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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影像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今年

9 月刚开学，北京有的幼儿园就空

出来一些学位。”9月 12日，北京师

范大学学前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洪秀敏在北科婴幼学苑举行的全

国首届“少子化背景下幼儿园高质

量发展的路径与方法”论坛上介

绍。她说，类似“吃不饱”的现象在

往年是很难见到的，未来我国人口

少子化特征会更加凸显并不断强

化，这已成为教育改革发展需要积

极应对的挑战。

洪秀敏表示，“教育体系其实是

一个整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需要

顶层设计。比如做学位预测、人口

预测、教育资源配置等，不能说今年

只看明年入园孩子的数量，一定要

至少做 10年，要看到影响人口变动

的种种因素，这样才能做好规划”。

当天，还有十几位学前教育领

域的专家一起回顾了近30年来国家

对学前教育的相关政策和管理措

施。专家们表示，要想更好地促进

0-6岁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必须得

到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但无论如

何，园所都要追求高质量发展，教师

专业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

洪秀敏比较关注 0-3岁托育人

员的情况，相关专业人才从哪里

来？她介绍，婴幼儿托育从中职、

高职到本科已经有一脉相承、相互

衔接的专业设置。人社部职业资

格评定中，很快就会有“保育师”的

职业，及相关的一整套资格考试体

系。“从国家顶层设计上来说，其实

已经打通了，有专业可以培养，有

资格证可以考取，这是从源头上在

解决这个大问题”。

但多位专家表示，教师培养不

能仅仅限于“技能”层面。

“过去我们培养师资的定位可

能更多的是技能，而这些年我们往

往更突出能力和素养。”北京教育

科学研究院早教所所长苏婧认为，

目前幼儿教师还要在素养上提高，

比如人文素养、文化素养、专业理

解、儿童理解等，“对这个职业的深

层次理解，可能是提高教师专业水

平一个很重要的路径。”此外，苏婧

表示，幼儿教师的编制问题、同工

同酬问题，以及财政的持续投入

等，都是影响园所持续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

“无论是园长还是幼儿教师都

要专业化，这种专业化不仅仅是所

谓的技能，更多是综合专业素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高潇怡表示，教

育工作者在理解儿童和研究儿童方

面亟待加强。“从我所了解的情况来

看，幼儿教师感性的经验比较多，客

观的专业的东西似乎相对匮乏。”

不仅要关注教师的专业成长，还

要关注教师自身的职业幸福感和成长

状态，这也是多位与会人员的共识。

来自北京海淀新区恩济幼儿园

的成勇园长表示，教师的职业幸福

感是园所与孩子高质量发展的保

障。据悉，恩济幼儿园通过各种活

动，让教师感受到被呵护；为教师搭

建专业成长的平台，请专家入园指

导，和教师直接对话；通过开设养育

工作坊、成长工作坊，满足教师作为

一个孩子家长、学习者的需要，将成

长的力量带给孩子。

多位专家表示，作为教师队伍

中的重要力量，园所管理层的培

训、成长亦至关重要。

苏婧认为，幼儿园园长要扮演好

教育者、管理者、领导者这三种角色，

园长要具备专业性，要有正确的儿童

观、教育观，这样才能做好各项工作，

“我觉得这是保证幼儿园质量第一位

的工作。”苏婧说。

北京市西城区三教寺幼儿园

副园长韩鸫对此表示赞同，“不能

光看教师的发展，还要关注中层管

理者和园长的发展，因为他们的影

响往往更大，园长和中层管理者成

长了，才能更好带领团队成长”。

座谈会前，旨在孵化并输出儿

童教育新产品和新模式的“北科儿

童发展研究院”在北京科技职业学

院揭牌成立。据介绍，这是北京市

首个依托高职院校成立的儿童发

展研究机构。

幼儿教师培养
不能仅限于“技能”

□ 周一贯

“赶考”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校长，我

一直在思考，办学其实就是一场“赶

考”，尤其是面对孩子的时候，每天都

是“赶考日”，校长要用“赶考”精神照

亮高质量办学路。

校长是审题人。“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是新时代办好高质量教育的立

足点。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第五条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

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都为校长

办学指明了方向。

学校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

务，坚持“五育”并举，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努力

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校长要对教育三问“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进行认

真审题并作答。在具体办学实践中，

校长要和全体教职工一道凝练办学

理念，明晰育人目标，突破层层障碍，

解决各种难题，特别是要遵循教育规

律，因材施教，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

努力追求高质量办学。

人人是答题人。对于高质量办

学而言，全体教职工都是解题者，都

是答卷人，学校应当运用“全员、全过

程、全方位”的方式来育人。

在教学实践中，教职工要具备高度

的责任感和主人翁意识，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发挥集体的智慧和力

量，努力使学校往高质量方向发展。

一线教师要注重专业成长，积极

参加各种培训，保持良好的师德师

风，有令则行，有禁必止，耐心为学生

授业解惑；学校行政人员要树立为教

学一线服务的思想，提高行政管理水

平，力求学校高效运转；学校保安、保

洁、教官、餐饮等后勤人员也要“上下

一盘棋”，努力让师生吃好住好，营造

温馨的校园生活环境。

全校教职工在“赶考”的路上，只有

形成合力，才能成竹在胸、胜券在握。

课改是破题根本。学校要高质

量发展，必须深化课程改革、改进课

堂教学，之前那种“满堂灌”的课堂教

学模式已经不适应新时代高质量办

学的需求了。

我们要开齐开足国家课程，大力

开发地方课程，并利用教师的特长和

学生的兴趣开设校本课程。

评价是解题密码。一所学校能

否高质量办学，评价系统特别重要，

评价是我们“赶考”时解题的密码。

新课程改革已走过20年，全面深

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使用新教材，

全面进入新高考已是必然，选科、走

班、生涯规划等都给学校出了新考

题。能否答好这些题，评价是核心密

码。相信随着各种政策文件的落地

实施，我们会更多从品德修养、学业

水平、身心健康、学习动力和学习负

担等多方面对学生进行全面评价，对

教师也会从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等多

方面进行评价。

学校能否高质量发展，答案在未

来。学校要将目光放长远，帮助学生

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培养学生的持

续学习力，提升他们的高阶思维及运

用已有知识解决未来问题的能力，而

不仅仅是训练他们的应试能力。

“ 教 育 之 爱 生 ，则 必 为 之 计 深

远”。办学必须着眼于学生的未来，

要站在学生和国家的未来审视当

下。高质量办学的整个过程就是一

场“赶考”，教育家张伯苓曾在1935年

向师生发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

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著名

的“爱国三问”，我们要永远问下去、

答下去。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第十八中

学校长）

绍兴三先生
资讯

睿见

校长说：创新，要成为北辰的精

神气质。

北辰小学建校至今 8 年，是一所

儿童友好型学校，家长对学校寄予了

很高的期许，学生也对学校有一些新

期待。

我是一名惯守传统教育方式的

中年教师，面对新学校发展中的“破”

和“立”，有时感觉手足无措。校长鼓

励我们：“创新工作并不难，它的本质

是家长和孩子需要什么，咱们就想办

法满足他们。”

当我看到学校妙解“三点半困

境”，孩子们在戏剧社、科学训练营、

篮球队、文学社、交响乐团欢快徜徉

时，看到美术课堂的扎染之花一朵朵

浸润绽放、数学课堂上灵动的思维和

生活实用勾连时，看到工会组织丰富

有趣的活动为教师传递亲密无间的

友爱时，看到每一次教职工大会上校

长的讲话实诚而有分量时，看到校长

让所有同事“拒绝无聊的年终述职总

结”时，我常常想，这是一个对“苟日

新，日日新”有着多么深刻领悟和探

索的人啊。

前年，我对学校的绩效管理政策

提出了异议，通过邮件质问校长，语气

咄咄逼人。很快，校长回复我：金老

师，学校的绩效管理和发放确实存在

不妥之处，之后会进行调整。这是我

在工作上的疏漏，今后我会做得更好。

那一刻，我为自己的“冒犯”感到

羞愧，要知道他是一位刚履职的新任

校长，但丝毫不推脱责任，很诚恳地

接受了意见，并愿意积极改进。

后来，“这次我做得不够好，今后

我会做得更好”这句话也成为我常常

对家长和学生说的一句话，每次表达

完，我不仅如释重负，而且蓄满了要

努力做得更好的力量。

校 长 总 说“ 真 正 的 教 育 是 帮

助”。他说：“正是因为孩子们有这样

那样的缺点，所以才到学校接受教

育。我们做老师的不能打着‘为你

好’的旗号通过惩罚、呵斥去控制一

个生命，这其实是非常自私的做法。”

校长是一个柔软温和的人，这

种柔软的力量来自他的教育理念的

精髓——对生命的尊重、信任和理

解。校长以自己的柔软躬亲示范，

让我们转换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

让我们慢慢回到教育的原点，对孩

子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究、指

导，帮助他们成长进步。

校长说：你们不要埋头在办公室

呀，到操场去，到击剑馆去，锻炼 5 分

钟，幸福1小时。

于是，呼啦啦地，操场晨跑的队

伍壮大了起来，工会时不时组织趣味

运动会让教师乐不可支，击剑馆里篮

球赛一场接一场，篮球宝贝们雀跃欢

腾，好不精彩。

无体育，不北辰。校长太明白教

师锻炼身体的重要性了：体力锻炼能

促进教师产生快乐的多巴胺，有内在

激情的驱动，意气风发的教师怎么会

没有精力陪伴学生奋发图强呢？怎

么会没有能力给予学生欢喜呢？

校长还说：工作完成了就回家，

多陪陪家人。全校 200 多名教职工，

校长了解每个家庭的状况，感恩每一

位家属对学校工作的支持和付出。

校长的金句是“家庭的幸福远胜于事

业的成功”。在北辰这个大家庭，我

们既追求出色工作，也尽情享受着尊

重和舒心。

向校长表达诉求也极具特色，

只要合情合理可行，他的回答就只

有两个字“可以”。一诺千金，老师

们真诚地爱戴着这样一位外表坚毅

高傲的校长。

校长是我的同龄人，相比他的

“风物长宜放眼量”、他的慈悲温暖、

他的深刻通透，我有些惭愧，但也庆

幸有这样一位亦师亦友的校长指

点。如今，当我在工作中陷入困境

时，就会想一想，校长会怎么说？会

如何做？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开福

区清水塘北辰小学）

校长这么说
□ 金鸿猷

我的校长

办学是一场“赶考”
□ 段亚萍

说绍兴的 3 位先生，主要不是因

为我是绍兴人，而是 3 位先生对中国

教育太重要了。

毛泽东曾称绍兴为“名士之乡”,

正是绍兴的“先生”才造就了绍兴的

名士。

鲁迅——“大先生”

鲁迅是绍兴人，他不仅是伟大的

文学家、思想家，也是教育家。1909

年，他从日本回到杭州，担任浙江两级

师范学堂教员。这是他教师生涯的开

始。1912年他到教育部任职，从事的

仍然是教育工作。1920年起，他又兼

任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学

校的讲师。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

任文学系主任……

人们乐于称鲁迅为“大先生”，主

要是敬重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的硬骨头精神，“救救孩子”

是他一生的呐喊和奋斗。为什么要

“救救孩子”？是因为旧社会摆下的

“吃人的筵席”正在吃掉孩子。他们不

仅不该被吃掉，而且“应该有新的生

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正是为

了“救救孩子”，鲁迅不惜“背着因袭的

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

阔光明的地方去……”

这样的“先生”自然不是一般的

“先生”，确实是“大先生”了。

艺术家陈丹青曾于 2008 年作过

一场演讲，题目是“笑谈大先生”。他

说鲁迅是一个长得特别“好看”的

人。在中国的文学家、教育家中，哪

一张脸会比鲁迅的脸“更有分量，更

有泰斗相，更有民族性和历史性”？

他还认为，鲁迅是一个特别“好玩”的

先生。生活中的鲁迅风趣、幽默，在

课堂施教、文学创作上也是这样。这

就难怪青年学子爱听他的课。

这正是从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说

明了“先生”的“大”。那是与“横眉冷

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相统一

的另一面的“大先生”。

柯灵——“小先生”

我国著名电影评论家、剧作家柯

灵也是绍兴人。他当教师很早，1924

年 15 岁时就到离家不远的小学当教

师。因为他太小了，学生和村民都习

惯叫他“小先生”。

为什么那么小就当先生？纯属生

活所迫。柯灵5岁时，父亲不幸病故，

家境败落，这就自然要早早地去寻个

可以糊口的行当。

困境虽然可以销蚀不少人的宏

图大略，却无法征服这位身材瘦小、

个性柔软的孩子。柯灵硬是靠努力

自学，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到

了1928年秋天，离家稍远的绍兴马鞍

西北乡创办了西村小学，他去当了教

师。学校办得相当不错，“小先生”的

教学也颇有特色，为当时绍兴县教育

督学田锡安所赏识，居然被推荐去浙

江省立第五中学。于是，柯灵从农村

进了城。他开始一边教书，一边自

学，一边写作。

由于这位小先生出手不凡，柯灵

又于 1929 年被调到了绍兴县陶堰的

浔阳小学当校长。这时他已经不再

是小先生了，而是治校有方的年轻校

长先生。不久，学校获得了县里颁发

的“管理优良奖”。

就这样 ，“小先生 ”成了“大校

长”。21 岁，柯灵又被请去上海主编

《时事周报》，从此“小先生”又成了

“大编辑”，成了“大作家”。

柯 灵 于 1950 年 加 入 中 国 共 产

党。他的一生是为教育事业、文学事

业、电影艺术事业奋斗的一生，曾先

后荣获全国散文荣誉奖、电影特殊贡

献奖和高雅艺术奖。

1996 年，市、县政府为了学习柯

灵这位从斗门走出去的“小先生”，

决定新建斗门小学，并命名为“柯灵

小学”。在新校落成的命名仪式上，

时年 87 岁高龄的柯灵和夫人双双出

席。这位绍兴的“小先生”，不忘初

心又重回母校，与孩子们欢聚在一

起了。

夏丏尊——“妈妈先生”

绍兴还有一位“妈妈先生”，他就

是夏丏尊。

夏丏尊是绍兴上虞人，我国著名

的语文教育家、文学家和翻译家。

夏丏尊一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

还在上中学时，因为父亲办的私塾缺

教师，他就辍学当上了塾师。1905年

留学日本，1908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

堂任通译助教，1919年因“一师风潮”

离校，应聘去长沙任教。1922 年至

1924年则在上虞春晖中学教语文，之

后又去上海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夏先生的人格精神可以用“至诚

至爱”来概括。对此，丰子恺有一段

话说得很中肯：凡熟识夏先生的人，

没有一个不晓得夏先生是个多忧善

愁的人。他看见世间的一切不快、不

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

眉、叹气。他不但忧自家，而且忧友、

忧校、忧店、忧国、忧世……

朱自清称夏先生“是一位诲人不

倦的教育家”。夏丏尊一直强调要对

学生实行感化教育，就如母亲对待子

女一样，充满爱护和关怀。于是，有

人把他的教育称为“妈妈的教育”，甚

至称他为“妈妈先生”“外婆先生”。

夏丏尊在上课时从来不恶狠狠地

训斥学生。有学生从上海前来春晖求

学，因为身材矮小，就坐在前排。这个

小个子上课时很喜欢提问，加上一口

上海腔，同学们虽没有恶意，但总觉得

他滑稽可笑，他发问时大家就忍不住

笑出声来。夏先生碰到这种情况，也

不训斥学生，而是在大家平息后，表扬

学生这种好学勤问的精神，并语重心

长地对大家说：“求学问，就是要学要

问。若是学而不问只得个一知半解，

久之就会变得浅薄无知……”

正是夏丏尊这种“至诚至爱”精

神，驱动他完成了一件影响全国的大

事——翻译出版了《爱的教育》，连出

30余版，影响遍及全国。在这之前，中

国似乎就没有“爱的教育”这个名词。

绍兴的这三位先生，只是那个年

代名士之乡绍兴诸多先生的代表，但

如今依然照亮着千万先生前行的路。

（作者系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浙江

省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原副理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