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即将退休的马骏骅老师
都拼尽了全力，不可能混日子

“曾经的我是个怀疑论者，我怀疑人的本质
是否都是自私的，但我想到了老师们一次次放弃
休息时间来教室，他们一大把年纪还一天天陪我
们到深夜，他们一句句不厌其烦的批评和鼓励。
日复一日，他们绝不是惦记着自己的绩效考评，
而只是为了学生更好，我想这正是无私、善良最
真实的写照，足以让我以往的疑虑烟消云散。”这
是 2019 年从镇中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的李浩，高
三时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节选。

正教高二化学的马骏骅老师2020年就要退
休了，但在她身上完全看不出退休前“混日子”
的迹象。一周五天，早上7点前到校，晚上9点以
后离校，是马老师的工作常态。哪怕教了一辈子
书，每天依然花两三个小时备课，花一两个小时
找题做题，所有学生的作业必然批改，遇到有学
生化学略微薄弱的，就主动找学生沟通辅导。

然而，在马老师看来，目前的状态比起她
2008年刚从内蒙古来宁波时，已经好太多了。

“因为先生在宁波工作，2008年我从老家内蒙古
通辽市第三中学来到了镇海中学，第一年在蛟川
书院教初中科学，第二年调到镇海中学教高中化
学，那是我原本的专业。刚来的两年，为了跟上这
边的脚步，我拼了命地学习，周末基本不出家门，
就怕原来的知识储备不够，教不好学生。幸好，镇
中的规章制度和管理非常好，老师可以踏踏实实
搞好自己的教研活动，备课组内相互听评、相互
学习，优缺点畅所欲言，需要改进的点直言不讳，
大家关系特别和谐。在整个氛围的影响下，我常
说这里的老师不用扬鞭自奋蹄。”

临近退休前兢兢业业的马老师心里想的是，
对得起学生，不给学校抹黑，给自己一个圆满的
交代。“而且，大家都拼尽了全力，不可能混日子
的。”

高三班主任蔡建芳
老师要对每一个“唯一”负责

“不搞有偿家教已成为全体镇中老师的共同
约定和行动自觉，90%以上的老师每周 4 到 5 个
晚上在学校陪学生晚自习到9点甚至10点，布置
给学生的作业习题，老师 100%都会用多种方法
做过。”这是镇海中学党委书记张咏梅的介绍。

1995年大学毕业就来到镇海中学的英语老
师蔡建芳，被同学们亲切地称呼“蔡妈”，已经毕
业了的班级微信群里，学生们取的名字有“蔡妈
和她的学生们”“菜园小筑”等，满满的家庭氛围。

采访当天见到蔡老师时，她嗓音略有点哑。
“带了高三两个班，1月份的高考马上就要开始
了，最近天天从晚上6点到9点半，嘴巴就停不
下来，前阵子给学生面批作业，英语作文都要一
对一交流。12月30日开始停课了，但老师其实更
忙，因为学生自习中任何不清楚的都会来找老
师，老师肯定得在。”

作为高三的班主任，做好学生的情绪管理和
心理疏导，压力也不小。蔡老师之所以能成为“蔡
妈”，正是因为学生认为“蔡老师比我妈更理解
我，更能安慰我”。

11月份，班上一位学生参加生物奥赛，一回
来就扑到蔡老师怀里哭，因为金牌拿不到了。蔡
老师先是抱抱他，然后给他讲自己曾经带过的
学生的故事。比如2012届有位女生，高三时
推荐“清华领军”没有进，她就下定决心要
让别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领军，结果高
考进了全省前十。

“对每一位学生来说，高中三年
都是唯一的，老师要对每一个‘唯
一’负责。”理解、接纳、用一个个真
实的案例去鼓励学生们，蔡老师
正是这样收获了一届又一届高
中学生的信任。

无论是马老师，还是蔡老
师，都只是镇中100多位老师
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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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校背后的基因
到底是什么？

镇海中学

□记者 王伟 摄影记者 张培坚 通讯员 曾昊溟 朱宸宇
当初填志愿时，我在数院的星

空和光华的实地之间徘徊了好久，
最终，我告诉自己，身为一个镇中
人，我们的生命需要一点理想主义
色彩。我也渐渐发现，当你选择了
梦想，你也注定会收获硕果累累的
现实；而若选择了功利，终将沉沦
于世俗之海中。因此，假如你热爱
文史哲，那就不要因为世俗的压力
选择金融；假如你心系基础科学，
那就不要担心就业而选择应用科
学。愿你将来能够自由选择自己未
来的方向！

——2019年高考浙江省第一
名、现就读于北大数学科学院的徐
嘉骛寄语学弟学妹

公园 985 年（宋雍熙二年），梓
荫山南麓，始建先圣殿，那里当是
古代读书人礼敬朝拜处。有多少冀
望学而优则仕的人在此梦想成真？
又有多少经年悬梁刺股者在此黄
粱一枕？

此后，从宋到清，增建学宫、重
建大成殿、形成县学建筑群……
1911 年，风云际会的辛亥之年，镇
海人盛炳纬创办镇海县中学堂，正
是如今镇海中学开始的地方。

校园里，从大成殿往东行，拾
梓荫山而上，古炮群、镇海口海防
遗址、吴公纪功碑亭、林则徐纪念
堂、“惩忿窒欲”摩崖石刻、俞大猷
生祠碑记……还有很多颇有来历
的景点。

风雅隽秀相伴红色经典，形成
镇海中学校园内精致与大气和谐共
生的独特风景，让每位到访者，更让
莘莘学子，得天独厚于古典凝结处
感悟革命的动荡与先烈的圣洁。

——长篇纪实文学《海风吹拂
梦想》

在镇海中学校园里，散落着 20
余处历史遗迹，其中有 3 处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文物
背后是一个个永不泯灭的名字：爱
国志士柔石、民族英雄俞大猷、革
命烈士朱枫……

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特别强调
家国情怀，连续数年，他都把开学
第一课的主题定为爱国主义教育。

“现在的人们总是说，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但我认为，学习的最大动
力是家国情怀，这是一种价值追
求，也是一种责任担当。”一个人有
了责任有了担当，才能够心无旁骛
孜孜不倦地去付出。

——《中国教育报》

更多声音4

在对镇海中学的评价中，也有
一种声音认为，镇海中学能取得如
今的成就，与招生过程中的“掐尖”
不可分割。对这种说法，吴国平认
为是很不科学的，但他愿意以理性
的“算账”方式给予回应：

过去10年，镇海户籍的镇中
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有 85 人
（两年之前，蛟川书院可以部分
跨区域招生，所以基本不存在为
了读书而迁户口的情况）。而在3
年前，镇海的户籍人口大约只有
23万。

同样在过去10年中，非镇海
户籍的镇中学生考上清华北大的
大约有370人。吴国平说，以这个
比例来计算，如果一定要说“掐
尖”的话，镇中也就是掐了100万
户籍人口的尖。这里面，宁波大市

以外的又占一半，也就是说在宁
波，镇中只掐了大约50万户籍人
口的尖。而宁波户籍人口有 600
万，所以，即便要说掐尖，镇中所
掐的仅仅是很小比例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宁波优秀学生，都在其
他学校里。

“再说，如果这种行为是掐
尖，那么镇海中学曾经也被掐过
尖。在我刚来学校的 2000 年-
2002年，每年都有镇海最好的学
生去外地求学，有的去了中心城
区，有的去了杭州上海，因为那
个时候，我们还不是最好的。但
是2003年以后，这种现象就几
乎没有了，因为我们通过自己的
努力，用实际结果让家长和学生
看到了镇海中学的实力。”吴国
平说。

掐不掐尖，不妨来看看数据

几十年如一日的高强度工作
累不累？“累，但是收获更多。”这
是镇中老师普遍的心声。

而在校长吴国平看来，把不
得不做的事情变成喜欢的事情，
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

“如果没有一种建立在自觉自愿
自发基础之上的教育情怀、教育
理想和职业行为，教师很难将教
书育人的职责履行到位，更别说
追求卓越了。”教育的自觉正是吴
国平办学的一种理念。

“当然，情怀要讲，待遇也要
讲。”吴校长说，解决好老师的后
顾之忧，创造环境让老师专心教
研和工作，是镇海中学校领导的
一致认识。

从待遇上来说，镇中老师的

待遇与镇海公务员比较接近，
相对较高的收入保证了老师不
会再冒着风险偷偷摸摸去做有
偿家教。从小学到高中，教职
工子女读书优先考虑的政策，
则免除老师的后顾之忧。用学
校领导层的话来说，“你们全心
全意对待别人的孩子，学校也
要全心全意对待你们的孩子”。
平时，老师遇到生活上的问题
无法解决的，都可以找学校帮
忙。之前有一位老师生病需要
换肝，但家里经济条件一般，
学校就发动师生甚至家长，捐
款60多万元，同时联系上海的
医院进行手术。如今，这位老
师已经退休，身体还不错，对
校长和学校充满了感激。

不得不做的事变成喜欢的，是态度更是能力

“说镇海中学只会抓应试教
育，那肯定是对我们不了解。前不
久结束的浙江省中学生乒乓球比
赛，我们拿了团体第一，市里的科
技新苗活动、省里的全国研究性
学习评比，我们学校也是得奖最
多的。今年的全国青运会，我们有
个学生获得全国第二名……”说
起学生发展的成就，校长吴国平
如数家珍。

教育是对人的成全，这是吴
校长的教育理念，也是镇海中学
庄严的办学立场。学校有50多个
社团，为学生兴趣发展提供各种
平台，全校几乎每一个学生都会
参加1-2个社团。学生不用穿校
服，就餐可以选择在学校食堂或
者外出，这样的管理比绝大多数

中学都来得自由。
但是，“自由是建立在自律基

础上的”。每年9月份，是学校的
规范养成月。通过渗透式教育，学
生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什
么时间不该做什么；什么地方该
做什么，什么地方不该做什么。

“教学区就应该是安静的，自习教
室哪怕没有老师也不会吵闹，运
动区就应该是热闹的，学生宿舍
只有床和柜子，没有桌子椅子，学
习就应该到教室、图书馆、实验
室，不应该在寝室……”

在吴国平看来，细节非常重
要，通过细节的规范，养成良好的
习惯，在自律的基础上给学生自
由，成全他们个性的发展，这才是
良性循环。

说镇中只会抓应试教育，那肯定对我们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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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承红色基因，厚植家国情怀，求真梓荫，扬善大成，镇中卓越有我，民族复兴有我。”2019年12月30日，星期一，
早上7点，铿锵的誓言在梓荫山下响起，镇海中学2000多名师生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告别2019、迎接2020。

当天，镇海中学还发布了2019年学校十大教育新闻：入选改革开放40年“学校教改探索案例40个”、实现五大学
科竞赛全国金牌大满贯（共获14金5银，10人进入国家集训队）、在第十届全国中学生领导力项目展示中荣获特等奖
等10余个大奖、2019年高考全省前10名占7席、前20名占14席……

面对这样的成绩单，从教育界同行、媒体，到学生家长，一次次追问：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所学校？于是，我们再一次
走进这所古朴大气的校园，与工作、学习在这里的师生对话，试图解码这所“浙江最好的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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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来，我用家长的视角观察、思
考、探寻。此时，如果有人问我：你眼中镇
海中学的学生是怎么样的？我会用 15 个
字来回答：丰富的宁静、高度的自觉、绽
放的个性。”这是2019届毕业生蔡子羽妈
妈在孩子毕业典礼上发言的片段。

蔡子羽很喜欢音乐，来镇中之前，已
经做好心理准备，估计他最喜欢的钢琴
是弹不成了。让人意外的是，学校室外竟

然摆放了5架钢琴供学生自由弹奏，在镇
中三年，蔡子羽参加了大大小小十几场
音乐活动。50余个社团，不间断的开放、
多元、自由的校园文化活动，高三也不停
止的音乐选修课，让学生有了充分绽放
个性的天地和滋养性情的空间。

虽然与葛董琳不在一个班上，但因
为共同参加社会实践，加上部分选考的
科目相同，张禹珈与葛董琳的关系挺好。

“我成绩不如她。”说这句话时，完全看不

出来张禹珈有任何的压力。事实上，她对
自己能从刚进来的大约300名左右，上
升到如今年级150名左右，感觉挺满意。
更加重要的是，高中三年，对张禹珈来
说，绝不仅仅是学习一件事，而是缤纷多
彩的三年。

高一参加话剧社，高二担任校学生
会副主席，与父母一起组建的助学团，从
一开始的3个人发展到如今的300多人，
已经资助了50多位学生，高考全部结束
以后，张禹珈打算和团里的人一起去贵
州支教……

“我不认为参加这些活动会影响
到高中的学习，事实上它们让我得以

更加全面地发展。”

校长吴国平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

由郭沫若题写的校名由郭沫若题写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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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当外界惊叹
于镇海中学的惊人成就时，只有镇中人
知道，这背后是深夜里办公楼的灯火，是

‘兰之猗猗，扬扬其香’的坚持坚定、拼劲
韧劲。《北大钝学记》里说道，燕园的灯光
就是北大的希望；镇中校园的灯光，也同
样承载着镇中人的梦想。过去的一年，似
乎也有一些努力成了徒劳，但是我们知
道：没有‘人比黄花瘦’，哪来的‘蓦然回
首’；没有卧薪尝胆，哪来的三千越甲可吞
吴；没有厚积，哪来的薄发呀！”这是高一
2班陈诗婳在去年12月30日国旗下的讲
话片段。

因为连续多年来高考和学科竞赛的

出色表现，在一般对镇海中学有所了解但
又不太了解的人眼中，这似乎是一所应试
教育特别出色的学校。那么，事实又是怎
样的呢？

已经高三的葛董琳，看上去是一个
非常文静的女孩，然而看看她的中学履
历，实在非常出色。她以蛟川十佳的身份
进入镇中，如今，在700人的年级里（镇
海中学加蛟川高中）能排到前三十。可
是，她更愿意与记者交流的，是她的社会
实践。

在 2019 年第十届全国中学生领导
力展示会上，镇中的葛董琳、叶舒迅、严
冰凌三位同学从千余名参赛者中脱颖
而出，获得“年度中学生领袖奖”（全国

共 50 名），刷新学校历年纪录。葛董琳等
同学参与的“非·驰”领导力项目以绝对
高分，荣获全国中学生领导力大赛特等
奖。该项目针对电动自行车乱行现象层
出不穷的现状，2019 年 3 月组建项目
组，他们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制作海
报、视频，与交警携手走上马路、走进社
区，调研宣传。他们创建的安全知识学
习平台，获宁波交警点赞。成立镇海区
中小学校园安全守护者联盟，开展校园
安全日活动……

“我们学校要求每位学生在三年内
完成校内校外各20个小时的义工劳动，
以及20个小时的社会实践，我觉得这点
非常锻炼人。”

助学团组建者张禹珈
参加社会活动让我更加全面发展

“年度中学生领袖奖”获得者葛董琳
义工劳动和社会实践非常锻炼人

柔石亭柔石亭 红廊红廊吴公纪功碑亭吴公纪功碑亭

梓荫东桥梓荫东桥校园一角校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