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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离让教育离““人人””更近些更近些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召开，开启

了中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的全

新征程，意味着中国教育将在普及、优

质、公平、法治等基本目标上全面提

升，这对中小学校长的领导力建设提

出全新的要求。

什么是领导力？校长领导力的本

质内涵是什么？这种能力是一种学识

修养，是长期领导管理的实践经验。

再往深一点思考，领导力也可以说是

一种理想情怀，是对教育事业真诚的

热爱，对学生健康成长真诚的关心，对

校长专业化毕生的追求。当然，校长

领导力一定要落实在行动中，大胆改

革、大胆创新，这是领导力建设的主要

源泉，学识修养来自于改革创新的实

践，理想信念的滋养也需要改革创新

的实践。所以，加强领导力建设，最终

要积极行动起来。

行动策略一：把握教育的根本宗

旨，坚持立德树人，以立德为中心，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坚持立德树人极其

重要的一点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教育大会上说到的，要尽快健全落实

机制，尽快消除功利主义对现代教育

评价体系的影响，就是要破除唯考分、

唯升学率等不科学的评价导向，把评

价导向引导到学生的发展上来，引导

教师以更高的热情投入到教学工作

中，以更真诚的关怀来关心学生的健

康成长，认真备好课，认真讲好课，认

真批改每一份作业，给学生多一份微

笑。只有这样，立德树人才能真正落

到实处；只有这样，我们所期待的质量

才能逐渐生成。

行动策略二：聚焦工作重点，深化

课程改革。现在经常谈深化教育改

革，但教育改革向哪里深化？答案非

常清楚，教育改革一定是向教学领域

深化，教学改革的深化方向一定是课

改。教育改革千改万改最终必须落实

到课改，课程体系、课程标准这是质

量、培养目标最集中的体现。培养人

才的主渠道是课堂教学，所以改革的

重点集中到课程改革，在校长领导力

体系当中，课改的领导力是最具专业

性、最具实践意义的。课改具有很强

的政治性，同时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校

长在组织推进这项工作中，一定要有

大视野，要有高站位。同时要综合设

计、整体布局，学校的所有工作要围绕

教学改革、课程改革来统筹规划，相关

的制度设计、资源配置都要为推进教学

改革、深化课程改革提供支持和服务。

行动策略三：把握发展趋势。睿智

的校长在学校整体事业发展、领导力建

设中，一定会高度关注教育内外部环境

的发展变化，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已经对教育、教学模式、教学组织方

式产生了全方位的系统性深刻影响，对

人才培养、质量建设产生全方位影响。

由此我们要有一种高位思考，以信息化

推动教学改革，以信息化推动质量建

设。校长要密切关注信息化给教育带

来的新挑战。

行动策略四：健全诚信体系，培育

良好生态。在我的理解中，生态就是一

种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是强大的教

育力量，目前在教育生态中有许多工作

要做，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教育诚信体系

建设，这是影响当前教育评价、教育改

革难以深入下去的深层次原因。如何

做到这点？首先要从教育界自身做起，

要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担当，加强教育诚

信体系建设，用教育诚信体系建设带动

全社会的诚信体系建设。教育具有基

础性、全局性、先导性作用，教育先导性

极其重要的内涵就是引领社会风尚、引

领社会核心价值的建设。

行 动 策 略 五 ：抓 好 教 师 队 伍 建

设。质量建设、人才培养关键在教

师，全国教育大会明确要求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最

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首先要充分相

信、充分依靠广大教师在办学实践

中、在质量建设中、在人才培养中的

主体作用，按照国家教育行政体制改

革总思路，加大“放管服”改革的力

度。所谓“放”，就是充分尊重广大教

师在质量建设、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

位；所谓“管”，就是规范管理，我们要

强调教师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同

时也一定要按照教师工作的特点，在

考勤、考绩、各种资源配置上充分照

顾到教师的工作特点；所谓“服”，就

是要为教师的成长提供全方位、多方

面服务，开拓各种资源、搭建各种平

台，为教师的全面成长提供更加优

质、更加多样化的服务。

（作者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原副

院长、教授，本文系作者在“2018 中国

教育家年会”上的发言，有修改）

校长领导力建设的行动策略
□ 李文长

专家睿见

回顾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不难发现回顾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不难发现，，虽然近现代社会大环境动荡不休虽然近现代社会大环境动荡不休，，但是教育却始终在一个相对稳定健康的状态下运行但是教育却始终在一个相对稳定健康的状态下运行，，究其原究其原

因因，，在于近现代教育中在于近现代教育中，，无论是校长还是教师无论是校长还是教师，，都坚守了一点都坚守了一点““把学生当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把学生当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近年来，在梳理近现代教育史料

过程中，我特别关注那些在同一所学

校任职长达几十年的中小学校长，比

如，南洋中学的王培孙当校长52年，从

1900-1952年；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当校

长42年，从1904-1946年；上海南洋模

范 中 学 的 沈 同 一 当 校 长 39 年 ，从

1927-1966 年。这些校长终其一生就

办一所学校，将青春和生命都献给了

一所学校。纵观他们的办学理念，有

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教育，把学生当

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把注意力放在“人”的成长上

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坚信，改革国

家必先改革个人，而改革个人唯有依靠

教育，以“造成德育、智育、体育完全发

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作之一般人

才”。为培养这种人，张伯苓在校门一

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写

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

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

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学

生每日进出校门，看到这容止格言就知

道有所儆戒，久而久之内化为自己的言

行举止。“镜箴”上的内容类似于现在的

《中小学生守则》，但前者强调仪容细

节，要求更切实。在张伯苓看来，一个

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首先必须容止端

正，气象和静，不卑不亢。

对于学校办学的目的，这些校长有

清楚而高远的见识。南洋中学的一位

理科教师平时出卷难度高，每每把学生

考得灰头灰脑。1939年，王培孙写信劝

告该老师：“南洋中学不是交通大学的

预备学校，不宜对数理考试偏严，应该

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皆可成为社会有

用之才。”王培孙认为，每个人来受教育

是为了成才，而不是一心盯住考名校。

王培孙的信，让人不由联想起苏霍姆林

斯基的话：“并非所有的学生将来都会

成为工程师、医生、科学家和艺术家，可

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父亲和母亲、丈夫

和妻子。因此，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

培养人，培养丈夫、妻子、母亲、父亲，而

放在第二位的，才是培养未来的工程师

或医生。”培养“人”，培养一个个普通国

民，这就是苏霍姆林斯基心中的学校教

育。他笔下那位曾经人见人厌的双差

生米哈伊尔，最后成为一位优秀而懂事

的维修工人，便是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这一基本理

念。我们一些中小学校长一定或多或

少心存“考名校情结”，虽然这是大环境

所造就的，但看了王培孙给教师的信，

心情难免“戚戚焉”。

一所学校，校长的办学理念起着标

杆性的引领作用，有什么样的校长——

尤其在同一所学校任职多年的校长，

往往就有什么样的学校风貌和教师群

体。正是因为诞生了一大批教育思想

先进的校长，即便近现代社会大环境

动荡不休，教育却始终能在一个相对

稳定健康的状态前行，教师在校园里

也多些从容，把注意力放在“人”的成

长上，而不是一味追着学生要分数，背

离了教育的真正目的。

把学生当成“活生生的人”

更让我印象深刻的，近现代一些

教育家在上课过程中常常“借题发

挥”，教给学生各种“人”的知识以及做

人的道理。

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

先生在 80 岁时，仍念念不忘当年给他

人生启蒙的老师曹景黄。20世纪20年

代，任继愈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一模范

小学。曹景黄教文言文采用的是传统

的吟诵法，即通过反复吟诵帮助学生

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而不像后来语

文课流行的讲授法。但他上课时若涉

及有关酗酒荒淫内容的文章，会停下

来向学生讲一些性知识。在100年前，

这样一个小县城的小学教师就是相当

开明的了。

曹景黄还注重教学生做人。当讲

《论语》“胁肩谄笑，病于夏畦”这一章

时，他结合课文举了一些社会上流行的

巴结上司、拍有权有势人物马屁的可耻

可笑举动的例子，引得学生哄堂大笑，

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任继愈说，曹景

黄老师这番生动的表演，“在我幼小的

心灵里，培养了鄙视趋炎附势的人生

观。我今年 80 岁了，曹老师给我的教

育新鲜感却从未衰减”。曹景黄老师借

题发挥，引导学生做人，这个“人”不是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堂堂正正的

君子。

当时像曹景黄这样的老师不在少

数。他们秉承“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

传统，又吸取开放的现代教育观，课堂

上既传授知识又兼顾育人，培养学生

健全的人格。一种教育是否真正关注

人，可以从课堂上教师的一言一行中

直接看出。有“人”的课堂往往充满温

情，充满教师对学生的尊重与体谅。

著名漫画家丰子恺1914年就读于

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遇到了影响自己

一生的两位恩师——李叔同和夏丏尊。

李叔同给予他艺术的启蒙，更在为人处

世上为他作榜样。在《怀李叔同先生》一

文中，丰子恺回忆道：当时学生对艺术课

非常不重视，上李叔同的音乐课时，有人

偷偷看课外书，有人则吐痰在地板上，他

们都以为李叔同没看见，其实李叔同都

知道。但李叔同不动声色地讲完课，等

到下课了，才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提醒：

“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学生只得

站着。等到别的学生都出去了，李叔同

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下次

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说“下次痰

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李叔同微

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被批评的学

生大都惭愧地退出来。

一次音乐课，最后出去的学生无心

把门重重一拉，碰出很大的声音。学生

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叔同走出门，满面

和气地叫他回来。等学生到了，李叔同

又叫他进教室来。然后李叔同用很轻

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

出教室，轻轻地关门。”说毕，对学生一

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从一连串的细节里，我们感受到一

位蔼然长者对学生的尊重。因为尊重，

李叔同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从而

达到了“育人”的效果。我喜欢称李叔

同为“最民国的教师”，不仅因为他才华

横溢，绘画、音乐、戏剧、书法、篆刻和诗

词等无所不精通，也不仅因为他的做事

“态度认真”，更因为他把每个学生当成

与自己人格平等的人，以诚恳、“温而

厉”的言行去感染学生，影响学生。

美的课堂，一定是师生之间相互尊

重的地方。说到尊重，作为教师首先要

给学生做出示范，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

懂得尊重别人，尊敬老师。我这样说，

有的教师可能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未免

太纵容学生，甚至“颠倒了顺序”，必须

学生敬老师，然后老师才尊重学生。可

是，我们别忘了一个重要前提：教师是

成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学生是

未成年人，他们到学校是来接受教师教

育的。回顾最近几年，各种师生冲突的

案件，有些正是由于教师的教育方式不

当，特别是教师缺乏对学生必要的人格

尊重而引起的。

上学时，我们都读过魏巍的散文

《我的老师》，文中的女教师蔡芸芝慈

爱可亲、光彩照人。不过，教材里的这

篇短文是节选的，实际上魏巍在原文

里还写了一位姓宋的男老师，教算术

课。宋老师的形象与蔡老师几乎相

反。为此，魏巍在心里认定算术是一

门最没有味道也是最难的学科，始终

没有学好这门学科。

在《我的老师》的末尾，魏巍写下

这样一段话：

“叙述着他们（指蔡芸芝、宋老师

等）的时候，我并不是想一一地去评价

他们。这并不是这篇文章的意思。如

果说这篇文章还有一点意思的话，我

想也就是在回忆起他们的时候，加深

了我对于教师这种职业的理解。这种

职业，据我想——并不仅仅依靠丰富

的学识，也不仅仅是依靠这种或那种

的教学法。也许更重要的，是他有没

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假若没有这样

的心，那么……那些改进方法，编制教

案，如此等等也就成为形式！也许正

因为这样，教师——这才被称作高尚

的职业吧。”

我不知道魏巍是否当过中小学教

师，他这些话，对教师职业的认识真是

一语中的。教师与其他许多行业的不

同之处就在于，教师不仅依靠专业知

识，更需要情感，比如爱、尊重等。这

些情感都立足于一个前提：教师把学

生当成活生生的人，人格平等、有个体

尊严的人。

对学生给予尊重、体谅
与呵护

说到这，我又想起几个温馨的教

育故事。

作为教师平时都会遇到学生上课

迟到的现象，一般情况下，班主任的处

理办法就是“罚”：罚站（站在走廊），罚

扫地，罚钱（一次罚若干元，充当班费）。

任继愈的小学老师夏育轩先生是

另一种做法。这位夏先生课讲得好，对

学生要求也严格，但严格中又很宽容体

谅。比如，面对学生迟到的情况，他设

计了一张“距离一览表”，要求学生把住

家到学校的距离（“约x里”）如实填好，

住家远的学生，如果偶然到校迟到，又

提出正当理由，就可以得到夏先生的谅

解。夏先生的做法，比我观察到的许多

班主任高明多了，也“人文”多了。

著名的词学大家夏承焘先生早年

在中学教过书，后来当了大学教授。据

他的学生琦君（台湾著名女作家）回忆，

她上世纪 30 年代在之江大学念书时，

夏先生曾告诫学生：“如果将来当了老

师，不要对学生过于苛求。因为人的禀

赋千差万别，不能希望人人都是天才。

作为教师，在课堂里讲几十分钟的话，

难免有的学生会打瞌睡，有的会跑马开

小差，一堂课只要有一二句话，真正落

入某一二个学生的心底，使他们一生受

用不尽，就算对得起学生、对得起自己

了。”当时夏承焘的一位同事（也曾是夏

的学生）任心叔不同意这看法，夏先生

也不多解释，只笑笑说：“你说的也没

错，但我讲的是做人的道理，你教的是

为学的态度。”我从琦君的书中看了夏

承焘告诫学生的这些话，一时间也觉得

有些“不负责任”，课堂上学生打瞌睡、

开小差，教师岂能听之任之？但品味夏

承焘先生后来对任心叔的一番话，又明

白了：夏承焘的说法未必有错，身为教

师理所当然要用心尽力，以“对得起学

生、对得起自己”，但也别夸大教育的作

用，尤其对个体学生的作用；另一方面，

每个学生都有他的难处，在某些方面需

要老师去体谅和包容，而不是一味苛

求。这种能体谅、不苛求，恰恰是教师

心中有“人”的表现。

20世纪30年代，台湾历史学家吴相

湘就读于北大历史系，系里名师荟萃，各

怀绝技：钱穆上课时激情澎湃，声振屋

瓦，“用全身热和力来口讲手写”，以至无

论冬夏，总不时用手帕拭汗；傅斯年讲课

则如万马奔腾，上下古今，纵横千里；而

时任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上课则别具风

格：深入浅出，条理明晰，偶尔穿插一两

句恰到好处的幽默语，使学生格外轻

松。在回忆中，吴相湘特别提到胡适上

课过程的一个细节：“下午上课时，教室

里有太阳西晒，胡先生常自动走下讲坛，

放下窗帘，并说：女学生是不应该多晒太

阳的。”一句简单的话语，教师课堂上对

学生的呵护之情尽显无遗。

抗战时期，在愚人节那天，重庆南

开中学高一某班的第一节课是赵瑞蕻

先生上英语。学生徐国棣化装成女教

师站在黑板前，赵瑞蕻先生像往常一

样悠然而入，抬头一看另有人上课，忙

说：“Excuse me!”学生说：“调课啦，这

堂是国文。”赵瑞蕻先生匆匆走了。等

他弄明白了再回来时，大家赖着不肯

上课，一定要他讲故事。他就用英语

讲了一个希腊悲剧，故事讲得通俗易

懂，大家听得全神贯注。

愿我们的校园里今后多些这种场

景，愿我们的教育离“人”更近些。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

□ 王木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