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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语

•人本是教育的原点，求

是是教育的遵循，创新是教育

的动力。

•让“睡着的人”醒来，让

优秀的人有舞台，让奉献的人

受关怀。

•无限相信学生的潜能，

无限相信教师的智慧，无限相

信家长的力量。

•应试能力也是一种素

质，不要把质量和素质对立起

来，它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有机体。

•素质教育就是我们的目

标，质量只是我们实施素质教

育过程中必然要得到的奖赏。

•质量是全方位、多层面

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抓质量

要树立全员质量观、全系统质

量观、全要素质量观。

•家校良性互动是一个地

方百姓之福，家校对立矛盾是

一个地方百姓之祸。优化家校

关 系 才 能 最 大 限 度 让 孩 子

受益。

•教育统筹推进过程中要

着眼于全面。抓质量，回应社

会关切；抓素质，回归教育本

真；抓安全，确保长治久安。

•做教育不能折腾，要坚

守教育规律，抱定“功成不必在

我，成功必定有我”的信念，久

久为功，驰而不息。做到坚定

方向不动摇，持之以恒不懈怠，

埋头苦干不张扬，攻坚克难不

畏惧。

局长出镜·王学伦

江苏省新沂市教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

衡量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因素有

很多，教师的发展状况是重要的一

项。教师既是区域教育发展的目标之

一，也是区域教育发展必须依赖的重

要力量。只有激发了教师教育教学能

动性，区域教育才能从美丽的愿景变

为生动的现实。

曾经做过高中生物教师的王学伦，

自然懂得教师的重要性。这位走上工

作岗位已 30 多年的老教育人，却在新

闻宣传等多个岗位兜了一大圈，从镇党

委宣传委员到市委党校副校长再到市

政府新闻发言人，最后又回到了教育岗

位，在2015年3月接任江苏省新沂市教

育局长。回归教育岗位，他更珍惜教师

的价值，更珍重发展教师这份责任。

作为区域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他用

心做教育，用情爱师生，主张人性化教

育，实施人文化管理，倡导“局长设计铺

路，校长负责落实，全面促进教师发展”

的教师发展理念，全方位、多层次推动

区域内教师的专业发展和精神成长。

导航教育
建设绿色教育生态

中国教师报：2015年初任教育局长

之后，您提出了“发展教师，建设绿色教

育生态”的理念。在您看来，优质教育与

绿色教育生态有着怎样的关系？

王学伦：大家习惯上所说的优质

教育，从表征上是可视的，能够进行量

化评价。绿色教育生态并不好评判，

因为它涵盖的内容更广、关注的目标

更远、隐含的因素更多；从实践上看，

创建优质教育，加大一些管理力度就

可以取得不错的效果，而建设绿色教

育生态不能急切、不可盲目，有时候加

大力度可能会事与愿违，甚至造成难

以挽回的伤害。

因此，追求优质教育不一定能够

建设好绿色教育生态，但建成绿色教

育生态，创建优质教育就水到渠成了。

中国教师报：那么，建设绿色教育

生态和发展教师又有着怎样的关联？

王学伦：发展教师和建设绿色教育

生态是相辅相成的，两者关系密切、互

为因果。它们既是我们工作的目的，也

是我们达成目标的手段。

“质量”和“素质”都有一个“质”，

既指向学生也指向教师。只有师生共

生同长，教育才会绿意盎然，校园才能

散发无限的生机。

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成长学生、幸

福家长、造福社会。这也就是说，我们

发展教师，建设绿色教育生态，归根结

底还是为了做好教育，让学生知识丰

富、情感丰沛、智慧丰盈、精神丰满。

发展教师
让奉献的人受关怀

中国教师报：您将发展教师作为

重要的管理理念和教育追求，是因为

您有过高中教师的经历，还是您基于

发展现状反思的结果？

王学伦：如何发展教师，我没有盲目

做决策，而是深入学校走访教师，在持续

调研中发现部分教师存在倦怠、懒散现

象，而症结是教师缺乏职业归属感，没有

职业幸福感，更不要说职业荣誉感。如

何在因冷落而冷漠的心里激起波澜，不

是说教和重压，而是想方设法“让睡着的

人”醒来，创造条件“让奉献的人受关

怀”，让教师过有尊严的教育生活。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我重点做

了两件事：一是推进新教育实验，给教

师搭建成长的平台；二是建立优秀教

师奖励机制，给教师一个重塑自我、重

拾尊严的契机。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一个教师要

想获得发展，最重要的是什么？

王学伦：教师要想发展自己、成就

自我，最重要的是热爱教育。我们可以

给教师搭建平台，但任何人的成长都离

不开自身的能动性。棋盘高级中学校

长徐长征的成长就充分说明了这一

点。徐长征曾经是一名代课教师，但因

为热爱教师这个职业，他不断学习，逐

渐丰富了知识、敏锐了思维、提升了智

慧，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

中国教师报：在发展教师方面，您

还有哪些思考和行动？

王学伦：人不能活在物质里，但离

开了物质这个基础，任何事也做不成，

或者说想做好非常难。基于这种认

识，上任之初我就想筹措一笔教育资

金对教师进行奖励，让做事的教师不

吃亏，让能把事情做好的教师得到回

报和认可。2015年4月，机缘巧合下我

结识了回乡祭祖的张开元先生，并“毛

遂自荐”做他回报家乡的“第一责任

人”。在我们达成“只有发展了教师，

才能创造高品质的教育、培养创造型

人才”的共识后，张开元毫不犹豫捐赠

了 1200 万元……就这样，我们有了新

沂教育奖励的“第一桶金”。

中国教师报：原来，激励和发展教

师，您是先借社会之力开始的。那这

么大一笔资金，您是怎么用的？

王学伦：有人建议将这笔资金一

次性奖给教师。可是，这笔资金奖出

去之后呢？作为一方教育的“架构者”

与“经营者”，我有责任让新沂教育获

得可持续发展，让新沂教师获得源源

不断的动力支持。

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市教育

局党委决定成立“新沂市卓越教育奖励

基金”，用每年的100万利息奖励10名

“卓越教育工作者”、50名“卓越学子”。

2015年9月，我们在教师节举行了盛大

的教育基金颁奖典礼。以此为契机，我

们大力宣讲企业家的捐资助教行为。本

地企业家也纷纷拿出资金奖励教师……

截至目前，新沂市教育奖励基金已经超

过3000万元，每年用来奖励教师的资金

超过500万元。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与

全市的17个镇（街道）联系，促成每个镇

（街道）都建立专项教育奖励基金，2018

年奖励总额接近900万元。

精神引领
让教师有持久的成长动力

中国教师报：让优秀的教师获得更

多物质上的满足，也同时引发社会助教、

助学的良好风气，让教师能更多感受到

从教的尊严和幸福，可谓一举两得。

王学伦：的确，每年教师节颁奖活动

让教师深受鼓舞。如何给予教师更多精

神上的支持，以形成稳定的成长需求，获

取持久的成长动力？我们从教育人生的

目标设定、专业成长的心理期盼、面向未

来的行动引领等方面着手，催动教师的

个体发展，打造新沂教育精神。

新沂教育精神涵盖三方面：人本、

求是、创新。人本，即体现为对师生的

关怀、关照、关爱、关心，目标是塑造师

生的灵魂，让每一个学生都诗意成长，

让每一位教师都自由发展；求是，即要

遵循教育规律，让教育回归本真，让教

学充满温情；创新，即鼓励教师与时俱

进，实现教育理念的创新，融入现代教

育技术手段，达成教学形式的变革，创

建有激情的教育。

为打造新沂教育精神，市教育局

党委设计了“五个三工程”，将其作为

新沂教育的统领，对教师进行精神上

的滋养。“五个三工程”的具体内容为：

一是聚焦“三大任务”，优化教育

生态。“三大任务”是在教育统筹推进

的过程中要着眼于全面，抓质量，回应

社会关切；抓素质，回归教育本真；抓

安全，确保长治久安。

二是牢记“三大使命”，依靠教师发

展教育。“三大使命”是在师资队伍建设

过程中要让“睡着的人”醒来，让优秀的

人有舞台，让奉献的人受关怀。

三是相信“三种力量”，形成教育

发展合力。“三种力量”是在实施教育

管理的过程中，要无限相信学生的潜

能，无限相信教师的智慧，无限相信家

长的力量。

四是践行“质量三观”，明确目标导

向。“质量三观”是在抓教育质量提升的

过程中要面向全体，坚持全系统质量

观，全要素质量观，全员质量观。

五是实现“三个提升”，凸显整体

效应。“三个提升”是在教育综合评价

过程中要进行全面考量，关注学校升

学水平的提升，学生素质水平的提升，

教育整体水平的提升。

中国教师报：“五个三工程”不仅

能提升教师的成长热情和发展动力，

更重要的是丰厚了新沂教育的内蕴和

品质。这项系统工程应该就是建设绿

色教育生态的路径支撑。

王学伦：人本、求是、创新是人文思

想、人本理念、人道精神在教育中的照

映，也是推动人类文明和进步最强大的

生产力。人是教育的中心，建立在培养

人、造就人、发展人这一学理基础上的

教育，才能发展教师、成长学生。“五个

三工程”的核心是建设绿色教育生态，

建设绿色教育生态必须处理好教师与

学生、课堂与课外、学校与家庭、心理与

身体、运动与艺术、健康与睡眠等方面的

关系。“五个三工程”的实践路径是唤醒

教师、提升教师、发展教师。

搭建平台
让优秀的人有舞台

中国教师报：从严格意义上说，校

长是学校的首席教师。校长强，则可

以带动教师的专业发展。您对校长队

伍的成长，做了哪些工作？

王学伦：我对校长的要求是静下心、

沉下身，做好自己、成就学校。如王飞出

任踢球山中学校长后，反复追问自己：如

何提升自己的能力“引领”教师成长？怎

样锤炼自己的人格“丰沛”教师精神？倘

若出现“德不配位、力不匹心”的问题该

如何处置？理性的思辨带来管理效果的

优质和教师精神面貌的俊朗。

当然，给“首席教师”以信心，也要

把工作做细做好。有一位校长经局党

委讨论让他负责一所学校的工作，而

他担心做不好。我找他谈心，告诉他

教育不是哪一个人能完成的，只要依

靠干部、相信教师就能把工作做好。

在我的说服下，他上任了。一段时间

下来，他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出色。

中国教师报：在走访中我们得知，

您非常重视与一线教师的交流。

王学伦：人与人贵在心灵相通，就

像感动总是相互的一样。我最愿意做

的就是与一线教师接触、交流、研讨，

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碰撞、在碰撞

中生出教育的激情。作为教育局长，

发展教师是我的职责和使命。没有教

师的发展，不要说创建优质的教育，为

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就是想维持

学校的现状都是不现实的。

因此，我们要相信教师、依赖教师，

更要用行动赋予他们发展自己的强大内

驱力。特别是对于那些默默奉献的优秀

教师，不能让他们吃亏，更不能让他们寒

心。我在一次调研时发现，马陵山镇陈

楼小学教师宋玉贤自师范毕业后一直扎

根乡村小学，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

坚持办校报，让学生在读写中获得成

长。那天我们聊了两个多小时，谈教师

的专业发展、说学生的精神成长，新沂有

这样优秀的教师也是局长的荣耀。

中国教师报：为了让人与人“心灵相

通”，您还做了不少创新性的工作，打通

了行政管理者与一线教育人沟通的渠

道，打通了社会与教育“对话”的渠道。

王学伦：是的，教育不是孤立的存

在。我们要善于搭建平台、畅通渠道，

让社会与教育、管理与实践有效地结合

起来。于是，我们设置“局长会客厅

——蒲公英下午茶”平台，将不同职业、

不同层次的人请进会客厅，共话教育愿

景、共商乡村未来，希望能“博采众长，

催动教育”。我们举办“校长沙龙”，将

校长召集在一起，思辨教育理想、剖析

课堂教学、思索人生之路、丰富校园之

美，推动“优秀校长创建优质学校”。为

了达成家校合作，化解教育难题，我们

与电视台合作，创办“家长大讲堂”，将

家长请进“课堂”，聆听教育专家的教育

理念，分享优秀教师的教学智慧，有效

地化解矛盾、破解顽疾。目前已经开设

80期节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网上

点击量达两亿人次，帮助许多家长找到

了家庭教育的路径。

点燃激情
让生命诗意生长

中国教师报：可以看出，正是您有

教育发展的大格局、引领区域教师诗

意成长的大情怀，才成就了新沂教育

的良好局面。

王学伦：做大格局的教育需要有

大格局的管理者。一个瞩高望远的

人必须有高远的境界。提升了境界，

才会在平常的工作中尝到乐趣。我

们在教育局内部特别开设“机关大讲

堂”，每周一次，由同人主讲自己感兴

趣的某一个教育问题，也可以谈读书

心得。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

教育局内部形成共识：做好教育需要

我们更加理性地认识教育，自觉地关

爱生命，智慧地选择道路。因为不管

你坐在哪里，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教师。

中国教师报：“机关大讲堂”是帮助

管理者扩大气度、做大格局、生成情怀

的平台，更是干部相互点燃的场域。因

为这种点燃和唤醒，才有了教育发展源

源不断的动力和激情。面对未来，您对

教师发展还有什么希望和建议？

王学伦：任何一种发展说到底都

是人的发展。发展了教师，教育才有

希望、社会才有希望。如果把教育人

生比作一棵树的话，那么阅读是根、研

究是干。根扎得深，干长得粗，才能枝

繁叶茂。因此，我时常呼吁：教师一定

要多读一点书，丰沛自己的学养；时常

写点东西，活跃自己的思维。

我对教育的期盼是做有激情、有

追求、有品位的教师；办有温度、有灵

魂、有激情的教育。做好每一件小事，

让教育入心、养眼，更好地温暖他人。

区域教育地理·江苏新沂

唤醒生命唤醒生命 发展教师发展教师
——对话江苏省新沂市教育局长王学伦江苏省新沂市教育局长王学伦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 通讯员 冷学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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