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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真诚、最懂孩子的教育

中国教师报：遂外为什么提出要“做最
真诚的教育，做最懂孩子的教育”？

李启书：四川遂州外国语小学校是一
所纯粹的民办学校，没有任何官方背景，没
有特殊政策支持，作为民办学校，“发展”便
成了董事会、学校、家长、教师唯一的，也是
最统一的“目标”。那么，是不是有了这样
一个统一的“目标”就能发展了呢？这还远
远不够。这里的发展仅仅是一种朦胧的意
识，是一种孕育着美好憧憬的口号，这种虚
妄的憧憬不足以撑起一所学校的崛起，更
不足以撑起教师、员工、家长和社会丰满的
理想。对于民办学校而言，董事会与学校
之间还需要有一种默契，这种默契绝不是
凭空而来的，需要用理念、思想、意识和路
径去统领、协调和约束。于是，我们提出了

“做最真诚的教育，做最懂孩子的教育”。
我想，这既是学校发展的目标，也是学校师
生做事的准则，更是实现教育憧憬的有效
途径。

“做最真诚的教育，做最懂孩子的教
育”是遂外对多年来探索与实践智慧教育
的补充和完善，是遂外人教育智慧的结
晶。真诚的教育和懂孩子的教育，是贴地
行走的教育，是脚踩大地、仰望星空的教
育，是立足当下、眺望远方的教育；真诚的
教育，是以“真诚”为起点，用真心、真情去
对待每一个孩子，不是经过人格美容的教
育。这不是什么高大上的教育理念，也不
应该成为口号，它是遂外的教育立场和教
育宣言，是全体遂外人的行动纲领和职业
底线。换而言之，但凡不是出自真心、真诚
去帮助孩子、教师成长和发展，帮助他们更
好地迎接未来、赢在未来的事情，遂外绝不
为之。

在遂外，“真诚”是一种态度，是承诺，
是用真心铺就师生成长的跑道，用真情守
护师生成长的梦境，用真爱催生师生成长
的觉醒……教育的真诚，不仅仅是教师对
待孩子的真心、真情与真爱，还应该表现在
作为教育工作者的我们对自己客观、公正
的认识、反思和悦纳。

而“懂孩子”，则是教育教学的起点，也
是实现遂外人教育憧憬的行动路径！“懂孩
子”：一是要理解、包容与悦纳；二是要洞
悉、迎合与引领。因此，教师不仅要理解孩
子、迎合孩子、悦纳孩子，更要引领孩子、发
展孩子、成就孩子。“懂孩子”的教育，是要
把孩子当作独特的人去深入、全面而科学
地了解，研究孩子的心智发展、认知规律和
成长规律，并在此基础上，为每一个孩子设
计个性化成长路径，帮助孩子拥有迎接未
来、拥抱幸福的核心实力。这有点像农民
种庄稼，光靠喜爱和卖力气不行，只有懂得
种庄稼之道，才会有好的收成；教育孩子，
仅有爱也不够，只有懂孩子的成长规律，才
能帮助孩子、转变孩子，让每个孩子都拥有
美好的未来。

中国教师报：如果说“真诚”是一种态
度，那么“懂孩子”则是一项专业技能。

李启书：“做最真诚的教育，做最懂孩
子的教育”确实不容易。但我想，任何一件
事情想做好都会不容易；反过来也是一样，
做好一件事真的有那么难吗？遂外 10 年
的成长经历告诉我，“做最真诚的教育，做
最懂孩子的教育”不仅能够把董事会、学
校、教师和家长的思想、意识和心凝聚在一
起，还能让遂外的教育变得更加宁静而纯
粹。因为只有当董事会和学校真心对待教
师、懂教师，他们才能真心对待孩子、懂孩
子，家长也才能“懂老师”“懂学校”。因此，

只要我们的“真诚”足够真，又岂能不被接
受并报以真心？尽管难，我们愿意一直努
力。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虽不能至，心向
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

职业校长要坚持做最专业的教育

中国教师报：您对职业校长是怎么理解
的？您认为职业校长需要具备哪些素养？

李启书：职业校长应该是专门从事学
校经营、护航学校发展、储备学校核心竞争
力的专职校长，它不是一种职务、一种头
衔，更不是虚荣，它是一份责任、一项使
命。这不是唱高调，我觉得这是职业校长
的基本素质，如果把当校长看作是当官，校
长看中的是职业校长的待遇，那么学校的
发展将无从谈起，也不可能发展。我们既
然将它命名为“职业校长”，那么校长就只
是一种职业的分工而已。

作为职业校长，首当其冲的是对教育
信仰的坚守，坚持做最专业的教育。这也
是对职业校长最大的挑战，需要职业校长
在资本控制和行政干预中冲破阻碍，实现
突围。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叠加职业校
长的基本素养：

第一，职业校长要有坚定的教育信
仰。这是职业校长所有能力效用最大化的
根本，因为职业校长肩负的是责任、担当和
使命，要想在资本控制和行政干预中找到
出路，就要将学校的发展、教师的幸福和学
生的成长坚定而坚决地扛在肩上，当作信
仰去坚持和守护，如果没有教育信仰，我们
拿什么去坚守？请记住：每一个成功人的
背后，都有一个辛劳的身影和一份近乎痴
情的坚守。这份痴情，就是教育的信仰！

第二，职业校长要有专业办教育的能
力。职业校长的职业是办教育，是经营教

育，所以他必须是教育的守护神，是教育的
捍卫者，是懂教育规律的行家里手。在经
营教育的过程中，职业校长要自始至终将
自己置身于教育的世界，用自己的专业态
度、专业精神、专业素养和专业操守，让自
己经营的教育脱离政治本位和经济利益模
式，勇敢地构建眺望远方、面向未来的教育
理想和教育哲学。简而言之，就是不跟风、
不盲从，不忘初心、不越底线。

第三，职业校长要有足够的影响力和
号召力。职业校长在构建自己的教育理想
和教育追求的同时，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
影响力和号召力，用自己的激情和热情感
染身边的人，激发教师做学问、做研究的激
情和热情，培养和发展教师的育人能力，消
弭教师的职业倦怠。而职业校长对于工作
的求真务实、爱岗敬业、甘为人梯的精神所
折射出的人格魅力，是影响力和号召力的
重要来源。

第四，职业校长要有宽广的胸怀和气
度。包容、理解是一个管理者最基本的德
行，委曲求全和面面俱到的求全责备都不
可取。同学生一样，教师也是人，只有我
们允许他们犯错，包容他们的不足，接纳
他们暂时的不优秀，教师才会大胆创新、
锐意进取。因为愉悦、自由的心境，才会
让我们的教师创意无限、热情无限、激情
无限。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自己是职业校长吗？
李启书：我自己觉得，我与职业校长的

标准还有很远的距离，我还是喜欢自己作
为教师的身份。我经常跟大家说，做管理
的，千万不要在做了管理后就忘记自己做
教师时的真实感受；做教师的，千万不要忘
记自己做学生时的感受。作为管理者，我
们安排工作、分派任务，一定要让教师们明

白做什么、做成什么样，管理者的核心任务
是让每一项工作清晰、准确。作为教师，我
们给学生布置作业，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巩
固知识、掌握知识，或是习得某种能力。管
理者也好，教师也罢，我们安排工作、布置
作业的出发点一定是为了成长和发展，不
是“分”完了事，也不是宣读“圣旨”。

理想中的教育
要为转变人、发展人、成就人服务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理想中的学校、教
师、课堂、教育是什么样子的？

李启书：理想的学校一定是对学生的
当下与未来都高度负责的学校，是对在这
里工作的教师终身负责的学校，是汇聚美
好事物的中心，是一个丰盈、博大、深邃的
文化磁场和精神宇宙。一言以蔽之：让每
个“同行者”不虚此行。

理想的教师首先应是一个好人，是一
本活生生的、蓄满生命智慧的好教科书。
理想的教师，要有让三尺讲台成为展现生
命世界无穷魅力的能力；理想的教师，是真
真实实以孩子的成长为出发点和归宿的，
他会自觉地把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未来扛
在肩上，并当作自己的最高荣誉。

理想的课堂是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
学的课堂；理想的课堂因求知而生、因质疑
而生、因思维而生、因体验而生、因成长而
生；理想的课堂要有思想的火花、情感的流
淌、思维的碰撞；理想的课堂是知识的超
市、思维的磁场、成长的历练。

理想的教育不是迎合当下社会，而是
开启未来人生的教育；理想的教育是有底
线、接地气的教育，是把人的成长与未来真
正装在心里的教育，它的一切都是为转变
人、发展人、成就人服务的。

“我很想回到做教师的日子，我属于教室，给我一个班级，我就有了一个更丰富的世界。”在他眼里，一辈子最大的心
愿是做最真诚的教育，做最懂孩子的教育。

◉思想力校长

李启书：一半是教师，一半是校长
□□本报记者 褚清源

□□本报记者 褚清源

群体的偶像

李启书是一个群体的偶像。
这句话他自己可能并不愿意承认。但

毫无疑问，这是整个四川遂州外国语小学
校教师团队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认定。

在这所有故事的学校里，校长的产
生也充满了故事感。5 年前，还是一个中
层干部的时候，李启书被董事长张启明

“三顾茅庐”地推到了校长岗位。一个从
没有想过做校长的中层干部，一夜之间
成为校长。

刚做校长时，李启书没有想过他能
把这所学校带向哪里。但是，5 年后的今
天，这所年轻的学校在遂宁已经变得炙
手可热，每到招生季可谓是一位难求。
而这支年轻的教师团队也在他的带领下
被带出了精神，带出了经验，带出了“铁
军”气质。

一个不愿意做校长的人凭借什么将学
校经营得风生水起，凭借什么让一群 80
后、90后教师追随他不离不弃？

李启书作为校长，最大的魅力可能就
是有真诚、有担当、有威信。

他的真诚体现在，一切决策都以师生
员工的成长、发展和利益为出发点。

他的担当体现在，当教师在工作中出
了错甚至是不小的错误，在李启书这里没
有批评，而是首先帮着分析原因，再大的错
误和问题总有校长和学校顶着。对于那些
有创新精神的教师而言，你尽可以安心、认
认真真地“犯错误”。

他的威信体现在，在教师需要支持
和帮助的时候，校长总是冲在最前面。
曾有个别家长到学校闹事，李启书会带
领男教师第一时间冲上去，保护自己的
教师。“我不允许自己的教师在学校受别
人欺负”。他的这种“护短”赢得了教师
死心塌地的追随。

李启书总是能够站在员工的立场考虑
问题，这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管理理念。如
果对他在遂州外国语小学校的样子画个素
描，有这样一点我们不可不说——

名副其实的当家人，全体教师的“好
家长”。

曾经是“有魔力的教师”

第一次见到李启书，他看起来很像一
个当过兵的人，言谈举止间都显现出一种
军人的气质，身体挺拔、不苟言笑。但你无
法想象，他那魁梧的身材竟然能与跳芭蕾
扯在一起。有人说，要了解一个人就看他
把时间和精力投向哪里。

多年以前，李启书学过音乐，工作后却
教过体育，教体育的时候，不会踢足球，他
就通过看世界杯学习踢足球的动作，然后
再去教学生。最后，他在语文教学领域崭
露头角，成为名师，曾荣获四川省青年教师
优质课竞赛一等奖。

平日里，他的话不多。只有交往一段
时间，你才能慢慢走进他的精神世界。

他是骨子里爱教育、爱孩子的人。
2002 年，李启书放弃公办学校的工

作，从乡镇学校走进城里民办学校，担任班
主任及语文教学工作。那个时候，他还在
绵阳。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工作特点明

显不同，比如，在民办学校你是不能批评学
生的，因为留住生源比批评教育更重要。
这让他练就了不批评学生却能搞定学生的
教育智慧。

“直到现在，班上最顽皮的那些孩子还
长期与我保持联系，时常同我聊家常、谈工
作。”李启书说。

后来，李启书到了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竟然有班上的孩子跟着他从绵阳来到远在
260公里之外的遂宁。

李启书很有孩子缘，这一点，同事罗
丽似乎最有发言权。罗丽的女儿上五年
级时就在李启书的班上。“孩子的许多事
情不跟我说，却愿意对他们的李校长说。”
即便现在已经到了初中，罗丽说，孩子一
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跟李校长商量，“不
知道他有什么魔力，能取得孩子们的如此
信任”。

做教师时，李启书的确被称为“有魔力
的教师”。学校负责德育的副校长孙丽玲
说，他与那些问题学生总是关系最铁，与李

启书搭档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他放弃过
任何一个学生。

在孙丽玲的记忆中，李启书自从离开
了课堂，总是念叨教过的那些孩子，那一刻
他是最幸福的。而这些年，令李启书较难
过的是，“只能靠回忆过去那几届学生过日
子了”，做校长这些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
没有了自己亲自教过的学生。

“我很想回到做教师的日子，我属于教
室，给我一个班级，我就有了一个更丰富的
世界。”在李启书的世界里，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坐在学校操场边看学生。“这种感觉真
的很好。”李启书说。

与大家一起慢慢变老

李启书对教育有着自己深刻的理解。
作为教师，他认为：“教学，就是与学生

谈场恋爱，需要慢慢品。”教室里流淌的不
应该只是知识，还应该关注那蓬勃生命的
张力，这才符合关注“人”的教育的特点。

成为校长后，他不断建构一个完整的
教育系统。

彼时的遂外，有太多的艰难和不易，社
会上对遂外还没有充分的信任和接纳。于
是，李启书提出“做最真诚的教育，做最懂
孩子的教育”的主张。在他看来，“任何虚
伪的教育都不能唤醒与学生的共鸣，唯有
真实的故事才能打动他们的内心。”所以，
这一主张是一种愿景，更是一种鞭策。

李启书还提出了“爱、智慧、美好”三大
主题词。在他看来，好的教育是用爱与智
慧为孩子撒下美好的种子。爱是形式，智
慧是内容，美好是方向，以真爱撒下道德的
种子，以阅读撒下精神的种子，以智慧撒下
学力的种子。

关于教师发展，李启书提出的理念是
“最大的福利是培训，最大的关怀是发展，
最给力的帮助是设计”。教师的尊严在于
有思想、有方法，思想是教师的气质和风
骨，方法是教师的智慧和力量。

2017年秋季新学期开学，李启书强调
工作要更“接地气”。“接地气”就是要直面
真问题、不埋怨、不发牢骚、不找借口，将
别人的批评和建议有效落实在工作优化
和改进中；“接地气”就是关注孩子的学习
是否真实发生。正如遂外的孩子是否知
道“3+2=5”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否在
第一次回答成“3+2=4”之后还愿意重新
尝试。

最近一年多来，李启书一直想请辞
校长。他有一个充分的理由选择退隐，
他想重新回到课堂做教师。这一点绝不
是矫情，而是虔诚的教学情结，他固执地
认为，只有与学生在一起才会有真正的
教育人生。

之所以想辞去校长职务，还因为他有
诚恳的反思：“我不能成为学校发展的天花
板，我能带领学校走好下一个10年吗？”

董事会和整个教师团队显然不会接受
他的请辞，李启书必须带领大家一直走下
去，写完那个“一起慢慢变老”的故事。

遂外走过10年，李启书如今想得最多
的是，要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董事会已
经通过他的建议，为这群一起工作的教职
工建一所老年大学，“最浪漫的事就是一群
人在一起慢慢变老”，这不是一种愿景，而
是一种约定、一种承诺。

李启书
四川省遂宁市

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校长

做理想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