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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影像

他是全国教育系统的劳模，也是

我的校长。

那是20多年前，我在一个小镇教

书，一条公路穿镇而过，小镇是两座

城市之间的一个逗号，从镇上去哪个

城市搭车都很方便，路上来来往往的

客车招手即停，交通极为便利。正因

为此，学校的老师多有这样那样的

“背景”，一些人根本不把小小的校长

放在眼里，要么教书三心二意，要么

对任教学科“挑肥拣瘦”，给学校管理

带来不少麻烦。

我去的那年，学校从内部提拔了

一个校长，有老师又不服气了，为什

么是他当校长呢？几十人的教师队

伍始终不能平静。

一年后，上面调整了学校领导班

子，刚刚上任一年的校长“下课”了。

新来的校长是从相邻的乡镇调来的，

姓黄，许多人不认识，但他是全国教育

系统的劳模，很有名气，我久闻大名。

开学那天，他骑着一辆破旧的永

久牌自行车到学校，中年，慈眉善目，

讲话语调平缓，像一个宽厚的长者。

对新来的校长，同事们私下自然要评

头论足一番，有摇头者，不以为然者，

也有“走着瞧”者，心态不一而足。

有两件事，黄校长让老师们很

服气。

一是黄校长不住大房子。那时

候，老师的住宿条件都不好，但也有

一点点差别，有家室且有一定资历的

教师，可以分到两居室的套间，但资

源有限，只有个别教师才能享受，更

多的教师只有一个单间，单间也有大

有小，小的 10 平米左右，大的多几平

米。黄校长不住套间，也不住大单

间，却和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一样住10

平米的小单间。他说自己的家属在

原来的学校，一个人吃食堂，用不了

那么大的房子。他住的房子里一张

木床，一张书桌，一把椅子，简单得不

能再简单了。

另一件事，是黄校长带头上“主

科”。当时，大多数学校的校长，一周

只上几节可有可无的“副科”。所谓

副科，就是上级不统一考试，不统一

排名评比，师生不重视，也没有教学

压力。可黄校长说，自己上了20多年

的物理课，就上初三毕业班的物理课

吧。这是一门主科，是教学的重中之

重，更是中考的重要学科！一个校

长，即便不上课，可能也没有几个人

可以腹诽，但他带头教重点学科，就

更没人说三道四了。

黄校长讲话不声色俱厉，不抖

威风，老师们课余开他的玩笑，他也

呵呵笑着，不针锋相对，不拿架子，

老师们有了不满情绪，就直接找他

说理，他也不以职位压人，总是与人

平等沟通。有困难的老师找到他，

不能办的他就说明为什么，能办的

则马上解决，绝不拖泥带水。我原

以为，要管理好一所学校，校长必定

要能抽烟，豪爽地喝酒，左右逢源，

但黄校长不抽烟也不喝酒，宽厚得

像邻家大叔，学校老师反而没有那

么多牢骚了，学校的气氛也很快变

得融洽起来。

但一个偶发事件让黄校长被解

职了。第二年夏天，有学生在校外发

生了意外，上面说，这必然是管理不

善的体现。于是，黄校长几天后就被

撤职，因为这个偶发事件，就此结束

了他短暂的任期。

撤职后的黄校长又回到他原来

教书的地方去了，我也很快离开了那

所学校，此后许多年都没有再见到

他。前一年春节，我陪家人在县城的

一个公园游玩，突然身后一个声音叫

我：“小李。”我转过身，是黄校长。

他戴一顶鸭舌帽，满含笑意，那是

我非常熟悉的笑容。我赶紧向他问

好。他微笑着，还是当年宽厚的模样。

屈指算来，当年黄校长在学校

任职时还不到 50 岁，那还是 20 多年

前，跟我现在的年纪差不多。岁月

真的是把刀，刀刀催人老。我再次

握了握老校长的手，祝他春节快乐，

身体健康。

这些话，在许多场合是一种礼

节，而我对老校长的祝愿，不仅出于

礼貌，更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祝愿，虽

然他只当了我一年的校长。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他，只当了一年校长

教育与美好生活

□ 匡双林

一颗种子的思考
□ 张爱霞

作为校长，我常在不断思索：我

们要培养怎样的人？怎样引领教师

做好教育？古寨中学的教育之路该

如何向更深处漫溯？

当我与《安的种子》不期而遇，

内心深处一道思想前行的路标愈见

明晰。

那是一个绘本故事。寺里的老

师父在冬日分给3个小和尚本、静、

安每人一颗古老的莲花种子，只有

安在春天播种，并在夏季温暖的阳

光下收获了高洁馥郁的千年莲花。

反观另外两个小和尚，本把种

子埋在雪地里，等了很久，种子也没

有发芽。于是他愤怒地刨掉了地，

摔断了锄头，不再干了。静小心地

把种子种在了花盆里，还把它当成

宝贝，用金罩子罩住。小幼芽因为

得不到阳光和氧气，没过几天就枯

死了。

同样的千年莲花种子，为什么

只有安让花开有声？那是因为，安

遵循了生命自然成长的规律，给了

种子适切生长的时机和需求，千年

莲花自然盛开出美丽的花朵。

本、静、安 3 个小和尚的做法，

就像3种不同的教育状态。原本是

3颗相同的种子，却因3位不同的栽

培人，最后得到 3 种截然不同的

命运。

对于每一位教育人来说，捧着

千年莲花的种子，我们是否看到了

它的珍贵，并愿意尊重它原来的样

子，郑重地给出等待？当我们面对

像种子般独特而珍贵的孩子时，如

何让他们健康生长、美丽绽放？面

对这些有生命的个体，难道我们能

因为哪颗种子长得不好看，就说它

没用了吗？不。急功近利、过度保

护的教育，都不能让种子绽放它应

有的美丽。作为教育者，我们要做

的就是支撑和帮助学生成为他们自

己想成为的样子，给予他们破土成

长的希望，助力他们勇敢地探索未

知的世界。

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为了让每个生命绽放最美的自我，

我们学校坚定了“绿色教育，美丽人

生”的特色办学理念，精心为“种子”

创造适宜生长的人文生态环境，聚

焦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遵循生命成

长规律，建构了我们绿色教育一直

憧憬与描绘的——GREEN 教育图

景，不断在真实、鲜活、颇具挑战性

的学习、生活、发现、创造情境中，让

孩子得到最大可能的发展和成长。

在不断探索与成长过程中，学

校教师也在发生着改变。他们深切

意识到，这些珍贵而独特的种子需

要的精耕细作，既不是“温室式的呵

护”，也不是“纸上谈兵式的教条”，

而是要根据孩子的特点来教育孩

子，激发孩子的潜能，让他们意识到

内心深处喜欢、想要的东西，提升孩

子的智商、情商与德商等。

正如老子所说的“道法自然”，

教育工作就应该让每个事物都能一

直保持依循其自身特点发展变化的

状态。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归教育规

律，让每个孩子都能自然、循序地成

长。试想，如果每位教育者都能够

享受教育生活的过程，享受那些与

孩子们一起的平凡琐事，享受每一

个安然的等待，这又何尝不是生命

的智慧？

我常想，我们每个人都是一颗

种子，如若能和自己种出的璀璨莲

花一起怒放，那将是极致的幸事。

让我们带着这种美好的教育情怀，

一起做最优质的绿色教育，聆听生

命拔节的声音。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古寨中

学校长）

□ 李 立

“一贯地有益于青年”

我的校长

周末的天气很好，碧蓝的天空中

飘着几块棉花絮一样的云朵。

早上去菜市场买菜，突然有位年

轻的妈妈跟我打招呼，她激动地说：

“陆校长是你吗？你也来买菜？”看着

她满脸好奇的样子，我笑笑说：“是

啊，周末随便买一点准备在家做饭。”

于是趁着称菜付钱的间隙，停下来跟

她聊了几句。

这位妈妈指着不远处的一个男

孩说：“那是我儿子，三年级了。那天

家长会上，我听了您对学校的介绍以

及家庭教育的讲座，学到了很多。”还

没等我讲话，她又说：“我告诉你，我

儿子这两天可兴奋了！”我好奇地问：

“为什么呢？”她开心地说：“校长你可

能都不记得了吧，那天我家孩子在校

门口出来的时候，班级路队排得很整

齐，你摸摸他的头说他们很棒。”

说实话，有点惭愧，这个细节我早

已不记得了，每天真的有许多事情要忙。

“他回到家以后开心地跟我说了

好一阵子，‘今天校长摸了我的头’，

他摸着自己的头说以后一定要好好

表现！”

听到这里我终于明白了。我看

了看自己的手，感叹这双普通的手还

有这么大“魔力”？

每天走进学校，就会有许多事情

要做。但是每天早晨在校园里走一

圈，课间到教学楼走一遍，放学去门

口看看……这些是我工作的常态。

每天在校门口看着学生排着路队走

出去，我都会习惯性地叮嘱几句：走

慢一点排好队，注意安全，不要追逐

打闹……

这一切是常规的工作内容，我觉

得自己也从来没有刻意为学生做什

么，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摸

摸头，夸几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行

为。我没有想到自己一个小小的举

动，在孩子的心里居然留下了这样深

刻的印象。

家长的那番话让我深受启发，孩

子们希望老师、校长、家长能更多关

注他们，希望自己所有的良好表现都

能被老师发现，即使是一句表扬的

话、一个鼓励的动作，我想他们都会

感动很久。

教师这个职业是育人的事业，需要

我们有仁爱之心，需要我们将师道尊严

中的尊严留给学生，将师道留给自己。

尊严的前提是尊重，尊重生命个体成长

的规律，尊重学生学习过程的差异，尊

重学生独特的个性。教师的师道是什

么？我想，是一种方向的引领。给足学

生成长的勇气，夯实人生自信的底气，

提升自我前行的豪气。

在教育过程中，人应该成为实施

教育行为的主体，老师应该心中有学

生、眼中有学生、口中有学生、手上有

学生。

比如，口中有学生。当我们看到

学生学习有困难时，说一句：孩子别

怕，继续往前走，老师在后面帮助

你。当我们看到学生犯错时，可以说

一句：孩子，这样做对吗？请告诉老

师，我们一起来改正。当我们看到孩

子成功的喜悦时，也会温馨提示一

句：胜不骄败不馁，我们可以追求更

高的目标……我想，这样的语言是富

有魅力的。

再比如，手上有学生。教师的一

些动作，无意间会对学生的成长起到

激励作用。课堂上，当我们请学生回

答问题时，能不能五指并拢，掌心向

上，身体微微前倾，眼睛和手一起朝

向学生？当学生看到老师这样的动

作时，我想他们一定会感受到那份期

待和温暖。学生回答问题颤颤巍巍

不敢起来时，我们伸出手轻轻扶他们

一把，拍一下肩，摸一下头，把这份力

量传递给他们。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秀

全街和悦小学校长）

校长的手有“魔力”
□ 陆常波

校长观察

吴玉章（1878－

1966），无 产 阶 级 革

命家、教育家、历史

学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他担任

中国人民大学首任

校长长达17年，直至

逝世。吴玉章是我

国高等教育的开拓

者，为教育事业作出

了卓越贡献。

1922 年，四川成都，新文化运动

的春风终于抵达了天府之国。但是，

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全国仅有的 6 所

“高师”之一，挂的是新型招牌的“羊

头”，卖的依旧是传统腐朽的那些“狗

肉”：教师拖着长长的辫子，吞云吐雾

之中大讲孔孟学说，歌吟诸子百家，

赞颂桐城古文。学生中的少爷小姐，

乘坐人力车呼啸来去，更有乘坐轿子

者招摇过市。见者摇头，闻者叹息，

这样的学校，怎么可以称得上是天府

之国的最高学府呢？

终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在新文

化运动的春风吹拂下迎来了一场“学

潮”。大多数学生不满教师的教学，

他们需要选择自己的老师。于是，这

一场学潮也叫作“择师运动”。择师

之首，当然是择校长。

学生选择了一位校长——吴玉章。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6 岁读私

塾，7岁丧父，13岁丧母后进入成都赫

赫有名的尊经书院，再到旭川书院，

宣传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得了一

个“时务大家”的美称。后自费留学

日本，参加同盟会。所以，吴玉章出

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早已是

名扬海内的大人物，是学生心目中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典型。

吴玉章到任后的第一件事——

择良师。早已受过马列主义洗礼的

吴玉章，第一个邀请的就是无产阶

级革命家恽代英。吴玉章得悉恽代

英在川南师范被军阀扣押，亲自去

电保释，把他请进高师。同时，把学

校原来被保守势力解聘的传播马克

思主义的先驱王右木续聘，还委托

其担任学校的领导职务。除此之

外，著名教育家舒新城也在邀请之

列。还有图书馆学家穆跃枢，刚从

西欧学成归来的魏时珍，留学日本

的物理学家郭鸿銮等人，都荟萃在

成都高师，“同学们有秩序，有朝气，

追求知识，孜孜不倦，议论政治，意

气焕发，成都高师成了进步势力的

大本营（吴玉章语）”。自此，成都高

师面貌一新。

规章制度，自然也是校长必须考

虑的。吴玉章亲自制定校规，严禁学

生乘坐轿子和人力车上学，严禁无故

旷课、迟到早退，要求学生改穿新式

校服，换掉马褂长袍。

在成都高师，吴玉章还坚持革命

宣传，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入主

成都高师两年多，“开始按照无产阶

级的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

索和开拓着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

的道路”（蒋南翔《怀念吴老》）。

可惜，在1924年5月，军阀杨森占

领成都，派员接收成都高师，吴玉章

被迫离校，经沪北上。经学生赵世炎

介绍，吴玉章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玉章的教育事业，成都高师只

是他“牛刀小试”之地，他的一生，与

一所大学是分不开的。这便是中国

人民大学。

1948年8月24日，华北联合大学和

北方大学合并成华北大学，就在这一天

举行成立典礼，校长就是吴玉章。党内

著名人士谢觉哉、胡乔木、周扬等人参

加了典礼。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干部，党中央

决定，以华北大学和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

长，依旧是吴玉章。只不过，此时他已

是年过七旬的老人。

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高等教育

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它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

正规的新型综合大学，培养目标是

“培养新型的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建

设服务”。1950 年 10 月 3 日，中国人

民大学在铁狮子胡同正式举行了开

学典礼。这一天，正逢北国之秋，天

朗气清，秋蝉高唱，下午三时，党和国

家领导人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亲临开

学典礼现场并发表讲话。

经过几年努力，中国人民大学的

制度、学科、教师队伍建设等都逐渐

完备。但历史进入 20世纪 50年代中

期后，政治运动开始多起来。作为校

长的吴玉章，更多的是关心教师。

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中国人民大

学教师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

骨干分子，吴玉章为了保护他，亲自

致电公安部负责人，不同意逮捕，还

派自己的警卫人员将谢韬接到自己

家中，住了半年之久。

这样一位功劳赫赫的革命家、教

育家，保护教师，保护学生，但最后还

是没能好好保护自己。1966年，前后

为中国人民大学奉献 17 年的老校长

吴玉章告别了人世。

吴玉章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

也是教育的一生。他办教育的目的，

在于为革命培养人才。

1940年，中共中央为他庆祝六十

寿辰，有一句世人熟知的领袖定评：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

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

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

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

的！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这样一

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这，或

许可以作为吴玉章一生的

写照。

（作者单位系浙江

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