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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1日 11版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清华大学档案馆里，收藏着一张

聘书，上面写着：聘请吕叔湘先生为

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

吕叔湘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不

仅“在教学态度上是决心要求把功课

教好的，而且总在不断地改进自己的

教材与教法”。从这里开始，一代语

言学家即将走向前台。

就在清华任教期间，吕叔湘着手

修改他在40年代完成的《中国文法要

略》，开始为白话文“建规立范”。1951

年，《人民日报》发表《正确地使用祖国

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

的社论，除了以教授学者的身份影响

语言学界的年轻学子，吕叔湘、朱德熙

的《语法修辞讲话》也开始在《人民日

报》连载，以著作“匡谬正俗”。

除了语言学家这个身份外，吕叔

湘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身份：语文教育

家。可以说，他与叶圣陶是现代语文

教育的两座高峰。吕叔湘在词典编

纂、语文基础教育领域更是厥功甚伟。

作为大学者的吕叔湘，也有过中

学教书的经历。吕叔湘于东南大学

外文系毕业后、出国之前，曾先后在

丹阳县立中学和苏州中学任教，时间

长达 7年，积累了丰富的中学教学经

验。虽然他教的是英语，却一直十分

关心中小学语文教育。20世纪 40年

代，他曾与叶圣陶、朱自清合编《开明

新编高级国文读本》和《开明文言读

本》。50 年代以后，虽然主要致力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他仍然十分关注

语文基础教育，特别关注如何将理论

语法的成果融入教学语法之中。在

清华工作期间，根据上级的安排，吕

叔湘审读了《初级中学语文课本》。

同年，他的《开明文言读本导言》和

《中国字》出版。1951年，吕叔湘还与

周振甫合写了《习作评改》，选取了11

篇习作，仔细琢磨评改，用来指导中

学的语文教学。

吕先生对现代语文教育的贡献，

还有一个著名的“吕叔湘之问”。私

以为，可以与“钱学森之问”并称中

国教育的“两大问”。1978 年，中小

学语文教学正处于拨乱反正时期，

是年 3月，吕叔湘在《人民日报》发表

了《当 前 语 文 教 学 中 两 个 迫 切 问

题》，其中写道：“十年的时间，二千

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

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费

时甚多，收效甚微”从此成为语文教

育界的难点痛点。为何如此？至今

令人深思。吕叔湘的这篇文章切中

了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要害“少、慢、

差、费”，提出了改革中小学语文教学

的重要课题——“提高语文教学的效

率 ，用 较 少 的 时 间 取 得 较 好 的 成

绩”。这篇文章的发表，成为当时语

文教学界的“一声惊雷”，更让吕叔湘

始料未及的是，40 多年来，我们似乎

还能听到这个“语文之问”隐约的回

声，它叩击在每一位语文人心上。

作为语文教育家，吕叔湘的词典

编纂是不能不提的，因为这是他为现

代语文“规范化”所作的最大贡献。

20 世纪 50 年代，中科院语言研

究所成立了词典编辑室，吕叔湘担任

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第一任主

编。他制定了《〈现代汉语词典〉编写

细则》，把握“规范”这个核心，在“总

则”里，吕叔湘写道：“本词典的任务

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现代汉语规范

化服务。这个方针必须贯彻到整个

编写工作的各个方面，不容忽视。”同

时列出5点要求：（1）选录语汇应以普

通语汇为主体；（2）在字形、词形上本

词典应该起规范作用；（3）注音根据

普通话审音委员会的决定；（4）释义

要力求明确、周密，力避含混、疏漏；

（5）举例要注意思想内容，语言生动

活泼，并且多样化。

从 1958 年初开始编写，在同事

的眼中，“吕先生就每天来词典编辑

室上班。当时先生住在中关村，早

晨乘公共汽车来，晚上乘公共汽车

回去，中午饭是带来的馒头。先生

是有胃病的（后来做了手术），只吃

馒头喝开水是很不适宜的。当时工

作非常紧张，只好如此……先生一

周要定稿一千五百条，工作量是相

当大的，白天上班来看，晚上把稿子

带回家里去看”（刘庆隆《语言学家

和词典编纂家——吕叔湘先生》）。

一年多的时间里，吕叔湘几乎每天

零点才能入睡，也因为看稿，视力受

到严重损害。吕叔湘后来在纪念

《现代汉语词典》出版 20 周年学术

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中说：“我们编

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

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辛劳可见

一斑。

到 1959 年底，终于完成初稿，请

郭沫若题写书名，书稿分批交商务印

书馆出版。可惜由于“文化大革命”，

词典相关工作被迫停止。直到 1978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版。从

此，中国基础教育的师生有了一本不

可或缺的权威工具书。吕叔湘说：

“凡是‘现代’词典都要跟上时代，不

断修订。”遵照他的指示，截至目前，

已修订至第七版。词典里还印着两

句话：“著名语言学家、中国科学院哲

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吕叔湘先生和丁

声树先生先后主持《现代汉语词典》

的编写工作。谨向为编纂这部词典

做出卓越贡献的两位先哲致以崇高

的敬意。”

泰山其颓，哲人其萎，但后学

终不会忘记先生为现代语文的教

育之功。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教育家影像

学校东南角有一片桦树林，悬挂

在树上的6个鸟巢格外引人注目。小

鸟会在巢里安家吗？在不断质疑中，

那些鸟巢寒来暑往地挂在那里，两年

来几乎被遗忘。

5 月的一天，我好奇地来到桦树

林里探查。当我靠近一个低矮的鸟

巢，向里面张望时，“扑棱”一声，一只

鸟从我眼前掠过。缓过神一看，鸟巢

里竟然有一窝鸟蛋，我数了数，有 7

枚。这时，鸟儿在离我不远处，扇着

翅膀“叽叽喳喳”地叫着，原来正在孵

化小鸟，属于“恋窝”时期。我向鸟儿

摆摆手，表示歉意，小心翼翼地撤回

来，再去探查其他5个鸟巢，结果一无

所获。

“校长，您在看什么呢？”不知何

时，3 个二年级学生凑了过来。“快来

看，这个鸟巢里有小鸟下蛋了。”趁着

鸟儿不在家，我逐一抱着他们观看鸟

巢里的蛋，他们对着鸟蛋自言自语地

说：“小鸟，小鸟，你快孵化出来吧，我

们一起天天上学。”

小鸟落户鸟巢的消息传遍了整

个校园，因为担心学生影响小鸟孵

化，我与德育副校长在鸟巢四周拉起

了警戒线，每天课间安排“护鸟小组”

值日，提醒观鸟学生不要大声喧哗，

不要靠近鸟巢，不要给小鸟喂食，更

不要掏鸟蛋。

说起来，近几年学校师生和小鸟

还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

2018 年春季，一只小鸟在女生

厕所的透风口处筑巢。学生发现

后，立即张贴了温馨提醒字条：小鸟

在筑巢，不要打扰它。

这一年，小鸟安静孵化，从跌跌

撞撞到展翅飞翔，我们见证了它的

成长历程。第二年，女生厕所需要

重新翻盖，于是我们又担心小鸟明

年再来时无处筑巢……

当我把制作鸟巢的缘由与几位

领导商量后，他们一致同意我的想

法。我们组织高年级学生上网搜索

鸟巢样式，画出图纸。总务主任找来

废旧床板，曾做过木匠的校车司机拿

来工具，大家边研究边制作。一个下

午，6 个绿色的鸟巢全部完工。第二

天，鸟巢挂在了桦树林里，成为校园

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入冬的第一场大雪，厚厚地盖住

了大地。小鸟没有地方觅食。我们

组织学生清扫桦树林，在树下撒些稻

糠，在鸟巢里放些玉米面，供小鸟食

用。鸟食渐少时，学生每天都会自发

及时补充。一群群小鸟活跃在桦树

林里觅食，一群群学生在操场上嬉

戏，相得益彰，真是小鸟像学生一样

开心，学生像小鸟一样欢快。

今年，为了记录小鸟孵化、育鸟

的全过程，我让信息技术教师带领

学生每周至少录制一次视频，留下

小鸟成长的足迹。小鸟刚孵化蹦出

蛋壳时全身无毛，像一个小肉球，一

听到声音就张开嘴巴，但发不出声

音。一天天过去了，小鸟身上长出

了绒毛，后来翅膀上又长出了大羽

毛。幼鸟越长食量越大，总张着嘴

等待食物，鸟爸鸟妈不停地往返喂

食，非常辛苦。

当幼鸟一个个飞出鸟巢时，我

和学生仰望着它们飞翔的姿态，向

它们告别，感谢小鸟一家为我们带

来欢乐和幸福。

进入 6 月，又有一个鸟巢里在孵

化小鸟，我高兴不已。我们把第一个

鸟巢小鸟孵化、喂食和飞翔的照片悬

挂在了桦树林里，将来还会有一个个

鸟巢的照片展示出来，我们期待 6个

鸟巢的故事在校园永远传扬……

（作者系吉林省柳河县罗通山镇

学校校长）

挂在桦树林里的鸟巢挂在桦树林里的鸟巢
□ 李 彬

在企业中，优秀的经理人是核心

竞争力，他能够吸引并留住顶尖人

才，进而达到企业生产力、利润及客

户满意度的提升。学校亦是如此，一

位懂得管理文化和管理艺术的校长，

能够带领教师构建良好的学校文化，

提升教师的职业幸福感，促进学校的

长远良性发展。

从自己做事到指导别人做事

刚开始做校长时，我喜欢自己做

事，一是因为别人做事不放心，二是

结果常常不如意，最后自己忙得“不

可开交”，教师常常“不知所措”，最终

整个团队发展“止步不前”。

事必躬亲的管理大都事倍功半，

因为管理者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

人，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关注“人”的思想，指导“人”的行为，才

能实现“事”的发展。因此作为管理

者，首先要完成从自己做事到指导别

人做事的转变。只有理顺了关系，把

教师的潜能充分激发出来，才能真正

为团队注入活力，实现“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管”。

学校管理涉及课程开发、行政研

究、学生成长等诸多方面，每一层的

管理者对“人”与“事”的管理应当有

科学、合理的分配，比如作为基层管

理者的教研组长，应该将更多精力放

在课堂研究中，而作为一校管理者，

校长应该将更多精力放在如何教会

中层做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

“各司其职”。

大胆“放手”

在这个过程中，校长要敢于“放

权”，让教师有锻炼的机会，帮他们分

析、解决存在的问题，真正培养提升

他们的能力。当然，校长本人也要养

成梳理和反思的习惯，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实现从“自己做事”到“助推他

人”的转变。

2011年我到北海学校担任校长，

建校之初，时间紧、任务重、人手少，

为全力做好开学准备，我把相关人员

召集在一起，对全部工作进行了梳理

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工，我把宿

舍管理这块工作交给一位刚入职两

天的教师，尽管有些担心，但我还是

选择“放手”，正是基于这样的信任，

这位教师有了一份天然的使命感、责

任感，她会全力以赴做好这项工作。

后来，这位教师也逐渐从一名普通语

文教师一步一个脚印成长为学科组

长、校级干部。去年校庆之际，我曾

问她是什么力量支撑她十年如一日

坚持下来，她坚定地回答：信任。

每个单位都有不同脾气秉性、

不同工作风格的员工，大家做事未

必都符合管理者的意愿，面对这些，

管理者首先要给予充分的信任，唯

有如此，才能让每一位员工走近自

己，走进团队，热爱团队，也才能逐

渐形成团队的凝聚力，最终形成共

同的团队文化。因此，信任是做好

管理的根基。

拿起赏识这把“金钥匙”

我们常常鼓励教师要学会赏识学

生，管理者面对教师时，也要拿起赏识

这把“金钥匙”。我们学校信息技术教

师少，科研力量较弱。刚开始，年轻教

师曹珂业务不熟，工作积极性不高。为

此，我经常鼓励他，只要用心研究，一定

会实现从外行到内行的突破。我带他

去青岛、上海、深圳等地参观学习，让他

捕捉前沿教育信息，广交同行朋友。慢

慢地，他的心平稳了，工作扎实了，学习

勤奋了，5年间自学了与信息技术有关

的12种工具，成为区里名副其实的信

息教育专家。他的成长诠释了赏识的

力量。赏识，不仅是学生努力学习的动

力，也是教师努力工作的动力。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

管理者的榜样示范很重要。管

理者的自律潜移默化影响着员工的

行为习惯。“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管理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身教重于言教。“领导无小节，处处做

楷模”。要求师生做到的，自己首先

要做到；要求师生不做的，自己首先

不能做。管理者只有以身作则，处处

作出表率，才有资格去要求别人。

北海建校初期，活多人手少，我

一个人承担着多种角色，无论什么

工作我总是冲在最前面，从来不搞

特殊。考虑到老师少、值班频率高

等原因，我主动承担了夜间值班的

工作，常年在学校吃住，一住就是 6

年。在高温湿热的酷暑，我和老师

一起拔草，和老师一起粉刷门窗和

墙壁……管理，靠威力只能压制人，

但不能服人；靠自律才能吸引人，凝

聚人。

管理者不仅要有敏捷的思维、良

好的表达，而且应该以管理的“文化”

吸引人，用管理的“艺术”激励人，只

有这样才能创建一个有文化自信的

团队、有创新精神的团队。我想，这

也许就是管理者的魅力。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北海学校

实验学区校长）

管理者的魅力
□ 张秀芳

治校方略

吕叔湘吕叔湘：：现代语文教育的开拓者现代语文教育的开拓者
□ 匡双林

教育与美好生活

吕叔湘（1904—1998），著名

学者、语言学家，现代语文教育

奠基人之一，《现代汉语词典》主

编。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外国

语文系（现南京大学外国语学

院）。先后在牛津大学、伦敦大

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语言研究所所长。

睿见

打开年级和学校

教师群，许多教师的感

受是：消息满天飞，甚

至想屏蔽。

随着信息化的发

展，教师面对面开会的

次 数 越 来 越 少 ，微 信

群、钉钉群消息反而一

条接一条，许多教师看

到群里的消息都头大。

有学校为了方便

管理，大小通知都通过

微信、钉钉传送，教师时

不时要关注手机，不然

总担心误了事。因为信

息多，重要通知一不小

心就被覆盖了。这给教

师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

了很大的干扰。当一个

人无法静下心来专注做

一件事的时候，很难取

得高效率。当一个人成

长的过程总是被打断，

是很难成长到一定高度

的。就像小孩子在成长

过程中，需要静静发呆、沉思、专注的时

间，不能常常被打断，因为这是他成长的

重要过程。

所以，我们建议，在学校里：

一是尽量减少群里的信息，能当面

传达的决不手机通知。

二是不能为了方便管理，增加教师

的心理或行动负担。

三是杜绝发送“几小时内必须完

成”的紧急通知，如果是上级要求的，一

定要当面或电话提醒相关人员，让教师

有安全感。

那么，群里是不是不能发信息呢？

利用现代技术提升工作效率当然是可

以的，但要有条件使用。教师群究竟该

发哪些消息、怎么发消息呢？

第一种：事务型。

这一类通知尽量当面传达，但当受

众广泛且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是可以采

用群通知的。通知时，想让教师尽快抓

住重点，内容就一定要简明扼要，拒绝

烦琐的修饰。如果直接把上级通知原

封不动转到教师群中，教师往往难以找

到重点。因此，我们不能直接转发上级

文件或通知，负责人一定要经过二次梳

理才能在群里通知，简要阐述目标、内

容、标准、时间、地点等要求。当然，可

以将原文件作为附件一并发送，或将通

知中的重点突出显示，这样阅读者容易

抓住重点，明晰自己要做什么。

当然，再次强调：发到群里的通知应

是涉及群里大部分人的，如果只关涉少

数人，建议单独私聊，或者采取其他方式

传达，不要让无关消息占用教师的时间。

第二种：点赞型。

这种运用的也不少。我们经常会在

群里看到行政人员对教师、班级的种种

点赞，但点赞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一般

是推崇好的做法，激励当事人，并且可以

让好的经验在团队内流通。所以，我们

需要注意在操作过程中不走偏，要时刻

警惕是否达到了目的。许多时候，被点

赞的总是那几个人或那几个班，长此以

往就适得其反了。

如何确保点赞真正发挥作用呢？

首先，点赞那些真正做得好和有进

步的。一般性的常规工作没必要发到

群里，否则点赞太多太滥，还不如不点

赞。同时，要注意“马太效应”，不能总

集中在某些人或某些班级。

其次，点赞不能只点赞结果，更要

说明为什么点赞，简单描述具体的做

法，这样才能有借鉴学习的意义。可以

使用如下模板：点赞 X 班级+点赞理由

（结果）+优秀做法（过程）。

再次，点赞初期众人可以附和，便

于倡导和激励。但当正向的学校文化

形成后，对于点赞信息，教师可以不用

回应，以避免团队产生“点赞攀比”或

“点赞负担”的心理。

第三种：问题反馈型。

这种类型很普遍。行政人员喜欢将

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直接反馈在群里，以

提醒大家注意。这本无可厚非，但当信

息繁杂或这类问题经常发生时，就会发

现出现问题的往往就集中在某件事、某

个人或某个班级。因此反馈问题时，普

遍存在的问题可以在群里反馈，如果是

个别人或个别班级的问题，私下单独对

接当事人往往效果更好，要遵循“公开表

扬，单独批评；及时表扬，定期批评”这一

原则。特别是在当面反馈问题时，询问

对方是否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如果能

提供一定的方法指导，那就再好不过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创新实

验学校初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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