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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峰汇

当下，我国教育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在日益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家办学”又有

了新的时代价值。那么，教育家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成长环境？校长走向教育家办学，还需要哪些

成长历练？从世界著名的教育家身上，校长又能汲取哪些宝贵经验和智慧？本期聚焦此主题，并

期待更多的教育人参与话题研讨。

新时代新时代，，我们离教育家办学还有多远我们离教育家办学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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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教育的

时代。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历史上任

何一个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无论是事

业发展还是质量水平，都达到了一个

令人骄傲的境界。

首先要问一下，现在是产生教育家

的时代吗？我们应该看到，近年来基础

教育涌现出许多“独特的实践与经验”，

这些“独特的实践与经验”既是世界的，

又是本土的，源于“中国智慧”，在全球

教育中越来越凸显“中国方案”的价

值。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原因是多方

面的，这与我们国家多年来提倡与鼓励

“教育家办学”是分不开。政府、教育部

门以及社会达成共识，竭力培养“教育

家”，启动了工程、行动计划，有目标、有

方案还有保障措施，既声势浩大又扎扎

实实。中小学教育百花齐放，各种教育

主张、思潮、流派可以说风起云涌，大有

教育的诸子百家即将出现的格局。

产生教育家，或者说成长为教育

家，要有两方面准备：理论的准备与实

践的准备。近年来，国家投入了大量

的资源和资金，培养和培训校长、教

师，有针对性地进行各级各类培养和

培训，加快了校长和教师的成长。

重要成果之一：许多在经验层面、

感性层面做校长、做教师的人，转变到

了理论高度、理性层面，校长境界不一

样了、眼界不一样了，办学行为、教育行

为的立意都不一样了，重大活动如此、

日常工作也如此。可以说，这场营造教

育家办学氛围的行为，实是国家行为。

像一场盛大的地壳运动，教育的青藏高

原已经或正在隆起，无数的校长、教师

在成长，他们即将成为教育人才高地、

共同成为教育的青藏高原。而教育家

则是青藏高原上的一个个山峰，如珠穆

朗玛、冈仁波齐，有了高原，才会有高

峰，我们正在等待高峰的出现。

“高峰”的涌现，需要条件。仅仅

有了理论层面的准备还不够，更需要

实践层面的准备，即在日常的办学过

程中、日常的教育教学过程中践行“教

育家精神”，真正以教育家的精神为自

己的精神。但是，在一些地方，办学自

主权缺失、校长法人地位不落实，财力

物力人力资源高度统一到教育行政部

门，校长很难有所突破，很难有自己的

办学梦想。同样，教师在一个缺乏教

育教学自主权的背景下，一切由统一

的模型、模式决定，时时处处强化、强

调“集体备课”“统考”“联考”，没有个

人的教学自主，如何能有教育教学的

梦想，即使有也无关大局，只能在细枝

末节上做点文章，这样的环境，教育家

很难诞生，条件不充分。

当下，能不能产生教育家，或者说

能不能实现由教育家办学？我以为呼

之欲出。一般的校长教师与教育家总

是有点区别，打个比方，教育家与非教

育家应该有一条界河，就像“国境线”，

没有“签证”无论如何是跨越不过去

的，如何拿到“签证”？要看校长、教师

自身，也要看环境。

政府、教育等有关部门以及整个社

会要放权，对校长、教师要分类管理，对

那些高度自觉的能按照教育规律办学、

认真做教育的人，要信任他们，真正让

他们自主地创造性办学。而这些校长、

教师也需要进一步修炼自己，用一个词

来表达就是“纯粹”，真正地回到教育的

本质上去，丢掉名利、功利，一切为了学

生的生命成长，不要想得太多，只想学

生。只有这样，才能拿到这本从此岸到

彼岸的“签证”。它不是谁都能发的，是

历史发的，是人民大众发的，是孩子发

的。这或许看似很简单，可是我们大家

都能做得到吗？我们离教育家有多

远？仅一步之遥。

（作者系江苏苏州第十中学原校长）

教育家是如何产生的
□ 柳袁照

教育家是在办学实践中成长起来

的。所以，培养教育家首先应关注校

长的工作环境，在某种意义上，有什么

样的办学环境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家。

教育家成长最需要的环境是政府

切实履行法定责任，减少不必要的行

政干预，让学校拥有必要的办学自主

权。各级政府应切实履行法定教育责

任，为校长办学提供充分保障。如配

备高素质教师，保证合理班额，配齐功

能教室、运动场所和图书设备等。办

学条件得不到充分保障，校长的精力

就不可能集中在办学上。

创造有利于校长成长的环境需要

给予学校在用人、经费使用和课程教

学等方面更多的自主权。当前，大多

数地区学校人员任免还是由教育局或

组织部门负责，对学生缺少必要的惩

戒权；办学经费不足，使用流程烦琐，

报销走账周期冗长；教材选用（国家教

材之外）和课时安排等受到教育行政

部门的严格限制，不利于因地制宜开

展教育教学改革。此外，学校还承担

了许多上级部门安排的与教育教学无

关的工作，评比和检查过多。这些都

不利于教育家的成长。

从校长走向教育家，要学会科学

管理，不断加强自我修养，提升道德水

平，提升教育理论和政策水平。校长

要成为教育家，需要先把学校管理

好。好校长不仅能管理好优质学校，

也能管理好薄弱学校，形成一套脱离

具体办学情境、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

管理办法，不断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有些校长习惯“一

言堂”，在学校推行威权式管理。还有

些校长偏好情感管理，致力于细致琐

碎的小事。无论是父权式的家长管理

还是慈母式的情感管理，都是经验性

的人治管理，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因此，开展科学管理、民主

管理和依法管理是推进学校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校长要成为教育家，需要学习科

学管理，合理设置组织机构、使用编

制，确定岗位职责和工作量标准，制定

符合学校实际的考勤、考核、职称晋

升、绩效工资和评优评先等制度。通

过制度和流程开展学校管理工作，使

学校真正成为规范化组织，使校长和

教职工成为高度职业化的人。

校长要成为教育家，需要不断加

强自我修养，提高道德水平和教育理

论水平。办好教育，校长先要成为教

育教学的行家里手，并在道德上有感

召力。校长懂教育、有公心、有胸怀，

才能把有能力的人匹配到重要岗位，

创造出良好的工作氛围，让教职工通

过能力和贡献在学校获得认可。

校长要成为教育家，还得深入研

习教育教学理论，随时了解政策动向，

对教育发展有前瞻性认识。教育家型

校长要熟知国内外的教育发展历史，

对某门学科的教育教学有较为深入的

认识和了解，熟悉课程和教学设计的

相关理论，在学校运营过程中能自觉

应用相关理论。

教育家培养要克服“脱实向虚”和

片面追求商业运营成功两种不良倾

向。当前，一些名校长工作室在教育

家培养工程中过分强调论文、书籍出

版和课题研究。这种导向会使校长

“脱实向虚”，有些校长擅长演讲汇报，

经常引用名家名言，辞藻华丽，文采飞

扬，但看不出在办学实践中的具体贡

献，说不清发展思路和有效办学经验。

作为教育家型校长不需要过度追

求理论创新，在教育领域已经有许多

先进的理念，如杜威和布鲁纳等提倡

的发现教学法和“做中学”等现代教育

理论，但问题在于长期没有在我国教

育教学一线落地。教育家的培养应重

在实践，重在教育思想和理念落地。

办学实践不等于教育实践。一些

超级中学通过市场运营加地方特殊政

策支持，从其他地区挖优质生源和师

资形成市场势力，然后再自说自话总

结经验，借助专家和媒体鼓噪声誉。

通过这种方式办学虽然也取得了表面

成绩，但并不是教育实践的成功。所

以，这些学校的校长不是真正的教育

家。教育家的办学成就应主要通过教

育教学实践取得。

总而言之，培养教育家需要政府

创造有利于教育家成长的良好工作环

境，严格落实“放管服”改革精神，梳理

各部门对教育和学校的权力清单、责

任清单和负面清单，确实做到“到位不

越位，帮忙不添乱”。同时，校长要努

力在办学实践中学习科学管理，提升

道德水平，提升理论和政策水平，追求

教育实践创新，依靠遵循教育规律而

不是商业竞争取得成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副教授，京师实验小学原校长）

从校长到教育家，我们还缺少什么
□ 乔锦忠

自古以来，我国不乏教育思想、育

人情怀和办学效果的校长。但校长并

不等于就是教育家。校长成为教育

家，非经过脱胎换骨的历练不可。

一是参透时代，历练追随时代步

伐的定力。每个校长身上都烙有时代

鲜明的色彩，因此我们要参透新时代

教育的特点，与时代同声。对于这个

问题，《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

一书给了我们详尽的答案。倘若校长

对新时代教育的发展战略、根本任务、

教育方针、发展动力等不清楚，就不要

自诩为办学者，更不要谈教育家了。

苏霍姆林斯基被人们称为“教育思

想泰斗”。他的书被称为“活的教育学”

“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所领导的帕

夫雷什中学被列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实

验学校之一。当时，出于对世界大战灾

难的反思，苏共中央提出“一切为了人”

的党纲，社会趋向于有利于人的全面发

展。紧跟时代定位，苏霍姆林斯基在实

践探索中形成了“人学”的教育思想。

作为校长，我们如果不了解教育

家办教育的背景，不从时代的角度观

察了解教育方向，不思考校长所处时

代的脉搏跳动规律，那我们与教育家

办学在起跑线上就存在距离。

二是锤炼思想，历练探索深度思

维的韧力。校长的思想决定办学的行

为。校长与教育家的距离体现在教育

思想深度上。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校

长领导学校，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

其次才是行政上的领导。”

由此可见，校长要成为教育家，一

定要有一个思想修炼过程。新时代校

长办学思想，要紧紧围绕“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

要结合学校办学历史和文化基因，形

成基于“办怎么样的学校”和“怎样办

好学校”的深层次思考。无论哪种类

型的学校，校长都要思考学校生存理

由、发展动力和前进愿景，提炼成引领

学校发展的核心思想，只有这样才能

实现学校持续发展，并在践行中形成

学校的办学品牌，只有这样才能缩短

校长与教育家之间的距离。

早在 60 多年前，苏霍姆林斯基就

提出了“教育学是人学”的思想，继而

提出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全面和谐

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的

主张，为此实施的途径是学生的全面

发展，即“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

和审美教育深入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

在一起，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一

个统一的完整的过程”。于是，他喊出

了“要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

“要让学校的墙壁也说话”“健康、健

康，再一个还是健康”等口号。

不难发现，苏霍姆林斯基在“德智

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

想，给予学生人格的尊重和用教育的环

境育人、重视学生的身心健康等观念，

具有何等的影响力。这就是教育家办

学思考深度的体现。在价值观念多元

的今天，不同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每一个

办学者。如果认识不到办学的终极目

标是为了人的幸福成长，办学追求急功

近利的升学率，一味迎合上级部门的目

标考核，那更与教育家办学背道而驰。

三是实践研究，历练理论实践结合

的张力。校长一般忙碌于教育的实践，

但作为教育家则忙碌于理论和实践的

结合。教育家的办学思想和教育理论

是通过实践形成，反过来又会指导实践

工作，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

苏霍姆林斯基重视理论研究。他

从教育现象研究做起，显得细致敏锐，

做到了持之以恒。他既是校长，还是班

主任和教师，多样性的身份让他从各个

不同的角度出发，全面地考察教育现

象。他把学校工作中错综复杂的现象

放到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关系中进行

综合研究，始终密切联系着学校教育具

体实际，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去研究教育

的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并对新

的理论进行概括，正因如此，他的教育

理论没有陷入空洞乏味的纯理论境地，

也避免了片面性。他的教育著作，既有

现实的生动形象性，又有着理论上的鲜

明独创性；既有大量生动活泼的事例，

又有深思熟虑的理论概括。

苏霍姆林斯基亲历活动实践。智

力培养的实践是亲自给孩子上思维课，

并组建了100多个各种课外小组。身心

健康的实践是在校园内外种植大量植

物，为孩子建立天然的“氧吧”。同时他

注意合理采光，定期检查课桌椅与学生

身高之间的适合程度，注重膳食营养并

制定了新作息制度等。他在美育培养的

实践是通过大自然感受美，通过文学艺

术作品鉴赏美，通过动手劳动创造美等，

他甚至要求重视儿童衣着美和仪表美。

他在劳动教育的实践是带领孩子走向田

野、牧场，让孩子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光

荣。苏霍姆林斯基的若干实践很好地证

明了他的教育主张。

教育家是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实践家

的完美结合。因此，新时代的校长除搞好

日常管理工作、深入教育教学第一线外，

也不应忘记肩负起理论研究的使命。

四是对标大家，历练持续博学求

知的学力。越是优秀的教育大家，求

知的欲望就越强烈。校长与教育家的

差距体现在学习的能力上。校长的学

习往往被动，是职责所在；教育家则是

着力兴趣，肩负使命求知。

苏霍姆林斯基为探究教学原理，

始终兼教语文课，坚持研究教学问

题。同时一直担任班主任，坚持跟踪

观察和研究孩子不同时期的各种表

现。身为学习者，他勤于学习，广泛阅

读了文学、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等方

面的著作。坚持思考，笔耕不辍，定期

整理，经常反思。他的教育思想，是建

立在求知的基础之上。

作为校长，如果不向教育家学习

教育思想，不向同时代行家学习教育

论著，长此以往，就会与教育家在问题

认识上、广度上和深度上拉开距离，思

维难免有所局限，学校难免前景黯

淡。特别是2019年以来，党中央、国务

院出台的有关教育文件，远远超过了

前几年的总和。其中内容涉及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教育质量提高、育人方

式改革、公民道德建设、良好环境营

造、师德师风建设、实验教学指导、科

研工作研究等方面。这些文件的精神

事关教育的未来发展，校长不学习，方

向就不能明辨，认识就不能提高，水平

就不能彰显。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检验着新

时代校长的追求、智慧和胆识。许多

人可以成为校长，但校长未必可以成

为教育家，二者之间路途遥远，校长们

永远在路上。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第十八中

学校副校长）

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做校长
□ 谢江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