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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教师奉职工作的单位，自

然就应该有教师的办公室，或者说教

师来到学校除了进班上课之外，还应

该待在办公室里办公。这似乎是天

经地义再寻常不过的事情。那么，我

为什么会产生要“拆掉办公室”这个

奇怪的念头呢？事情还要从教育之

外谈起。

拆，是潮流

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到政府机关

办事，可能需要一间一间屋子去敲门，

于是我们总免不了要吃几回闭门羹。

而现在呢？更多的政府部门为了提高

办事效率，改善服务形象，已经开始建

设办事大厅了：所有的部门、所有的工

作人员都在一个大厅里办公，开放式

的，不遮不挡，一览无余，你想吃闭门

羹都不成。更别说那些拥有先进管理

文化的企业和创客工场，这让我开始

重新审视自己的办公室，重新思考校

园里教师办公室的改革问题，于是有

了这个念头：校园里是不是也应该“拆

掉办公室”？

做一个在楼道里办公的校长

有一回我在校园里散步，竟然发

现被两个初中小女生一路尾随。后来

问及她们尾随的动机和理由，收到的

回答竟然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校

长”。当然，这种见过肯定要排除你远

远地看到过，以及与你擦肩而过的情

形。我曾经十分认真地在身边做过调

查，结果是绝大多数的人都未曾真正

见过校长。

这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倒不是

我作为校长需要这种被人见过的虚荣

感，而是在我看来，作为学校里最重要

的教育资源——校长，学生居然连见

都没见过，这岂不是很浪费？于是，我

将自己的校长办公室从屋子里搬到了

楼道。我在一处两个楼道交叉所围合

起来的类似港湾的地方，凭借三面大

书架和一张大桌子，建起了一个开放

的校长办公室。我要让学生天天见到

我，了解我怎么办公，怎么开会，怎么

备课，怎么批阅作业，怎么与同事聊

天，怎么找学生谈话，怎么读书，怎么

写字，甚至怎么发呆。因为我相信，这

是很重要的校园资源。好资源，一定

要对学生开放。

因为没有墙、没有门，这个地方很

快就被师生霸占了。他们在我的办公

桌上备课写作业，从我的书架上“偷

书”，占我的地方开会，用我的地方开

讲座，开展各种活动。他们喜欢这个

地方，不是因为这里有多好，而仅仅因

为这是校长的地方，在这里他们可以

很容易见到校长。

因此，当我的办公室被人霸占之

后，我就开始有了改造教师办公室的

主意。

教师应该在“厅”里办公

大多数学校的教师办公室人员组

合形式无非两种：一种是按年级组集

中办公，俗称“级组办公室”；一种是按

照学科教研组集中办公，俗称“科组办

公室”。无论哪种，它的确方便了教师

之间的工作交流，但正因为太有共同

语言而造成了交流的壁垒。一群彼此

熟识且工作内容相同的人在一起，在

日久天长、朝朝暮暮的所谓交流中，很

容易生产出负面情绪和消极能量，也

很容易诞生出“抱怨”文化。

其实，教师的办公与机关单位或

者是别的工作人员办公是有区别的。

教师不需要也不应该有一个太过于固

定的办公场所，因为教育嘛，学生在哪

儿，教师就应该在哪儿。只有师生常

伴，才可能将校园里的所有事情都转

变成教育的事情，也才可能做出好的

教育来。因此，学生上课在哪里？学

生上课之余的时间经常在哪里？哪里

是教育可能发生的高概率地点？那

么，教师就应该在哪里，就应该在这个

地方办公。教师会离学生很近，会在

学生身边。并且，这个地方还未必就

是学生的教室或紧挨教室的地方。这

个地点，会与校园的空间设计密切相

关。因为空间的布局和设计会自然而

然地形成学生的人流路线，会自然产

生习惯性的人流密集区，产生习惯性

的人群集合地点，也就是所谓的“公共

空间”，好比家庭的客厅、机场的候机

厅，这是人们喜欢来、喜欢聊天甚至喜

欢发呆的地方。

教师就应该在这里办公。教师办

公的地方，我称之为“办公厅”。“厅”之

于“室”的最大不同，就是厅的开放

性。厅可以接纳不同的人，不同的事，

可以达成不同人和不同事的不同目

的。这是一个巨大的空间价值。

彼此看见，就是资源

我始终相信，对教育而言，彼此看

见，就是资源。教师是校园里优秀的

群体，他们自身的办公状态，他们如何

备课，如何批改作业，如何读书写字，

如何与同事集体研讨，如何与学生促

膝长谈，乃至教师如何沏一杯茶，如何

摆一盆花，如何放一本书，这些都是可

贵的风景，是可以被审美的风景，是可

以做教育的风景。

当然还有学生。我们同样可以将

校园里原本提供给学生使用的一些封

闭式办公室、活动室拆掉。学生会办

公室、团队活动办公室，这些学校里

最优秀的学生干部最不应该被关在屋

子里，他们是最优秀的学生，是在为

全校学生服务，就应该被开放在大家

的视野中，开放在大家的身边。学生

干部的主要价值，并不是真要作为干

部来管理别人，而是要借助一群人的

优秀，去引领更多人对优秀的向往和

模仿。还有校园里那么多的社团活动

室，更没必要关在屋子里。社团存在

的理由，就是要借助一种丰富的学习

状态、成长状态和生活状态，引领更

多的人将学习、成长和生活变得更加

丰富。

这种引领的教育期望，要真能获

得实际的教育效益，前提就是“优秀要

能被看见”。那么，拆掉办公室、活动

室，或许就是一个好办法。

（作者系广东省珠海市华发容闳

学校校长，北京四中房山校区原执行

校长）

观点

作为一位杰出的职业教育家，抱

着职业教育救国的伟大理想，黄炎培

1917年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并为

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他当之

无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奠基人。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

族资本主义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职业教育发展可想而知。如何在艰

难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职业教育？在

《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

见》一文中，黄炎培给出了答案，“以

我八、九年的经验，很想武断地提出

三句话，就是（1）只从职业学校做工

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2）只从教育

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3）只

从工农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

教育”。其中可以看出他的过人见

解，即职业教育单凭学校、教育界本

身、工农职业界是无法发展的。

“社会是整个的。不和别部分

联络，这部分休想办得好。”这就非

常明确地看出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

的要义之一就是办职业教育关键还

得靠全社会总动员，才能够办得了、

办得好。用他的话说：“办职业教育

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

力沟通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

时 须 分 一 部 分 精 神 ，参 加 社 会 运

动。”而在全社会积极参与的职业教

育运动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政府，

这一点从黄炎培的职业教育实践活

动就可得到印证。比如，在“九·一

八”事变之后，黄炎培不仅自己投身

到抗日救亡运动中，而且在职业教

育中响应政府号召，提倡抗日救亡、

救亡图存为主题的职业教育。在他

的推动下，职业教育实践活动范围

日渐扩大，呈现出由学校而社会、由

城市而农村的发展局面。

黄炎培发现仅仅依靠社会各界

开展职业教育运动是远远不够的，要

想全社会真正动起来，还得依靠政府

出面，所以中华职业教育社适时提出

“政教合一”的主张。即政府要与职

业教育沟通，与一般平民教育开展合

作，开展平民职业教育；政府要主导

农村地区的乡村职业教育实验，建立

农村职业教育改进试验区；把工作重

心从原来的主要办理职业学校向办

理职业补习教育转变；特别是提倡办

理运作资金比较小、学习周期比较

短、社会需求量比较大，且能够单独

经营而有职业教育价值的职业学校，

以适应抗战期间劳苦大众对职业教

育的实际需求。

长期以来，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

育的身份地位之争是教育史上的老

话题，究竟谁是正统，谁是偏系，历来

就争论不休。针对这个教育话题，黄

炎培主张一个观点，即只有普通教育

的大发展，才能够促进职业教育的大

发展。并且，他在大职业教育主义中

明确提出“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

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应职业之

准备”等三大主张。

1905 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

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明确提出，当

时小学教育已不适应社会需求，因此

要改革。1914年，他在担任江苏省教

育会常任干事期间，以上海《申报》记

者的身份，对安徽、江西、浙江、山东、

河北等省的教育进行实地考察，发现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现象还比

较严重。随后，他专门参加了游美实

业团，在观摩美国实业发展以及支撑

实业的相应职业教育体系后，感叹

道：“观其职业教育之成绩，益觉我国

教育之亟宜改革。”他认为，要破除普

通教育优越感，鼓励普通教育渗透职

业教育，树立职业教育信心勇气，并

构建改造普通教育的职业陶冶——

职业指导——职业训练——职业补

习环环相扣的大职业教育发展的运

行机制，将职业教育理念贯穿于普通

教育的各级学校与各个阶段。黄炎

培还进一步提出，改革普通学校课堂

教学方法如下：手脑并用；做学合一；

理论实际并行；知识与技能并重。在

普通教育的小学阶段，主要开展以职

业陶冶为主题的职业教育，目的是为

将来树立职业理想、接受职业教育奠

基；在普通教育的初中阶段，主要实

施以职业指导为主题的职业教育，目

的是为将来继续接受学校教育的学

生提供分流服务，让升学者精进，使

接受职业教育者从容；在普通教育的

高中阶段，主要设立职业分科，或者

建立专门职校，其目的是在就业后还

要让学生接受相应的职业指导与进

一步的职业补习教育。

从 1912 年至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前，黄炎培除了从事职业教育工

作外，还参与了南京高师、东南大学

等学校的筹办工作。最难能可贵的

是，在职业人才的培养规格中，黄炎

培还特别注重职业道德的极端重要

性，强调职业教育要大力提倡为社会

大众服务，要铸就“敬业乐群”的职业

道德规范，并将其细化之：教育学生

明确认识职业教育之真义在于服务

社会；在教育中端正职业态度，养成

学生的责任心；在职业教育及实践过

程中养成勤劳的习惯；通过职业训练

培养学生互助合作的团队精神等。

总结回顾黄炎培职业教育理念，

对我们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发展职业

教育、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创新就业

等，无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

我们探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新路径开辟了广阔空间。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武威市凉州

区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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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 春

对教育而言，彼此看见，就是资源。唯有开放，我们才能有更多被审美的风景，

拥有更多做教育的风景。
治校方略

黄炎培：职业教育理念奠基人
□ 马希良

主题征稿
1.你眼中的教育家精神及教

育家的成长路径是什么？

2.教育家型校长成长、培训

中的问题及对策有哪些？

3.如何提升人工智能时代校

长的领导力？

4.如何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促进学校特色发展？

5.如何加强家校合作的长效

机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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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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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炎培（1878-1965），中国近

现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

家。代表作品有《黄炎培考察教

育日记》《新大陆之教育》《东南洋

之新教育》。

有时，我在媒体上看到一些中小

学生因遇到不顺心的事而不惜失去

生命的惨案，既令我痛心，又引发了

我的思考：现在的孩子到底怎么了？

孩子的抗挫能力为何薄如蝉翼？在

管理学校的日常生活中，我也会经常

遇到长着一颗玻璃心的孩子，他们害

怕失败甚至拒绝成长，如何是好？

究其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因为

孩子智力发育与情感发育的不匹配

导致了他们心理承受能力的下降，

其主要表现为：一是过高的成长期

待，同伴的攀比、家长的期待、社会

的竞争或多或少附加在孩子身上，

让孩子的成长背负了过于沉重的外

在包袱；二是过度的成长保护，因为

家长的人为保护，所以除了学习外，

孩子的动手机会少了、社会实践机

会少了、与人沟通的机会少了，一切

都在“顺”境中。孩子如同在温室里

的豆芽生长一般，没有了抵抗风霜

雪雨的能力；三是过重的学业负担，

孩子因繁重的学习任务限制了手

脚，束缚了心灵。

如何让孩子的抗挫能力成为其

成长中带得走的能力？如何让孩子

拥有一双能担当的肩膀？我认为，孩

子的抗挫能力就是要从“苦”和“累”

中来。想想我们孩提时代，正是那样

的苦、累、饥磨炼了我们的意志，让我

们懂得了生命的不易。人的成长是

需要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

肤，空乏其身”的经历和体验的，这样

才能“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

能”。王阳明主张在事上磨炼人的心

性，知行合一。日本实业家稻盛和夫

认为，真正塑造人格的并非天资和学

历，而是所经历的挫折和苦难。“不经

一番寒彻骨，哪有梅花扑鼻香”，这些

都表明人是需要经历磨难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珍贵的存在，每

一个生命都是美丽的不同，孩子无好

坏之分，只有不同之别，我们要接受

孩子的平凡，把孩子的优秀当作意

外。在办学过程中，我们要通过劳动

教育、研学旅行、多元评价等丰富孩

子的成长经历和体验，增强他们的见

识与胆识，甚至放手让他们去直面困

难、经历挫折，让孩子在挫折中学会

抗击，在磨难中学会磨炼。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艾瑞德国

际学校自建校以来，一直强化劳动教

育，让孩子在劳动中经历，在辛苦中

体验。从幼儿园开始，狠抓“自己书

包自己背”，在我眼里，这就是最基本

的劳动。我们还告诉孩子，人比动物

多一双肩膀，肩膀就是用来担当的，

今日背不起自己的书包，将来何谈背

得起祖国的未来与天下？在学校，教

学楼、教室的保洁任务都由学生自己

负责，要保证内外整洁；是否关好门

窗也由学生亲自检查。学校还有300

亩地的农场，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一

亩田，一年四季都由学生打理。

在学校，农场就是课堂，种地也

是作业，孩子在劳动中滴下了汗水，

付出了辛苦，懂得了责任，明白了担

当。记得有一次，突如其来的一场

暴风雨之后，四年级“向日葵班”的

孩子一夜未眠，他们牵挂田地里的

向日葵，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往自己

班的一亩地，带着竹竿和绳子将几

百株被风雨刮倒的向日葵一株一株

扶起，并用竹竿支撑好。一粥一饭，

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艰。当孩子懂得了“不容易”，就

有了责任感，就不害怕挫折，就学会

了面对困难。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学校尽可

能多地开展一些常态化研学，学生在

行走中体察“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

难”的不易。诸多的意外让学生经历

了磨难，让他们自己学会了面对。记

得2018年5月15日的首届露营节，当

时二年级学生遇到了强对流天气，风

雨交加、雷鸣电闪，但孩子们相互鼓

励，最终在晚间11点顺利完成了安全

转移。

风和日丽、狂风暴雨，都应该

是孩子成长的原生态场景，尤其是

一些逆境更让孩子懂得了珍惜，学

会了生存，积累挫折，才能让意志

更加坚强。我记得孩子们在日记

中这样写道：“昨天晚上所有的帐

篷都在跳舞。”

我相信，心中有丘壑的孩子经历

了这场风雨的洗礼，就不会再惧怕路

上的沟沟坎坎了。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艾

瑞德国际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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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孩子的抗挫能力成为其成长中带得走的能力？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如何让

孩子的成长都被看得见、托得住？
校长观察

□ 李建华

教育家影像

乡村教师核心素养有哪些
安徽亳州学院副院长、教授时伟

在第3期《课程·教材·教法》撰文指出：

考虑乡村教师承载的时代性、民族性与

地域性特点，为适应乡村学生、教师个

人与乡村社会的特殊诉求，我们可以提

出面向乡村培养的师范生所独具的关

键性知识、能力和心理倾向性，即乡村

教师的核心素养。对于即将入职的乡

村教师而言，他们需要储备以下关键知

识：谙熟乡村风土人情；摸透乡村发展

需求；掌握乡村学生实情，特别是关注

重点群体如留守儿童的特殊需求。乡

村教师需要的关键性能力，包括同乡村

学生、乡村社区的交流能力；教育资源

的整合能力；乡村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动

员能力；乡村课程的开发能力。谈到关

键性心理倾向性，乡村教师必须具备发

展乡村的责任、扎根乡村的情感、坚守

乡村的意志。只有超越功利性的职称、

荣誉、绩效等诉求，乡村教师才能形成

稳定的教育价值追求，产生持久从教的

愿望与心向，加快乡村教育优质资源均

衡发展，共同助推乡村振兴。

教育评价需要“智慧运行”
天津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闫广芬等

在第3期《教育学》（中国人大复印资

料）撰文认为：大数据时代，教育评价

现代化与专业化聚焦于全域化、智能

化、共享化、个性化与多元化的发展路

向，具体体现在教育评价的全程、全域

之中。因此，大数据推动教育评价观

念与思维、手段与行为的转变，使教育

评价在各个环节的工作都可以“智慧

运行”。“智慧评价”体现全域观照、立

体全息和主体增值的导向，能够使教

育评价进行全景式数据记录、全程式

数据跟踪、全方位式数据捕捉，有效把

握评价对象的状态与进展，进而体现

评价时空的全息性与评价主体的增值

性。所以，现在的教育评价必须由过

去单一性评价转向全面性评价、终结

性评价转向增值性评价、静态性评价

转向动态性评价、状态性评价转向情

境性评价、水平性评价转向诊断性评

价，这些评价模式的真正实现完全需

要借助新技术来“智慧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