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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瑞琴董事长创办明珠国学学校 学校简介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的精神支柱和智

慧源泉。

1988 年巴黎和平会议上，75 位诺贝尔奖得主发表宣言：“21

世纪的人类要生存，必须到 2500 年前东方的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当今世界，冲突不断；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世风日下，物欲横流；

少年犯罪，触目惊心……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

育丧失。

国外把部分中华传统文化遗产申请为他们的文化遗产，极大震

动了学校创办人青岛明珠监理有限公司张瑞琴董事长，她深感：中

华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这一代再不承传，就会断掉！

张瑞琴董事长秉承传统文化家风，上世纪 80 年代始研学《易经》，

后携女儿侯峰拜国学专家、易学大师、中医文化专家张其成教授为师，

系统学习儒释道传统文化。走遍大江南北，苦苦寻求推广传统文化，

转变人心陷溺、道德式微的社会状态之路。

2008 年 5 月，张董事长母女参加了汕头《幸福人生》讲座，看

到令父母伤心透顶的学生、傲慢自私的老板等各类人士通过短短 5

天的学习，就能产生“痛彻心扉”的转变，她们切身深切感受到祖

先的智慧和传统文化的神奇魅力，随后参访这种教育模式的发源地

安徽庐江中华教育中心。在中心，她们被老师们无私奉献的精神深

深打动，找到了一条把遥远的传统文化落实于现实生活的光明大道，

同时找到了她们后半生的归宿——承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同年 8 月，通过“庐江中华文化教育中心第二期师资进修班”

学习，她们明白了：倡导传统伦理道德教育，进而恢复人类善良本性，

必须从自身演绎儒家文化开始，从学习力行儒家根本《弟子规》做起；

同时坚定了承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毅然立志：“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随后，在全家支持下，决定拿出全家的积蓄，与女儿侯峰一起

创办了青岛明珠国学学校。

青岛明珠国学学校是经教育部门批准的一所非盈利学历制

全日制民办寄宿学校。学校以青岛明珠监理有限公司（省、市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青岛市工程建设监理先进单位， 3A 信用

单位。）为依托，已建成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成人教育一条

龙国学教育体系。学校全体教职工在党和政府的英明领导下，

全力培育明珠国学教育特色，打造明珠国学教育品牌，使明珠

国学成为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复兴的重要标识，成为全国复兴

中华文化的典范学校。

青岛明珠国学学校坐落于面朝大海的历史文化名城青岛，拥

有良好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具有雄厚的师资团队，并由国家级专

家顾问指导教学，注重德行扎根和弟子规力行。学校拥有 120 亩

天然有机生态园林和耕读基地，四万多棵树木郁郁葱葱，楼在林

中立，人在丛中笑，是一座民族风格的森林式学校。学生们在这

块十几年没有使用化肥农药的净土上，走进自然，了解自然，感

受大自然所赋予的一切。从修身开始，动静结合，文武兼修，过

田园生活，享诗意人生，扎忠孝之根，养浩然正气。在天人合一

的环境下，真正契入古圣先贤的境界，全面健康和谐成长为具有

圣贤品质的中华英才。

校训：坚忍不拔  海纳百川

坚忍不拔：在承传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路上，不管遇到多

大的困难，明珠人必将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永不言弃。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明珠人以博大的胸怀，谦卑汇聚，真

诚包容，胸襟坦荡，博大精深！

办学宗旨 : 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与时俱进

古为今用：用古圣先贤的智慧来指导我们，在学习、工作和

生活中落实。

洋为中用：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灵魂，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

中体西用。

与时俱进：国学经典在不同时代有其不同音符，学古而不泥古，

与时代同行。

创办人——张瑞琴董事长

张瑞琴，字鹤鸣，生于 1944 年 12 月。青岛明珠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董事长，国家注册监理师，高级工程师，中国女企业

家协会理事，青岛市优秀母亲“大地奖”获得者，山东省监理

先进个人，青岛市书画艺术研究会副会长，青岛市修德书法研

究会副会长，青岛市监理协会常务理事，曾任《当代经理人》

理事和青岛市四方区八卦掌拳法研究会会长。2002 年 3 月被选

为“中国百名杰出女企业家”。

侯峰校长

青岛市“最美的青岛人”，“德耀即墨” 2012 年度全市

道德模范，青岛明珠国学学校创办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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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具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并由专家顾问指导教学。在这个充满纯真纯善，充满正义和道义的学校里，老师们立志承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并当做一项伟大事业去做。他们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感人至深。他们满怀感恩心和爱心，在自己的岗位上，以身作则，正己化人。

他们做为当代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先行者、播种者，有坚韧不拔的意志，海纳百川的胸怀，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珠国学学校

用心做教育。根据学生不同的基础，量身定做学习计划，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学有所得，让学生德行扎根，智慧开启。

现任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青岛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王纪纲致辞

青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青岛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王纪纲参观明珠园

青岛市文明办于福山副主任、即墨市委宣传部衣立渊部长来我校考察指导工作

青岛市政协副主席、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刘光享与老干部协会会长、

作家刘真骅来校考察指导工作

青岛市文明办韩大均副主任来我校考察指导工作

即墨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衣立渊同志、大信镇党委书记李德军来校考察指导工作

即墨市教体局李志杰副局长和张瑞琴董事长共同规划学校发展蓝图

即墨市教体局江黎明局长来校指导工作

青岛市文明办王强华副主任来我校考察指导工作

岳  石——原名王先仁，系王羲之第 50 代嫡孙。世界孔子文化促进会理事、中国

现代书画家协会理事、山东省高校书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哲理画院院长、中国国画院

副院长、清华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十大爱心艺术家、中国公益形象大使。他创作的国宝

级作品《华夏魂》，在中国最权威的《人民画报》刊出后，被评为“最震撼人心的作品”。

2002 年，日本东京巨龙报以《东方毕加索书画家岳石先生》为题全版介绍。2008 年，

向北京奥委会提供《奥运会开幕式草案》，并被采纳若干精彩片段。向温家宝总理提议

恢复儒家传统文化教育的倡议者之一。

张其成——著名国学专家、养生专家、书法家、国学管理和国学养生倡导者。北京

大学哲学博士、北京中易国学院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北京大学国学班、清华大学国学班特邀教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

究会易学与科学委员会理事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会长、中国哲学史学会

中医哲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易学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我国第一位《黄帝内经》博士后，我国中医文化学科的创立者和学术带头人，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张一帖”医家第十五代传人。 主编我国第一部《易学大辞典》主编第

一部《易经应用大百科》《易学与中医》《全解周易》《黄帝内经养生大道》《老子大

道之门》《修心养生》和《中医哲学基础》。

沈  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比较教育学博士，应用心理学博士后。

中国乐活首倡者，一直致力于推动“乐活”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组织召开了三届

中国国际乐活研讨会与中国乐活论坛年会。从事管理教育与管理培训、流行趋势预测与

管理创新、数字化学习与数字化培训、乐活产业与乐活经济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同时倡导“中国企业文化、中国经典管理、中国经典教育”，在很多高校与国内外企业

的 EMBA 项目与总裁培训中担任主讲教师。 出版了阐述经典教育的光盘《儿童经典教

育》《再造书香门第》等，中国第一套系统阐述乐活经济的教育光盘《乐活市场、乐活

生意与中国世界》。

师资力量

专家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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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玉——博士，武汉大学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华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播，致力

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力行，是一名传统文化的践行者。参与《群书治要》研讨并参与

编译工作。 自 2006 年起，长期义务讲述《弟子规》《论语》《孝经》《大学》等儒

家经典，受到家长和学生们的欢迎。  演讲足迹遍布祖国各地。在全国中华传统文化公

益论坛上演讲《中华传统文化之道》《家庭教育之道》等专题。

徐健顺——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博士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学会会员。中华吟诵学会秘书长，著名吟诵专家，一直

致力于吟诵的教学、抢救、采录及整理、研究工作。在全国各地举办各种公益性吟诵

讲座及吟诵师资班培训。

刘宇庭——德育与法制相结合行动实践研究课题组副组长、讲师，中华十大义理

首席讲师、云南省道德大讲堂讲师、新疆传统文化研究会讲师。演讲足迹遍布祖国各

地。代表性演讲有《弘扬民族精神，立志振兴中华》《中国人为什么要学国学》《德

行定终身》《百善孝为先》《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等。

文化课老师介绍

侯  峰——基础数学研究生，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生，青岛 53 中学教

育科研室原主任、数学教师，山东省数学奥林匹克优秀辅导员，青岛市教

育局岗位明星。学校国学教研主持人、数学教学负责人。从事中华传统文

化的弘扬、承传，是一名传统文化的真诚践行者，并参与《群书治要》研

讨及编译工作。

张瑞琴——书法、武术教师

梁连广——1978 年出生，现任青岛明珠国学专修学校国际部部长。

毕业于英国诺森比亚大学 MBA 专业，英国纽卡斯尔学院艺术设计专业，

曾任教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现任英国 Totem Direct 公司合伙人和设计

总监，英格兰东北教育集团中国区讲师，兼任多所学校和教育培训机构在

家庭教育方面的咨询师。在教学中应用 NLP 和萨提亚的理论，注重学生

能力和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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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静——大学本科，山东省级优秀毕业生，曾任青岛市武术队

队员，山东省武术队队员。 中国武术五段。2000—2002 年获青岛市、

山东省武术比赛冠军 12 次，2007 年全国“体院杯”武术比赛剑术

第一名，太极拳第三名，2007 年全国健身气功大赛八段锦一等奖，

国家一级武术套路裁判，国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山东省武术段位

指导员、考评员。

傅  伟——学书始随台湾杨淑芬老师，后从青岛陈文宏老师专攻

欧体楷书，现从陈雪松老师继续深入研修。教学上注重培养孩子的兴

趣，同时扎根基本功。希望通过书法学习，使孩子们能够承传传统文

化，又可以养成恒心、细心、耐心的良好习惯。

办学条件

周亚娟——哈尔滨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06 年毕业后从

业于青岛一所中专学校，任语文老师三年。2010 年接触传统文学后

辞职，就职于青岛明珠国学学校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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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特色

纳 中 外 智 慧， 承 先 贤 之 学； 兴 中 华 民 族， 传 华 夏 文 明。 学

校以培养具有圣贤品质、与时俱进的中华英才为目标。动静结

合、文武兼修，耕读教育、田园生活、诗意人生， 敬畏天地、

天人合一、回归自然，真正契入古圣先贤的境界，让学生全面

健康和谐成长。学校显著的办学特色就是“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游于艺”。

（1）国学特色：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有机结合，结合本校教学

经验，科学设置课程体系，让学生德行扎根，开启智慧。

（2）力行特色：“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知行合一，学

贵力行，将《弟子规》力行贯穿于整个教学、生活之中，用本校充

满爱与感恩的环境，涤荡孩子的心灵，润物无声地使学生养成良好

的生活习惯。对父母孝，对朋友信，对国家忠，与天地合，学会爱

与感恩。

（3）环境特色：本校不但拥有优雅的自然环境，而且老师与义

工们都心存大爱和承传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高远志向，将圣贤文化

落实到生活的点点滴滴，良好的育人环境无声地影响着学生，使学

生不断规范言行。

（4）膳食特色 

拒绝食用转基因原料制成的食品和各种形式的垃圾食品，学校

拥有 120 亩十几年不使用农药化肥的有机生态耕读基地，不但是孩

子们体验农耕的场所，同时生产了有机粮食和蔬菜，基本能够满足

学校膳食，学校能自我生产的尽量自给自足。

课程设置

明珠小学科学设置课程体系，在完成国家教育课程的同时，开

设特色校本课程。

国家课程：

按新课标要求，开齐开全教育部、教育局规定的普通小学课程（语

文、数学、英语等）。

校本课程：

（1）经典读诵：主要有《大学》《论语》《中庸》《老子》《易

经》《孟子》《黄帝内经》（部分选读）等，读诵经典，蒙以养正，

长时熏修，提升气质，净化心灵。因材施教，根据学生不同的根基

制定循序渐进的学习计划，使每个学生学有所得。

（2）书法：一笔一划，张弛有度，培养定力，涵养性情，奠定

德慧根基。根据学生的不同基础一对一制定教学方案，因材施教。

（3）武术：习武者，习人也，一招一式，练耐力定功，日积月累，

寒暑不间，铸就强健的体魄，健全的人格，坚贞的心志，正确的道德观。

（4）乐教：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一歌一曲，含意隽妙，至真

至醇，启迪心灵。欣赏戏曲及古典音乐，学习孝亲歌曲及手语，高

年级乐器课。

（5）文言德育故事：文言文是开启圣贤典籍智慧宝库的金钥匙，

学生背诵文言文，并用白话文进行演讲：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古八德故事。历世祖宗崇尚德行，为我们演绎做人之法，每

一个炎黄子孙理应把它承传后世，为后世子孙留下永恒的精神宝藏。

小学阶段，是品德养成之黄金时期，每一个学生都应从这些精选的

感人至深的“八德”故事中，得到感悟和启发，净化心灵，和谐家庭，

祥和社会，造福人类。并以此扎文言文之根，开启中华五千年文化

智慧宝库。

（6）力行 : 次第不紊、勤能补拙，生活知应对，扫洒成自然。

（7）礼仪：礼者天地之序，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卧如弓，

恭敬谦卑，演绎天地。尊敬父母师长，结合学校丰富的传统文化活

动与交流，将礼仪落实于学习生活之点点滴滴。

（8）吟诵： 中国式读书法，延续华夏文脉，传习雅言之道，

养成君子之风。

（9）耕读：“天地有大美而无言”，四时行焉、万物生焉，身

心浸润在大自然中， 春种、夏长、秋收、冬藏，从翻地、播种到浇

水、除草、说或，以挚诚、敬畏之心耕耘四季，体验“汗滴禾下土”

的辛劳，感恩天地万物，感恩父母，圆满生命智慧。

学习生活

读经课

董事长给她的孙子一年级学生侯凯仁整理衣服

董事长给孩子们颁奖 戏曲欣赏

国旗下练就文武全才

武术老师悉心指导读经课静心

学校高度重视全体师生安全教育，图为侯校长正在组织消防应急疏散演练

慎终追远，缅怀先师 2014.928 全校师生祭孔典礼（礼仪恭敬尽在其中矣）

美术课室外写生

京剧欣赏间，忠孝节义志

德育课堂，承传孝道 专心上书法课

侯校长跟她的女儿三年级学生张侯超凡

校长侯峰在上珠算课

学习  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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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是打开传统文化宝库的钥匙，读诵经典的孩子早早就有了

文言基础，下面是我校三年级学生的数篇文言文作文，请欣赏：

分担

王美顺

一日，我与母在家炒饭待父。我见母额上渗出颗颗汗珠，惊知母

已劳累。便上前曰：“母请歇息，吾来炒饭。”虽说些许小事，但谓

吾长大，能与母亲分担矣！

惜物

王美顺

一日，吾与母用餐，不慎落下米粒，吾不愿拾，曰：“一粒米，

何惧？”母见，训道：“一颗米不可小觑，一粒米中有汗水百万滴，

你竟不惜！”吾大悟“母训儿记心头。”说罢，将米拾入口中，不似

前味，惊米甘甜。

勿贪多

徐千皓

瓶中有果，童取果。手入瓶中，手满贪多，出不得，心急而哭，

母闻急到，见此景。训道：“入心不贪，则拿出。”童闻此言，大悟，

果放，拿出。

惜福

张侯超凡

一日，一家用餐，一家以诚敬心起齐餐前诵恩词。用餐时小儿掉

米粒数颗，逐拾之。用餐毕。小儿洗碗，母与外祖母齐对儿言理曰：

“要惜福，一粒米就是些许汗水，吾辈不知农人辛苦。”小儿觉之，

谢外祖母和母亲也！

护生

任净成

一日，清晨，吾与姐姐散步。见一雀儿躺于地下，吾即将雀儿捡

起。雀儿腿折，姐忙把雀儿包扎。几日后，雀儿痊愈，吾与姐将雀儿

放飞，雀儿在姐家门口绕飞数周方走。雀儿与吾辈同是生命，都有灵

性，故吾辈一定要爱护之。

贺明珠六周年

圣贤沉没寂灭处

尔心铿锵立志时

六载风雨六载情

善根深植初心恒

往圣绝学真传承

身先士卒勤力行

今朝小荷才初露

他日桃李遍神州

共擎一脉中华魂

定教天地振雄风

 二年级李宜泽父母李崇山 / 胡梅芬

女儿已来明珠园一年半的时间 , 在亲戚朋友眼中 , 女儿已经不是

他们看到的“正常”孩子了 !

孩子的身体

现在的孩子一年有一两次住医院打吊瓶治感冒发烧肚子痛已是

很正常的事了 ! 女儿之前也是如此 , 自从来了明珠园之后 , 就没有再

去过医院 , 有点小毛病也很快抗过去好了 !

孩子的习劳

这么大的孩子似乎没有分担家务的 , 可是我们家洗碗绝对是孩子

分内的工作 ! 由刚开始的老师布置的习劳作业 , 到现在的一种习以为

常的习惯！当然也常惹的奶奶姥姥心疼。

孩子的特长

现在的孩子已然成为家长炫耀和撑脸面的工具。朋友们在一起，

总让各自的孩子跳舞，唱歌，弹琴以示特长班的学习。而我们只是很

低调的让孩子打个八步连环掌，背上段《大学》、《论语》、或者秀

一下毛笔字，已让他们自惭形秽，不敢小觑。

孩子的礼仪

现在孩子要么躲在家长后面不敢见人，要么人来疯，没有规矩。

女儿见人标准 90 度鞠躬，淑女站，淑女坐，主动与长辈打招呼，公

交车主动让座。

孩子还有很多让人认为不正常的地方，比如吃完饭的碗用馒头擦

的如没用过的一般；吃爸爸的剩饭碗底；给爸爸洗臭袜子；自己的内

裤袜子绝对自己洗等等，皆是来明珠园后的变化。

大家一定唏嘘 “这是现在的孩子吗？”我会骄傲的告诉您“这

就是明珠园的孩子！”

三年级车珏颖妈妈江艳

孩子“不正常了”! ？

生活 农耕

升国旗

立志向

能扫一室方能扫天下 -- 小学生自我整理内务我们快乐的在这里生活学习成长

农耕春种许愿农耕体验收有机白菜冬雪快乐

农耕收有机花生 弄疼体验收有机冬瓜 农耕春种准备

师生在爱与感恩中用餐元旦演出京剧大联唱

家长心声·学生作品·名家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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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须知
女儿吕家仪两岁时，我走遍了几家收费比较高的幼儿园，给她选择了环

境设施比较好的“贝斯特”幼儿园，六岁的时候选择了当地最好的国际外语

学校上一年级，五年走来，女儿特别任性，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喜欢什么就

要什么，一件事情不如意就又哭又闹，不知道兄道友弟道恭，经常和妹妹争，

和妹妹抢，毫不在意父母的感受，还有严重的鼻炎，经常引起头痛身心不健康，

我每天生活在迷茫中，特别困惑，我给她送到这么好的学校学习，她想要什

么给她什么，她怎么能这么不讲道理呢？哎！我真是身心疲惫。

我四处打听有没有更好的学校，让父母省心的学校，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1 年 10 月我终于找到了一所传统文化的学校，“明珠国学学校”把小女

儿涵涵送到那去上幼儿园。

上了 7 天的冬令营，认真学习《幸福人生讲堂》，我从张妈妈、侯校长

身上看到了大爱，特别震撼，了解了人生的真谛，内心由衷的感恩，明白我

所有的愿望：“希望爸爸妈妈健康快乐，孩子身体健康。快乐的成长，让我

省心。”在明珠园里都可以得到。

因为我全家的希望在明珠园，所以特别希望吕家仪能去上学，2012 年

9 月明珠园收一年级新生，我特别高兴的让孩子转来在再上一年级，可全家

都不同意，最后我让孩子上了一个夏令营，孩子自己决定来明珠园上学，两

年来孩子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随便买东西了，周日回来给妹妹洗头发、洗

澡、帮我做饭，鼻炎没治也自己好了，妹妹闹也可以给妹妹讲道理。春节回

老家，吕家仪帮奶奶洗头、洗脚。吕家仪奶奶高兴的逢人就说：“我孙女家

仪，帮我洗头洗脚比自己洗的还干净。”知道妈妈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可

以感受到妈妈的需要。我的爸爸妈妈来明珠园学习 5 天《幸福人生讲座》，

回家素食，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和谐。我先生参加了 7 天的冬令营回家也吃

素。现在我们全家每天都在进步，我们家一年比一年快乐，自在。能来明珠

的每一个孩子福德深厚，校长、老师和每一个家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 希

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读圣书做圣贤人，最起码做一个让父母“省心”的孩子。

自古以来每个贤人志士，从小都是起五更爬半夜苦读苦练，才有成就的，沒

有一个从小就在享受中长大有成就，必須经历很多磨练才能成就，历史上有

成就的皇帝，大多很小的时候天不亮就开始读经典练武，记得康熙皇帝，他

的答卷令他父王特满意，父皇问他最想得到什么赏赐，他说只希望能痛痛快

快的睡一觉，什么都不要。如果沒有他小时候的磨練不可能有他长大后的胜

世王朝。我沒来明珠以前就是个在森林里迷路的孩孑，在森林里瞎跑瞎闯，

又冷又饿又怕，心累身累，结缘明珠后，我看到了空中升起一盏明灯，照

亮我的内心，我必须靠近她才能得到温暖，我好冷，可是怎么走也跟不上她，

只有光沒有温暖，用心看我身上的垃圾太多，太重才跟不上，只要能跟著

光我什么都可以舍棄，什么苦什么累都可以心甘情愿得吃，因为有光，我

不用心累。于是我开始升起慈悲心，感恩心，同情心，舍棄贪心，自私自利，

虚荣…渐漸的我感觉到温暖了，越走越轻快，越走越踏实，越走越欢喜！

至诚感恩侯校长全家的辛勤付出！唉终于让我的心恢复了平静！真诚的希

望各位家长静一静平复一下自己的 " 良心。

每当有人问我你为什么急力推荐“明珠学校”, 有什么好处吗 ? 我说大

有好处，明珠园是我们全家人的希望。

1. 吃素食的孩子，能长养慈悲心。有慈悲心后容易生起感恩心、同情

心 ... 尔后心中有爱，为了心中的愛可以不怕苦不怕累努力的为人民服务，为

了心中的爱可以舍弃懒惰、自私自利。

2、每天读四书五经接受古圣贤知识的熏陶，心清净，开智慧、快乐。

3、早睡早起。生活有规律。自已叠被、整理内务、拖地、洗马桶、洗内衣裤、

襪子。。。自理能力好。 

4、每周都练毛笔字，练字的同时锻煉了孩子的定力，同时增加智慧。

每天都有武术课，可以强身健体，增加孩子的意志力。春天孩子們还可以自

己种菜、浇水、拔草。秋天一起收获蔬菜瓜果。冬天收获白菜、地瓜、萝卜

同时收获孩子们吃苦受累后的喜悦。

5、校园里养了很多小动物，孩子們可以观察它们生活的不易，长养慈

悲心。

6、学校的每一位老师都深信因果，知道教不好孩子下十九层地狱的典故。

每天都精进的学习，努力的教好，善待每一个孩子。  

 7、每个家长都可以参加学校办的《幸福人生讲座》学习《弟子规》了

解人生的真谛，知道 : 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礼、义、廉、

耻，和孩子們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一起快乐一起进步。

8、有慈悲心、读圣贤书、能吃苦的孩子，大部分都能做圣贤人，最起

码是让父母 " 省心“的好孩子”。

至诚感恩张妈妈、侯校长全家辛勤的付出！

祝愿所有的人都能献出一点爱，明珠园变成美好的明天。

                      三年级吕家仪妈妈高宏 

（1）家长要求

答：认可传统文化，家校理念统一。对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理念

认同、接受，以期构建统一的家校氛围。

家长和学校进行充分的沟通，对学校有充分的考察、了解，

对学校对老师充分信任，完全放心的充满信心的把孩子安排在我校

学习。

本校认定儿童学习原理应顺其人性、合乎天道，遵循中华五千

年的教育智慧，坚持长善救失的教育原则。家长认同学校的教学理念，

理解并接受学校的管理方式，欢迎为学校建设、改进教学服务提建

设性建议。

带领孩子孝敬父母，恭敬师长，尊师重道。定期进行国学学习

并与日常生活中力行，与学校共同为孩子创造全方位的国学熏习环

境，形成教育合力，提高教育效果。

如实向学校、班主任介绍说明孩子身体、心理等情况，如因家

长隐瞒造成的教育事故学校无法承担责任。

家长需参加学校举办的幸福人生讲座课程（公益）和每月一次

的家长会。

（2）学生要求

首先学生要孝敬父母，恭敬师长，团结同学，热爱学习，积极

向上。

参加学校组织的文化课水平测试，根据测试情况，家长和学校

共同明确学生学习的方向。

不得有严重厌学、打架、酗酒、网瘾、浪费粮食等不良习惯。

不准携带手机、电脑、游戏机等各类电子产品进学校。孩子没有离

校出走、离家出走的习惯，不能有梦游的状况；没有其他影响正常

教学和学习秩序的习惯。

不得以任何形式威胁家长、老师；不得携带未经老师许可的书

籍，不得携带有安全威胁的攻击性物品。

对入学新生，学校保留考察一学期判断是否适于在我校就读的

权利。

（3）招生范围和数量

面向全国，2015 年招收 1 -5 年级新生。低年级学生可走读。

（4）班额

2015 年每年级设 2 个平行班，每班限额 35 人。

（5）收费标准

每学年总费用 19000 元，按学年收费。其中：学费 9000 元；

住宿费 2000 元（走读生 800 元）；三餐两点费 7000 元（走读生

一餐两点 3000 元）；杂费 1000 元（学平险、教材、校服、被褥等，

多退少补，据实结算）。

暖气费、班车费按成本单独收取，不包括在前述费用内。

（6）入学流程

首先登陆明珠国学网站 www.mingzhu.cn 首页“招生信息”

栏目下载报名表填写完成后发送至 mingzhugx@126.com 或者来

校现场咨询报名后，参加学校组织的面试，接录取通知后办理入学

手续。

（7）交通：乘火车至青岛火车北站，转乘出租车 15 分钟到校。

自驾车沿济青高速北线至西元庄出口，五分钟到校。乘飞机至青岛

流亭国际机场转乘出租车 15 分钟到校。

（8）咨询方式 

联系人：李老师 18678612042  /  张老师 18561592116

电  话：0532—82539765  / 15725215518

邮  箱：mingzhugx@126.com

有来自海南、来自东北、来自全国各地蜂拥地到青岛明珠国学上课，

报完名才知道这里是管吃管住管学习分文不取，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学校，令

人感动。这个学校已经艰难地走过了六个年头，就像登泰山一样：人生如登

山，步步十八盘；只要肯咬牙，一步一层天。从这个学校走出了近两万名学

员，这近两万名学员像明珠一样，撒满全国各地，颗颗珍珠闪亮。他们在各

地弘扬着传统文化，担当着重任。今将学员在校里校外的感动、激动写出来，

成为一册，向建校六周年献礼。

明珠学校六年来为什么能做出如此的成就，有两点值得学习：

第一点，教学上抓住了核心不放，那就是一个字“孝”，“孝”是道德的“基

因”“根本”，有一首诗赞美明珠的教学“明珠教学简，一日抵三年；抓住

一个孝，一字胜万卷。”多少孩子改变，多少孩子悔改，多少家庭和睦，临

分别时多少人难分难舍、抱头痛哭。这都是圣贤教育的成果。

第二点，榜样的力量。学校的创办人张瑞琴女士，她是青岛明珠建设

监理公司的董事长，退休后由儿子接任，自己专心办学。女儿以母志为己志，

与母亲一起兴办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办到了中学，监理公司成了经济后台，

带领全家担起了弘扬国学的重担。她虽是古稀老人了，但她常在学校跟学

员们亲切交谈，她慈祥的面孔，无私地关爱，就是一部书，一本活教材，

大家称她“老太君”，许多年轻人都称她张妈妈。她把国学兴旺担当起来，

她常说一句国歌里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弘扬自己的文

化就有亡国灭族的危险，弘扬文化是天职，责无旁贷的担当。她热心肠地

把学员看成她的儿女。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很多学员一个个就变成了她，

升华了境界、学会了担当，成为一个有理想有品格有献身精神的人才，人

才难得呀。

培根说得好：每个人都是一盏灯，只需要点燃。是圣贤的教育和张妈

妈的点燃，一个个都成材了，像颗颗明珠闪耀。这才是未来，这才是希望，

祖国呀，春天来啦。

春天来啦

明珠园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