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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思想
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国近现代原
创力最强、真正形成教育学说体系并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在国内外有着
很高的地位。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很
高的当代价值。

陶行知从爱国爱民出发，他爱教育，
决心一辈子献身教育，立志要用教育来
救国救民，他更爱“救国救民”于水火的
中国共产党，由此他成为一个“无保留地
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是
陶行知献身精神的生动体现。民族危
亡，国难当头，他挺身而出，奔波海外，宣
传抗日，争取国际支援。回国后又不顾
危险，抨击国民党政权专制独裁，呼吁和
平，为中国的民族命运、民主进步和教育
改革付出了毕生精力。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是陶行知为人与教人的终极旨趣。
他一生求真，求真善美，反假恶丑，说真话，
办真事，做真人，重真才实能。他从不讲空
话，办虚事，搭花架子，搞形式主义，而是
实事求是，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从实践试验
着手，创造了一整套以生活教育理论为
核心的教育学说；他开拓性地创办了一
批内容与形式全新、多层次、多轨制、多
形式的幼儿园、中小学、师范、工学团、
育才学校、社会大学等；他从办学的指导
思想、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材和教法
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为中国教育
创造了一批新的典型；他为中国的教育
改革探获了一条新路，为中国的革命事
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开拓和创造精神的
人才。

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很高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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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原常务副
会长，华中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努力践行“有温度的教育”

在陶研中发出“黄山学院声音” 做“传播陶行知的火种”

当前，我们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如何把陶行知先生先进科学的
教育理念融入到我省教育事业中来，对
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建设教育强省
至关重要。

第一，要聚焦根本任务，坚持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不动摇。新时代，广大教
育工作者一定要牢记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任何时候为党育人的初心不能
忘，为国育才的立场不能改，确保教育
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要聚焦五育并举，深入推进
“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安
徽是全国“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省，
省委省政府已决定实施德育铸魂、智育
提质、体教融合、美育熏陶、劳动促进五
大行动。我们要不断深化“三全育人”
综合改革试点省建设，努力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

第三，要聚焦根本宗旨，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新时代，广大教育工作
者要深刻领悟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内
涵，聚焦人民群众对优质均衡教育的期
盼，坚持把教育公平作为基本教育政策，
高质量推进教育扶贫，高水平推进“双
减”工作，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第四，要聚焦基础工作，加强新时
代教师队伍建设。新时代，广大教师要
继承发扬陶行知先生“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去”的精神，以奉献之心投
身教育工作，以“爱满天下”的胸怀履行
好教师责任。要努力改变教学方法，让
学生的学习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相结
合，坚持以学生为本，关心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努力践行“有温度的教育”。

安徽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省教育
厅厅长

黄山学院坐落在陶行知先生的故
乡。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行知精神
和爱满天下的情怀，始终是学校办学的
根本和发展的不竭动力。

多年来，我们秉承行知先生“千教万
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矢
志追求，着力在立德树人上下功夫。我
们秉承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
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思想，着力在应
用型人才培养上下功夫。我们秉承行知
先生“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
坚定信念，着力在锻造优秀师资队伍上
下功夫。我们秉承行知先生“敢探未发
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的创造精
神，着力在创意创新教育上下功夫。我
们秉承行知先生“爱满天下”的师者风
范，着力在培育时代新人上下功夫。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

师为本。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将根植于徽州大地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与
现代大学制度有机融合，知行合一，奋力
推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我们要以先生为榜样，用心学陶。
认真学习传承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平
民教育思想、乡村师范教育思想、创造教
育思想，既动脑、又动手，大力培养高素
质应用型创新人才，倾心服务黄山市“五
个之城”建设。

我们要以先生为标杆，用情师陶。
从先生的思想、精神和品格中汲取前行
力量，教育广大教师“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

我们要以先生为示范，用力研陶。发
扬光大陶行知教育思想、教育实践，在陶
行知研究中发出响亮的“黄山学院声音”。

汪 枫
黄山学院党委书记

陶 侃

安徽是我曾祖父陶行知先生的出
生地，是他的第一故乡、是他立下志向
的地方、更是他的价值观、人生观确立
的地方。

在我的心目中，曾祖父陶行知先生
是一个令我自豪和敬爱的伟大人物。
他的人格是崇高而富于魅力的，他的思
想是科学而富于前瞻性的，他的创造实
践是多元而卓越的，他的为人是平凡而
伟大的。

陶行知思想像信仰一样引领着我，
这不仅是血缘关系，更是因为他的人格
魅力和精神，主要表现为：“为中国教育
寻觅曙光”的伟大抱负与时代责任感；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
精神；“有教无类”“爱满天下”的博大胸
襟；“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
边疆”的开拓创新精神；“教人求真”“学

做真人”的求真精神；“自我颠覆”的终
身学习态度；“有教育，无家”的教育家
精神；“为国、为民”的崇高信念。

曾祖父在安徽求学时期，家境贫
寒，数次搬家，但所到之处的老师们都
愿意免费供他读书，正是徽文化的大爱
精神，给曾祖父后来的“爱满天下”精神
的 培 育 起 到 了 基 础 性 和 决 定 性 的 作
用。他在少年时代，深受徽州文化影
响，确定了献身祖国的抱负。

曾祖父之所以被人敬仰，不是因为
家财万贯，而是他所代表的徽派文化，
他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曾祖父离开这
个世界已经 75 年，但是他的思想和精
神依然在中国大地上熠熠生辉。他当
年的理想已经和正在变成现实。作为
行知先生的曾孙，家乡若有需要，我会
竭尽所能。

陶行知先生曾孙、上海市陶行知纪
念馆副馆长

开启学陶师陶新局面
作为一名老陶研工作者，我参加了

陶行知诞辰 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
纪念大会，这次 130周年盛会，第一次在
中心城区举办，第一次由市委市政府黄
山学院共同主办，必将开启我市新时代
学陶师陶的新局面。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核心是生活教
育理论，符合国情、博大精深。与时俱
进是这一理论最本质特征。党的教育
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教育的
目标，而学陶师陶则是抵达目标的一艘
航船。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爱
祖国、爱家乡，希望民族振兴的家国情
怀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行。他提出每日四
问，身体有没有进步，学问有没有进步，

工作有没有进步，道德有没有进步。陶
行知尤其强调道德，认为道德是做人的
根本。对于教师，他说“先生不应该专教
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该专
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人生之道”。

陶行知倡导知行合一、经世致用，重
视创造创新。现在市委市政府提出“创
意黄山”建设，与陶行知的创造教育思想
一脉相承，为我们今天的学陶师陶，提供
了一个非常好的目标和抓手。陶行知一
生“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
疆”，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对于创意黄
山建设，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张俊杰
陶行知研究专家、市政协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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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诞辰 130 周年纪念会发言摘登

千秋孔子，百年行知。10 月 17 日
上午，我市举行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诞辰 130 周年纪念会，重温和弘
扬陶行知教育思想，见证学陶师陶倡议
书的发布和长三角行知红色研学联盟
合作协议签订，深切感受陶行知伟大的
人格力量、赤诚的报国之心、“爱满天
下，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陶行知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思
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也是中国近现
代原创力最强、真正形成教育学说体
系并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他一
生竭尽全力奉献教育，创立了生活教
育理论，创办了新安小学、晓庄师范、
山海工学团等学校，为中国的大众教
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做出了开创性
贡献，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伟大的人民
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历经一个世
纪的反复检验，至今仍有着强大生命
力。

斯人远行，风范永存。“在当今的教
育背景下，大力弘扬陶行知精神，依然
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全国人大
常委会委员、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洪宇在纪念会上说，我们要按照习近
平总书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
示要求，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总书
记“实践育人”“劳动育人”指示精神有
机结合起来，将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
发展成“生活即学习”“生命即成长”“生
存即共进”“世界即课堂”“实践即教学”

“创新即未来”六个原理，将陶行知先生
提出的“生活力”“自动力”“创造力”发
展为“生活力”“实践力”“学习力”“自主
力”“合作力”“创造力”六力论，努力将
陶行知 100 多年前提出的教育思想和
社会变革理想变成现实。

“在我的心目中，曾祖父陶行知的
人格是崇高而富于魅力的，他的思想是

科学而富于前瞻性的，他的创造实践是
多元而卓越的，他的为人是平凡而伟大
的。”陶行知曾孙、上海市陶行知纪念馆
副馆长陶侃认为，要充分挖掘历史资
料，多形式多角度传播，弘扬陶行知的
伟大精神，立大志，立真志，成就一番
事业。

“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
万世师表，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时
期，都可以从陶行知精神中汲取营养。”
在陶行知研究专家张俊杰看来，陶行知
教育思想是精神富矿，常学常新，与时

俱进是这一理论最本质特征。“如果说
党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是教育的目标，那学陶师陶则是抵达目
标的一艘航船。”

青年是最富朝气、激情和梦想的一
代。纪念大会上，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和
歙县新安小学共同发出学陶师陶倡议，
提倡要结合自身成长实际学好党史，以
英雄模范人物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
话、跟党走的决心。今年“六一”前夕，
习近平总书记给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
学回信，令孩子们倍感振奋。“习爷爷的

回信中提到要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
砺品格、增长本领，我们会牢记习爷爷
的嘱托，长大要成为祖国的栋梁，好好
报效祖国。”江苏淮安新安小学六年级
学生翟皓然说。

坐落在行知故里的黄山学院，多年
来始终坚持将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行知
精神和爱满天下的情怀，作为学校办学
的根本和发展的不竭动力。“我们一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根植于徽州大
地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与现代大学制度
有机融合，知行合一，奋力推进学校高

质量发展。”黄山学院党委书记汪枫表
示，学校将不断传承和弘扬行知精神，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大力培养高素质
应用型创新人才，倾心服务黄山市“五
个之城”建设。

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前行，传承才是
最好的纪念。陶行知重视创造创新，在
他看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
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当前，市委市
政府提出“创意黄山”建设，与陶行知的
创造教育思想一脉相承。陶行知一生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
疆”，这种敢为人先的精神，对于“创意
黄山”建设，也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
处在崛起赶超新风口、迎来大有可为新
阶段的黄山，将进一步推进学陶师陶研
陶践陶，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努力让
行知先生的桑梓之地成为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示范之区。

·朱西敏·

爱 满 天 下 知 行 合 一
——陶行知诞辰 130周年纪念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