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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是宁波赫威斯肯特学
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良好的开端等于成功了
一半，我们仍然要再接再厉，将这种状态保持下去，
只有让坚持成为了一种习惯，我们才能收获成功。

一、要更多地了解学校。宁波赫威斯肯特学
校是一所中西融合的K-12双语学校。学校坚持

“引进、吸收、融合、创新”的办学理念，坚持“特色
引领、品质支撑、服务兴学”，旨在培养厚植中西文
化、深蕴科学精神，具有中国灵魂和国际视野的国
际化人才。在2018年，我校荣登2018中国大陆
出国留学最强中学TOP100榜单，位列全国私立
学校第34位，是浙江省唯一一所入围的私立国际
学校。2019届毕业生100%进入美国TOP100大
学，75%进入美国 TOP60 大学，60%进入美国
TOP50大学以及加拿大前5，澳洲八大名校，英国
前10等世界名校。

二、要更好地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方向。首先，明

确三个W：你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学校（Why）？你来
到这个学校想要做什么（What）？你想要往哪里去
（Where)？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要牢记六
个核心词汇“责任、诚信、规则、合作、包容和感恩”。

三、要更好地坚持“塑造自信、看见优势、改变
习惯、坚守梦想”的准则。塑造自信，即以成长型
思维方式为重点，树立乐观积极的心态，有效地表
达自我价值。在走班选课、分层教学的基础上 ，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课程，最大程度地发掘自己的
潜能。看见优势，即善于发现自己在不同方面的
特长和优势。

四、要做到自信、自觉和自律。知礼明理，举
止大方，这就是自信；专心听讲，物品整洁，这就是
自觉；言语文明，规范着装，这就是自律。自律和
自觉是培养性格习惯的需要，自信是铺垫成功之
路的基石。只有自律自觉才能造就真正的自信，
只有自信的人才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如此精彩

值得你去
宁波“洋气”学校

校长们开学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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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教育日益多元，世界更加精彩。正如
今天的这个版面。在受邀寄语的校长中，
有的土生土长，多年耕耘本地教育；有的为
理想远行，助力甬城教学；还有金发碧眼，
筑梦“人类文明共同体”。

他们风格迥异，文字沉稳、风趣，或深
刻；“画风”写意或写实。但是，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目标：让孩子们拥有更多的选择，去
追求更为美好的明天。

新学年已至，有梦才有远方。生活还
在眼前，远方已然精彩纷呈。追梦路上，临
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你若盛开，清风自
来。 记者 徐叶

培养学生
真正的大智慧
赫德学校总督学
罗伯特·霍尔罗伊德

从牛津大学毕业之后，我完全沉浸到了
教育行业中。过去三十五年的工作生涯里，
无论是在英国最负盛名的寄宿制男校之一拉
德利学院还是在英国领先的全日制男女混合
寄宿学校莱普顿，我从未遇到过像宁波赫德
学校的这群孩子般可亲可爱、友善积极的学
生，感恩家长们的悉心教导和培养，把这批优
秀的孩子送到我们的手中。

在刚刚过去的8月，赫德新一届毕业生的
最终去向尘埃落定。这也意味着，从此以后，
帝国理工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伦敦大学
学院、清华大学、香港大学都将出现宁波赫德
学子的身影。这些优秀的毕业生也给学弟学
妹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那就是：一流大学的
入学竞争从来都是激烈的，每一个人都应该
为自己的梦想实现而努力奋斗。

赫德小学部的孩子们起点远远高过现在
这批中学部的孩子。得益于学校浸润式双语
和国际化的教学环境，我看到了小学部的学
生们在中英文能力都令人刮目相看的同时，
兼具数学思维能力和科学探索精神，并在音
乐、艺术、体育等方面也颇有成就。不难想
像，当这些学生升到赫德中学部的时候，将会
给中学部带来多么大的惊喜。

我希望赫德学校可以通过自己的教育理
念和教育方式，培养学生们真正的大智慧，认
识到真正的成熟不是来自于追求优越条件，
而是来自于接受责任。同时我们希望能培养
赫德学子的仁义之心，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换
位思考理解他人和这个世界，包括最弱势的
群体，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尊严。

另外，我希望赫德的孩子们要有向外看
的勇气，在亲身体验中学习如何在全球化背
景下表达自己，并思考将来如何在国家以及
国际舞台上生活和工作。

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是立德
树人。在全面发展的大背景下，为学生个性发展
提供机会和平台，是近几年至诚学校的着力点之
一。

密诗嘉同学在2019新加坡国际音乐节上获
得江浙沪预选赛西洋弦乐一等奖，高政同学在
2019年U系列中国青少年滑板巡回赛中斩获两
个组别银奖。这些奖项的背后是上万次的练习和
摔跤。而每次一的练习和摔倒，都没有让他们放
弃，因为那是他们心中的热爱与坚持。除此之外，
我们学校还有很多像他们这样特长突出的学生，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有着个性鲜明的爱
好特长和坚持不懈的努力精神。在他们上万次的

坚持与努力下，我们看到了他们强大的力量。
我看到很多奔波在考试路上的孩子、看到很多

在题海里忘记自我的孩子，也看到很多在高考结束
后面对志愿头痛的孩子，他们眼神迷茫、内心纠结。
教育是使人成为合格人才的过程，是鲜活生命的成
长历程。所以，这些年，我更关注从细节体现孩子个
性，挖掘孩子特长，为孩子提供多元化的平台，让他
们了解真实的自我和自我的内心，为未来成长为一
个合格的社会人才提供方向。我希望我们新入学的
同学，在未来学习新知识的道路上，保持一颗开眼看
世界的心，找到内心的热爱，并且秉承这份对爱执
着，努力使自己成长为一个有独特个性的，全方位人
才！

新学年的脚步临近，令人兴奋而充满期待。
欢迎同学们、老师们和家长们来到“学习者

社区”——学校。
同学们，愿你有一个有趣而有意义的新学

年。在求知的路上，请始终保有好奇心、宽容心
和自信心，努力成为勇于提问、积极进取、自主自
律的探究者。承担起成长的责任，不断在反思中
进步，拥抱积极认真的自己。

同学们，学校不仅是你们学习和快乐成长的
地方，同样也属于老师和家长，我们倡导“100个

孩子，100个世界”，用心培养面向未来的“终生学
习者”。在你们成长的路上，我们和你们的爸爸
妈妈并肩，共同用温暖的爱心靠近你们，用信任
的眼光肯定你们，用有力的臂膀支持你们。持续
的学习和分享，将把我们紧紧地凝聚在一起，“学
习者社区”建立起信任和支持体系，相信我们能
携手走得更坚定、更持久。

在此衷心祝福“学习者社区”中的每一位。
让我们一起期待和欢庆新学年的点滴成长和一
切美好！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朝气蓬勃的
同学们又迎来了新学年，开启了新征程，有的
同学升入了新年级，有的同学跨入了新学段。
期待同学们在新学年里，能不断磨练批判性思
维、合作、沟通和创造创新的卓越能力，不断锤
炼坚毅、自控、热忱、感恩、乐观和好奇的卓越
品质，成为有责任担当、有家国情怀、有国际视
野的社会英才。

教育即启迪，教育的目的不仅要让同学
们认识已知和过去，更要去发现和创造未
知。作为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的“大家长”，

我认为分数是必须的，但不是唯一的。我们
关注学生成绩，更关心学生成长；我们不把
教材当世界，而是把世界当教材；我们不仅
关注学生共性，更要张扬学生个性；我们决
不束缚学生的思想，但一定要规范学生行
为；我们要让学生学会学习，更要为学生的
终身学习奠基。

新学年，期待同学们既要仰望星空，也要
脚踏实地。围绕目标、计划、行动和反思四个
步骤认认真真上好每一堂课，踏踏实实过好每
一天。祝同学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孩子们，欢迎你们来到宁波滨海国际合作
学校，享受滨海夏末秋初的田园风光，开启一
段新鲜而又幸福的学习生活。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曾说，成为
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的选择。选择了滨
海，你们就选择了成为“尚美、抱朴、爱智、弘
毅”的未来公民。

拥有善于探寻美的思维。抬起头，你会发
现这里青山当户，碧海波宽；环顾四周，美好的
友情、亲情、师生情其实时刻都围绕在你身
边。发现美，感知美，享受美，我愿你们置身于
美的中心。

拥有质朴踏实的品格。我相信大家都拥有
一个浪漫的梦想，并不断努力缩短与她的距离。
我愿你们像一棵树，将汲取养分的根须深植滨

海沃土，用参天华盖为脚下土地遮风挡雨。
拥有热爱智慧的头脑。人学始知道，不学

非自然。这里自由开放，我愿你们享受与老师
头脑风暴，与同学思维碰撞；在经典阅读中沉
淀自我，在生态田园中诗意栖居；心怀天下，格
物致知，放眼世界，独具格局。

拥有意志坚定的内心。我们渴望收获成
功的果实，可乱花渐欲迷人眼，在我们身边有
很多这样的“乱花”，或许是可口的食物，或许
是艳丽的服饰，或许是纷繁的网络……我愿你
们内心强大，拨开这些“乱花”，品尝甘甜的味
道。

滨海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手牵手拾级而
上；滨海是一个精神家园，我们返璞归真，做一
个人格健全的大国公民。

选择滨海 选择未来
宁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校长 刘飞耀

“开学”的大片再次强势登场！陆续读到
很多建议类的文章，都谈到孩子们需要“收心”
了。个人觉得我们是多虑了。因为现在孩子
们的假期内容要比我们想像中的丰富有效很
多，无论是社会、学校还是家庭，都为了让孩子
们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假期动足了脑筋，所以，
孩子们的心其实没有松过。

首先，归纳与分析。孩子们可以和爸爸妈
妈一起整理一下暑假里的各种收获。获得哪
些新知识、学到什么新技能、锻炼了哪些品
质。两个月的暑假的点点滴滴经过“归纳与分
析”很可能会成为孩子们在新学期里成长与发
展的动力和能量。

其次，迁移与运用。暑假中获得的动力和
能量如果能迁移到新学期的学习生活中，那一
定会让孩子们事半功倍；暑假中学到的知识与

技能如果能运用到新学期的各类活动中，那孩
子们一定会遇到更多的精彩与创新。两个月
的暑假的累累硕果经过“迁移与运用”很可能
就会给孩子们带来新的面貌和发展提升的新
机遇。

接着，规划与想象。一切机会都是为有准
备的人而准备的。因此，结合暑假的学习与思
考，孩子们可以好好规划一下新学期要走的每
一步。有了规划，我们就能大胆想像美好的未
来。孩子们的心不需要“收”，而是要“放”，是
要“用”，毕竟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有多
远，人生就有多远。

最后，我想祝所有孩子们在新学期里能够
“诺”、“德”、“安”、“达”，做一位“信守承诺、德
才兼备”的好孩子，做一位“安达励志、志在高
远”的好学生！加油！

差异
宁波上海世界外国语学校校长 曹子瑜

开学了，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差异。大家知
道差异是什么意思吗？差异就是差别、不同。我们每
个人在业余时间做的事情，导致了人和人之间的差别
和不同。对老师来说，工作以外的时间是业余时间，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业余时间就是你们放学后的时
间。有些人下班后、放学后与学习做伴，和书籍做伴，
有些人和游戏做伴，还有些人与呼呼大睡为伴。这些
你在业余时间做的事情，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地积累，
最终形成了你与他人之间的差异——有的将来成为
了国家的栋梁，有的则成为了国家的危害。

我们学校的 STEAM张老师是国外大学毕业之
后回到了祖国，来建设宁波。我们宁波世外的小朋
友们，将来无论你在哪里生活、工作，记住你是一个
中国人。当国家需要你的时候，一定要能够站出来
维护国家的荣誉与尊严。

新学期来临的时候，牢记做一个走向世界的现代中
国人。在每一分每一秒中讲教养，敢担当，会学习，爱运
动，能共处。祝愿每个小朋友拥有中国心，世界眼，让我
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努力、加油！新学期快乐！

少年壮气 繁简有致
宁波市海曙区储能学校校长 王甬龙

储能学校，是宁波市效实中学与海曙区人民教育基
金会合作共建的。同学们，让我们扬少年壮气，务实创
新，传承效实百年的精神内核。当我们的个人理想能与
民族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才会有更大的气度，更广的视
野，也才能更好地迈步成长之路。

储能学校命名来自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一段原文：
“始以易简，伏变化之机，命之曰储能；后渐繁殊，极变化
之致，命之曰效实。储能也，效实也，合而言之天演也。”

“储能”，是蕴藏潜力，由简到繁；效实，是显现本质，删繁
就简。储能、效实，合起来是自然界的变化规律，当然也
是生活的智慧。

我们通过学习、交流、行走，不断丰富自己、走向成熟，
便是“由简到繁”。我们在学习、生活中消化吸收，不断反
思，提炼人生智慧，守护那至纯、至真的初心，便是“删繁就
简”。繁简有致，其实强调的是“笃行”，这是学校对同学们
寄予的最初的愿望。

“笃”是坚持，是执着，恰好切合时下广为流传的Grit
教育理念。只有带着热情的、自我驱动的坚持，才是真正
的坚毅，才能真的走向卓越和幸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这种“乐”就源于精神的平静满足，
来自于坚毅的打底。

希望同学们努力培养“坚毅”的品格，让“Grit”成为
储能烙印！

中国灵魂 国际视野
宁波赫威斯肯特学校校长 徐未华

培养有独特个性的全方位人才
宁波至诚学校校长 崔国久

100个孩子 100个世界
宁波华茂国际学校中方校长 叶斌

关注学生成绩 关心学生成长
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校长 况文鹏

新学期 有比“收心”更重要的事
宁波市奉化区诺德安达学校中方校长 郑皓亮

擦亮眼睛
看清前行的方向
宁波诺丁汉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袁湛江

“脚踏实地，志存高远”，是宁诺附中的校训，是我
们每一位师生持续一生都要追求的一种境界。

暑假中，我去高一新生家里访问，谈起未来的目标，
有的同学说是浙大，有的说是复旦，有的说是宁波诺丁
汉大学······我当然很高兴，毕竟有目标才会有动力
嘛，但是总觉得不够完美，于是我总会在鼓励之后补充
一句：这只能是你高中阶段的一个小目标，对于整个人
生来说，还应该看得更远。比如，你要做一个怎样的
人？你对社会的独特价值体现在哪里？

对于一位中学生来说，提高学习成绩、考入一所理
想的大学固然重要，作为学校和老师，我们当然也会不
遗余力地帮助你们提高成绩。但是各位一定要清楚，我
们努力学习的终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改变和提升自己
个人的生活品质，也是为了让亲人更幸福，让祖国更强
盛，让世界更和平，让环境更优美。一个人，只有找到个
人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结合点，并且不遗余力地为之
奋斗，他才可能彻底摆脱孤独和困惑，永远处于一种如
鱼得水的和谐环境之中，才可能有一种释放光和热的成
就感与快乐感。因此每位同学的一言一行，都应该考虑
到不给他人添麻烦，要为环境创风景，时刻心怀感恩和
敬畏，热爱学校，努力学习，保护环境，遵守秩序，堂堂正
正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我们才可能生活在一个舒适温
馨的环境之中。

教育大计，立德树人。你的价值观，不仅决定了你
未来的走向，也决定了你未来的成就。

罗伯特罗伯特··霍尔罗伊德霍尔罗伊德

徐未华徐未华

叶斌叶斌

况文鹏况文鹏

刘飞耀刘飞耀
郑皓亮郑皓亮

袁湛江袁湛江

曹子瑜曹子瑜

文字整理 张峰

王甬龙王甬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