来

了新的生命起点。百年风云激荡，百年夙

愿梦圆。如今，以张国新为代表的江南人

正在新时代开创新的伟大历史。 天高海

阔，他们将把更加辉煌的篇章留给未来。

能伴随
人民海军从
‘0’点起步，
不断走向装
备现代化，这
样的人生机
遇千载难逢。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张国新近影。

单镜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