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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兼园长柳茹
坚持36年扎根一线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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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无痕
贵在有心

北海幼儿园， 这所荣耀加身
的幼儿园， 它不仅在2001年被评
为首批北京市示范幼儿园， 而且
多次承担国家、 北京市、 区重要
科研课题任务研究。 它坚持开放
办园， 接待过许多国家元首、 政
要、 社会各界友好人士以及幼教
界同仁的来访。

1999年， 柳茹担任北海幼儿
园园长， 接任园长之初， 她便面
临着一次挑战， 那就是争创北京
市首批示范幼儿园。 “当时是北
海幼儿园合并后海幼儿园， 而且
在2000年的时候， 我们幼儿园就
在积极地争创北京市的首批示范
幼儿园， 那个时候， 说实话作为
园长， 压力特别大。”

重担之下唯有拼搏， 柳茹将
全身心放在了学前教育的事业
中， 她拜访名师， 研究儿童的发
展规律； 通过专业著作， 了解儿
童成长特点。 她多次提出 “建设
0-18岁一体化教育体系 ” 的建
议， 希望我们的教育能够更好地
适应儿童的成长规律， 而不是让
儿童去适应我们的教育。

她倡导一日生活都是课程，
遵循自然、 自由、 自主的发展状
态， 在潜移默化中最大限度地调
动了学生们的主动性， 一年后，
北海幼儿园顺利地被评为北京市
首批示范幼儿园。

柳茹认为， 教育无痕， 正是
在每一个细节之中， 蕴含着育人
的智慧。 北海幼儿园引导着儿童
们按照自己的天性自由发展 ，
“在幼儿园里可以说孩子的事没
有小事， 小———要小处着手， 落
脚点要小 ； 细———要细心 、 周
到、 细致 ； 实———要落在实处 ，
要见成效、 见实效； 精———实际
上是质量的要求， 就是我们做任
何事情都要精益求精。”

倡导“做真正的自己”
教育理念

从一名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幼

儿教师到幼儿园的园长， 柳茹始
终坚持以正确的理念指导实践。
她常说 ， 理念是方向 ， 方向错
了， 越是努力， 离目标越远。

多年来， 柳茹带领全体北幼
人不断探寻教育的真谛 ， 提出
“倾心于孩子的今天， 着眼于孩
子的明天” 的办园宗旨。 “教育
不能短视 ， 要看到孩子今后十
年 、 二十年 ， 甚至是终身的发
展， 教育要为孩子的终身发展奠
基， 要为国家未来的发展培养建
设者和接班人。” 她说。

柳茹还认为， 理念是血液，
要渗透到园所工作的方方面面。
就拿六一儿童节来说， 传统的做
法是老师精心策划、 精心准备，
孩子按照老师的要求排练 、 表
演。 柳茹认为这不是好的教育。
好的教育应该以儿童的视角唤醒
和激发儿童的主体意识， 孩子的
节日要让孩子自己做主。 于是就
有了读书节 、 快乐节 、 探秘节
……后来发展成为 “一月一节”，
而且每个年级、 甚至每个班级都

过不一样的 “节”。 这样让孩子
每一天的幼儿园生活都充满期待
和惊喜， 支持每个孩子实现自己
的想法和愿望。

她坚信学前教育更应该是关
于人的教育， 应当支持每个人发
现自己、 成为自己、 成就自己，
实现人的发展。 这就是北海幼儿
园所倡导的 “做真正的自己” 的
理念。

北海幼儿园先后培养了八名
园长， 这些园长走进新的领导岗
位后， 始终传承北海幼儿园的教
育理念 。 36年来 ， 柳茹恪尽职
守， 以先进的办学理念和埋头实
干的拼搏精神， 在学前教育的土
地上耕耘着、 创造着、 奋斗着。

用高尚师德与专业
捍卫师道尊严

如今的北海幼儿园， 是全国
文明单位、 北京市重点对外开放
单位、 北京市科研先进单位， 这
么多荣誉的背后， 得益于柳茹带

出了一支优秀的干部教师队伍。
她深知打造一支师德高尚、 业务
精良的教师团队对于教育质量提
升的重要意义。

柳茹说 ， 教育要实现双快
乐， 那就是让老师快乐工作， 让
儿童快乐成长， 只有教师们得到
尊 重 ， 他 们 才 会 发 自 内 心 地
去 尊 重孩子 。 她采取了多种方
法， 让老师们有更多的归属感和
责任感。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曾在全国
“两会 ” 上倡导 “重振师道尊
严”。 柳茹认为， 尊严一方面来
自社会， 更重要的是来自教师自
身， 教师必须用高尚的师德和过
硬的专业来赢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 她提出
要支持每个人实现 “幸福六归
一” 人生。 因为教师只是人的众
多社会角色之一， 要支持每个人
扮演好生活中的六种角色 （称职
的女儿、 儿子， 称职的妻子、 丈
夫， 称职的母亲、 父亲， 称职的
教师 ， 称职的公民 ， 称职的自

己）， 进而成就每个人的幸福人
生。 柳茹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
做的。 她为教师搭建多元的成长
平台； 她与新晋妈妈亲切座谈，
引导大家关爱自己， 也要关爱家
人； 她号召党政工团携手为教职
工解除后顾之忧……她说： “我
们要对老师的终身发展负责， 不
让任何一个老师掉队。”

办高品质的教育
回馈国家与社会

在当前学前教育高速发展的
大背景下， 柳茹始终坚持扎根一
线， “国家越是重视学前教育，
我们越应该办好每一所幼儿园，
来回馈国家、 回馈社会。”

当园长19年来， 有一件事是
她一直坚持到现在的， 就是深入
实践， 抓常态质量。 她常说， 孩
子的发展不能以对外观摩活动中
的表现来衡量 ， 要看每一名幼
儿、 每一天、 每一时、 每一刻的
发展。

可以说， 深入实践的过程是
研究孩子、研究教育的过程，更是
培养教师、打造梯队、凝心聚力的
过程。 柳茹和老师们一起享受着
这样的过程。 因为， 她知道真正
的职业幸福就来自于提升自我和
成就他人。 也正是因为有了对常
态质量的常抓不懈， 才有了北海
幼儿园办园品质的不断提升。

多年来， 柳茹始终坚持正确
的办园方向， 曾出版 《幼儿自主
发展课程》 《师幼互动中的教师
适宜应答策略研究 》 《成就教
师》 《幼儿园园长工作指南》 等
实践论著。 在柳茹的带领下， 北
京市北海幼儿园连续三届荣获
“全国文明单位” 荣誉称号。 她
觉得， 没有什么比看到孩子、 老
师和幼儿园的发展更让她心满意
足的了。

柳茹作为教育战线的代表，
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她
说， “我希望能为国家和社会留
下些什么。” 就是这个朴素的愿
望支撑着她， 担起责， 履好职，
不负时代， 不辱使命， 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

柳茹， 正高级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
师， 从事学前教育工作36年， 2000年至
今任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兼园
长。 曾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三八红旗手、 “北
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 技术、 管理人
才”、 北京市杰出校长等荣誉称号， 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曾任三
届北京市人大代表、 两届北京市
党代表、 一届北京市政
协委员， 现任全国政协
委员、 北京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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