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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教育界，陈东永是一位不得不提的校长，儒雅、专业、务实是大家对他普遍的印象。他的履历简洁却又

不简单：1992年入职成都树德中学，历经英语教师、教务处主任、副校长等岗位，2010年开始执掌这所百年名校；

2019年，陈东永离开树德中学，担任新创办的天府中学校长，一切从零开始。

成都天府中学是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以下简称“天府新区”）2020年才开始招生的新学校。筹备之初，

陈东永就参与其中，他希望在这所学校里，教育能放慢节奏，能重拾中国的优秀教育传统。这是他从教的初心，也

是他一直以来的教育追求。

吾家有师
教高三

■ 刘玺娜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总要有人去，也总要有新的人来。”2019

年 8 月 23 日，是陈东永正式离开树德中学的

日子，在给老师们的告别会上，他说了这样一

句话。

成都树德中学，也就是四川乃至更大范

围内人们熟知的成都“四七九”里面的“九

中”，是一所响当当的名校。执掌这所名校近

十年，似乎已功成名就，为何要离开？当时坊

间有各种版本的传言：“被民办学校高薪挖走

了！”“要去当行政领导了。……”各种猜测，足

见陈东永在四川教育圈的“江湖地位”。

在 8 月 23 日的告别演讲上，陈东永解开

了谜底：他仍在体制内，将去天府新区，参与

筹办政府新建学校天府中学，并担任天府新

区中学首席校长。

坐在天府中学4楼的办公室里，陈东永先

和记者讲起了几年前的这场“风波”。

“最初我也是拒绝的，但是去新区看了之

后，内心被触动。”陈东永说，最初，天府新区

向他发出邀请时，他是拒绝的。但天府新区

的领导没有放弃，三番两次邀请他去新区看

看，甚至有一两次，陈东永是泪流满面地离

开。2014年，天府新区才设立，新区教育面临

着解决教育供给不足和优质资源缺乏的双

重难题。陈东永作为教育人的内心被触动：

总该有这份担当和责任吧。没有人去，怎么

发展？如果名校校长都不愿意流动，那教育

的公平和均衡，怎么来实现？这是陈东永当

时不断反问自己、说服自己的一个原因，责

任使然。

而另一个原因，是藏在他内心深处最真

实的想法。

“四七九”3所学校是成都市直属学校，陈

东永离任时，他是3所学校中最年轻却任期最

长的校长。从干部任用的要求来说，他即将面

临的可能是两种情况：在“四七九”这三所学

校中轮岗任职，或者去教育行政部门工作。

而这两种，都不是他想要的。

“我是做老师的，在学校做专业教育的，

行政部门不适合我；在3所学校中轮岗，和一

直待在树德中学区别不大。”在陈东永看来，

无论从遵守干部任用规则还是传承教育事业

来说，都不能忽略对人的培养，他离开，下面

的干部才有成长的机会，才有人不断去传承

这份事业。

在现实里，其实很多人难以割舍掉这种

名校光环。名校往往有成熟的体系和平台，

有雄厚的师资，更有社会口碑和家长拥护。

但“如果没有了名校支撑，我能不能办好一

所学校？”陈东永也在反问自己。离开树德中

学、创办天府中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像

一次求索。与此同时，也是一种可能性的探

讨：名校校长，是可以流动的，也是应该流动

起来的。

老公是老师，年年教高三毕业

班。因此，他常被我戏称为“怀了胎

的孕妇”。一天天地忙，也不知道肚

子里揣的是个啥？是“两电一邮”还

是“清华北大”？非得等到放了榜，

出了分，他那根紧绷的神经才能松

一松，那颗悬着的心才能稍微放一

放。

自打这几年，老公教上高三毕

业班，家里的大事小情，都不能指

望他。遇上事，任你是谁也难找他

的人影儿。就连我这媳妇儿“觐

见”，那也得提起八百倍的精神。为

啥？我看完电视，困得不行躺下睡

着了，他才回来，开灯一瞅，都半夜

十一点了。早起睡意蒙眬之间，我

伸手一划拉，床那半边经常是空

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间起床

的，吃没吃早饭。

今年他忙得更彻底。因为疫

情，他又跟孩子们封在学校了。

我倒是不思念他。只是惦记他

那腰，多年的教学工作，让他患下

了严重的腰肌劳损，发作时爬楼梯

都困难。想他扶着楼梯栏杆一步一

歇的样子，我就心疼。最让我忿忿

不平的是，他对我竟然也用上了对

待学生的那一套——“严管理，严

要求”：“没事儿别给我打电话。我

上课呢，手机叮叮咣咣地响，像话

吗？学生还怎么学习？有事儿也得

挑时间，我不上课时！”

一次公公生病，肠梗阻，肚子

疼得受不了，还是半夜，我就没指

望老公。虽说开车技术不太熟练，

可我还是急忙拉着公公去了医院，

缴费、做检查、拍片子、住院，连电

话都没给他打。打了他也出不了学

校，出来了就回不去。再说，学生的

课要是耽误了，他会着急的。

发微信信息，老公通常也是半

天甚至一天才能看到，回复多是

“刚在上课”“那会儿晚辅导”“消毒

了”“才查完寝”。直到公公病好出

院，我才把这事儿告诉他。听后，老

公沉默了一会儿，他的声音似乎有

些哽咽，说：“媳妇儿……你受累

了。回去，给你做鱼头泡饼吃。”

前两天，忽然接到老公的电

话，让包些粽子，取其意：高考得

“粽”。也算给孩子们的身体上松松

绑，精神上减减压。我打心眼儿里

高兴，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封校

两个多月以来，他从不让我给他送

任何东西，总说：“放心吧，学校里

啥都有。”感觉我都很久没看见他

了。

在学校围墙的栏杆处，我放下

粽子，远远看老公来取。只见他挥

了挥手，笑了一下。心心念念的人

儿好像瘦了，也黑了。

老公，辛苦了，等高考结束，你

歇着，我给你做鱼头泡饼吃，我就

当“伺候月子”了。

陈东永

“自今日，至未来”是天府中学的校训。

“天府中学，将整个心灵献给孩子，陪伴

孩子在理想的教育环境中成长，让孩子在成

长中触摸理想，承接未来。”这是陈东永对校

训的解读，寄托的是他对理想教育的希冀。

这样的理想，如何去达成？

在天府中学的校园里，陈东永几乎每天

走一两万步。他出现在操场、在课间的楼道

里、在课堂上、在食堂里……出现在每一个有

学生的角落。目前，陈东永能叫出天府中学的

学生80%的名字。

在校园里，陈东永和学生达成了默契：随

时随地都可以向校长提问题，无论天文地理

还是食堂饭菜。这让他收获了不少信任，除了

提问，学生也能够像对待朋友一样跟他交流，

谈同学间的人际关系、家里给的学业压力等

等。在他看来，一个好的校长，必须真正参与

到学生成长、教师发展的过程中去，“与师生

建立一种真诚、亲密、温暖、有力的教育关系，

更能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小石（化名）初一刚入学的时候，集体跑

步总是在最后，而且情绪容易失控。一次晚自

习时，陈东永看见小石在教师办公室哭，正准

备过去问问情况，却被小石吼道：“校长，你不

要管！你管不了！”

针对小石的情况，陈东永多次提醒老师

们，给予足够包容与耐心，让他能在诚挚友爱

的环境里慢慢变好。果然，到了初一下学期，

经过老师们的鼓励与引导，小石变得积极、阳

光，陈东永在食堂遇见就问他：“你现在跑步

怎么跑得这么好了呢？”

有了相互的信任，小石坦白了自己的心

思，原来是有了喜欢的女生，所以要好好表

现，“但陈校你不要多想，就只是喜欢，没别的

什么。”

那一刻，陈东永知道，他和小石真正的教

育关系建立起来了，“相信学生，对学生好，学

生自然能在这种环境里展现出天性中最美的

一面，从而平缓地顺着个性去成长。”

如果说校园里的每个个体是一个点，陈

东永则努力地将所有点串联起来，由点到线、

成面，从而形成一个让每一个师生都可以自

由呼吸、向上生长的生态系统，“哪怕有一天

毕业的孩子忘记了在这里学习的知识本身，

他也不会忘记这里生动、温暖的学习过程。”

如今天府中学有了初一、初二两个年级，

今年高中年级也即将招生。但陈东永一直让

老师们坚持着慢节奏，上课讲懂、讲透，不要

贪多、求快。每学期留够自主学习的时间，让

新课吃力的孩子能补一补、追一追，而学懂弄

通的同学也能去课外更大的天地探索。

对此，家长们会有焦虑。“我们不是不讲

成绩，而是讲如何取得成绩。”面对家长的心

思，陈东永“对症下药”，“只要学生的积极性

得到充分调动，教师水准得到有效提高，教育

过程有科学含量，怎么会没有成绩呢？”

偶尔，也有同行问陈东永：你是名校长，

招的都是优秀的老师，学校硬件也好，我们没

有这个条件的学校怎么办呢？“对学生好、爱

学生，又需要什么条件呢？”对此，陈东永支

招：老师多做一些功课，提升教学的精准性，

让学生真正地参与到学习中来，自然能把学

生教得更好。

“我们愿意以最深的虔诚，从生命关怀出

发，去缔造教育最美的当下，去塑造和发展每

一个孩子最好的未来。”采访结束时，初夏的

阳光正透过百叶窗洒落在办公室内，学生们

在操场嬉戏，快乐的笑声也同时传来。陈东永

望向窗外，感受着这一切，仿佛有一种东西在

悄然抵达。

陈东永是从一线教师成长起来的。一直

以来，他都追求一种理想的教育：兼具科学

性、人文性和艺术性。这种追求在他当老师和

校长的过程中都能看到端倪。

1992 年，陈东永从万县高等师范专科学

校毕业，来成都找工作，“那会儿省会城市都

没到过，根本不知道树德中学就是名声在外

的九中。”在专场招聘会上，陈东永在展位上

看见树德中学位于宁夏街，以为是所普通的

民族中学，就上前应聘。

“那会儿如果知道是九中，多半都不敢去

报。”事后他才知道，学校预录用的一位新教

师临时退出，树德中学急需一位英语教师，而

陈东永恰好是英语专业毕业，且专科阶段成

绩优秀，于是幸运地成了替补，是那次招聘中

仅有的两名专科生之一。之后，树德中学再也

没招收过专科学历的老师。

“这么高的平台，我能够教好吗？”为了做

好准备，陈东永之后的整个假期都没回家，做

练习题、听英语听力，恶补高中英语知识体

系，这份努力一直延续到他整个从教生涯。

钻研教材、创新教法、充分备课，陈东永

很少在晚上11点前休息，扎实的准备让他上

课不看教材也能娓娓道来；每次学生考完试，

陈东永当天就会把所有试卷批改完，那时还

没有电脑，他拿着直尺绘图进行考情分析

……这样的节奏持续了15年以上，陈东永所

带的历任班级英语成绩都稳居全市前列。

陈东永认为，老师多做一些努力，学生自

然效率更高。后来他常常跟年轻教师分享自己

的这段经历，“人生当然也有运气的成分，但个

人的努力和追求，真的能改变很多东西。”

走上行政岗位后，陈东永对心中理想教

育的追求仍未减弱。2010年，走上树德中学校

长岗位，他出台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减轻学生

课业负担，减少补课时间、砍掉年级月考、重

视生涯规划……

另一方面，阅读是陈东永很看重的事情。

他现在依然保持平均每年读50本以上书籍的

习惯。

“有些变化可能外界看不到，但自己能明

显感受到处理问题时思路更快、视野更宽

阔。”陈东永把阅读当成精进自我的途径，更

作为培养教师的一大法宝。

在天府中学，无论是班主任工作研讨例

会，还是课程教学工作研讨例会，都有学术性

主题学习的环节，研读优秀学术文章。同时，

学校还为教师制订了“三年阅读计划”，涉及

教育、历史、哲学、心理学等各个方面的书目，

“不只是教学水平，我相信老师们的专业见

解、教育境界、人格境界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得到提升。”

“教育追求的并不只是简单的分数与名

次，好学校的衡量标准也并不局限于考多少

清华北大。”陈东永希望追问的是，学生考上

名校之后，是否还有持续的动力继续发展，是

否还有足够的创造力来为社会添砖加瓦？而

想要得到肯定的答案，就需要教育人坚守教

育初心。

教育要有科学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一种坚守

理想的教育，可以真实发生一个答案

陈东永与学生一起打篮球

陈东永在餐厅与学生交流

名校校长不流动，谈何教育公平与均衡？一次反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