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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 陈运香

新建学校的特点之一是每年都会

增加一批新教师。要想在短时间内发

现大家的优势和能力，最好的办法就

是让教师“当家做主”，营造宽松的工

作环境，鼓励教师对眼前的教育生活

发表自己的感受和主张，顺势而为请

他们牵头组织开展工作、解决问题，往

往能收到非常好的效果。

冷姝锦老师不仅是一位数学老

师，而且擅长舞蹈编排，曾经带队参赛

获过奖。来到五源河学校后，她发现

大家工作非常积极，但缺乏体育锻炼，

于是她建议工会举行健身操活动。工

会了解到她的能力后，支持她组建健

身操队，为教师的生活增添活力，受到

大家的欢迎。

英语组的林小玲老师是学校创建

不久调进来的，拥有高级职称。学校

创建中国湿地学校，需要开展这方面

的课题研究，于是请林老师承担这个

课题的主持人工作。虽然这不是林老

师本人的专业，但是她有教研员的工

作经历，对课题研究较为熟悉。不久，

林老师提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利用

自己的专业特长，组织英语组和生物

组教师一起开发英语湿地课程。她带

着教师外出采风、查阅资料、讨论编写

内容，分工合作，经过辛苦的努力，英

语湿地课题获得当年全市课题结题唯

一的优秀等级。

正如美国管理学家托马斯·彼得

斯和罗伯特·沃特曼在《追求卓越》中

所说的“管理是科学也是艺术，需要

强调人甚于数据，需要更加重视员工

的价值”。著名学者沃伦·本尼斯认

为，领导力并不是什么少见的才能，

领导者是后天造就出来的。领导力并

不局限在组织的最高层人物，而是与

所有层级的人都相关，所有人都能拥

有它。本尼斯通过对 90 位美国领导

人领导力的研究，发现了他们身上共

有的 4种能力：引导注意力（愿景），把

握 意 义（沟 通），赢 得 信 任（情 感 黏

合），自我管理（积极的自我认知、情

感智慧和善于学习）。我们相信每个

人身上都有潜在的领导力，在必要的

时候相信他、辅导他、期待他，每个人

都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无论他当时

是被赋予了领导的角色还是被领导的

角色。

学校是一个教育意义上的模拟社

会，孩子在这里成长，接受独立参加社

会生活前的模拟训练，渐渐从纯粹的自

然人变成了自觉遵守社会规范的社会

人。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教育环境里，人

人都可能面对一个个不同的“组织”：全

体教师、全体学生、年级、教研组、班级、

班级里的小组、社团……面对和管理一

个组织是他们校园生活的必备能力，也

是应对未来独立生活需要的关键能

力。因此，激活、滋养和培育每一个人

身上的组织管理能力非常重要。

在办学实践中，我们强调了这种

观点，鼓励每一个人强化组织管理的

意识，并且通过观察学习和日常训练，

努力做到有勇气站到组织面前承担组

织管理的任务。

在教师的训练方面，学校强调每

一位教师要有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状态

的大视角，经常使用项目式管理以便

有更多教师获得组织管理和发挥自身

能力的机会，在各种常规活动和研讨

会上尽量落实“人人参与，人人表达”

的运行机制。

在学生的训练方面，我们倡导学

生自主管理和小组合作式学习，鼓励

灵活的班级管理模式，鼓励和支持学

生的社团活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

校园文化活动，给孩子提供锻炼和展

示的平台。

所以，在五源河学校，除了常规的

组织管理机构，表现更加活跃的常常

是师生自主开展的各种项目和小团队

活动。我们鼓励师生提出自己的工作

项目和社团项目，学校审批并明确主

持人，由主持人招募团队主动完成，学

校作为后盾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支持。

师生的主动参与意识、表达意识和组

织管理意识正在得到建设和形成。

（作者系海南省中学卓越校长工

作室主持人、海口市五源河学校校长）

激活每个人的组织管理能力

陈运香谈“新建学校”④

绿树掩映的大成实验学校藏在浙

江杭州的老居民区里。清晨，首先打破

校园一夜宁静的是各种鸟儿清脆的叫

声。接着，距校园不远的铁道上会有一

列火车准时经过，有节奏的铁轨撞击声

让周围的市井生活渐次被唤醒。

当阳光洒进校园的时候，校长李建

飞已经晨跑结束。学生陆续入校了，有

的大声向他问好，有的干脆跑上来抱着

他。学生的欢声笑语让校园热闹起来，

新的一天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喜欢这样的生活节奏，学校教

育就该有静有动，朴素而美好，让每一

个孩子自然生长。”李建飞说。

静心做“自然的教育”是李建飞从

教 30 多年深刻的人生感悟，也是他在

这所学校用心创造的教育图景。

好作业是给孩子的童年礼物

每年假期，大成实验学校都会给

孩子布置三项特殊假期作业：和父母

一起制订一份假期计划、给自己找优

点、做一件感动父母的事。对每一项

作业学校都有细致要求。以找优点为

例，孩子要和父母、同伴一起交流，至

少找出自己的五项优点，同时还要每

天坚持，把优点变成习惯。

这三项作业被称为“校长特别作

业”，是李建飞坚持多年的实践，看似

简单却蕴藏深意。“目的是希望每个孩

子变得自主、自信、自然，这三样东西

做好了，我们的教育就成功了。”李健

飞说。

多年来在中学从教的他，深感痛心

的就是许多入学时灵动活泼的孩子到

毕业时变得目光呆滞、沉默寡言。“这是

教育最大的遗憾！”李建飞说，“要摆脱

浮躁与功利，我们需要一种朴素、宁静

的育人环境，让教育回归自然。”

几年前，李建飞第一次走进大成

实验学校，一年级孩子正满地嬉戏，听

说他是新校长，孩子们围上来，抚着他

的肚子说：“校长，你的肚子好大啊！”

小孩子的天真无邪把李建飞的心一下

子萌化了。面对处于教育起点的孩

子，李建飞更坚定了办“自然的教育”

的初心。在他引导下，学校从减轻学

生过重课业负担出发，展开了一场“大

作业”变革的创新实践。

李建飞解释说，“所谓‘大作业’，就

是把课外作业与课内学习统整起来，把

作业减负与五育融合起来，彻底打破

‘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怪圈。”

以作业改革为核心，学校抓住备

课、教研、规范等环节，从“量、质、形”

三个维度优化作业设计，构建了高质

量的作业体系。教师“跳进题海”，设

身处地“精编精选”，让学生作业少而

精。作业的样子也变得可爱了，有口

头型、口袋型、实践型，对个别优秀学

生还推出了自主作业制度。

在年轻教师张丹玲的班里，70%以

上的学生是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孩子

们普遍缺乏自信和自主的学习习惯，

家长忙于生计没有时间陪伴孩子。针

对现状，张丹玲经常给孩子们布置一

些亲子作业：为家长做一顿早餐、亲子

一起郊游或看展览、共同完成一项研

学小报告等。作业评价也丰富多样，

或者朋友圈打卡，或者写一小段感悟，

或者随机抽奖……

一年多时间过去，张丹玲发现不

少学生变得活泼自信了，亲子关系融

洽了，班级凝聚力增强了。“作业不是

只关注孩子的分数或知识获得，而是

真正让孩子成为一个具有较高综合素

养的人。”张丹玲深有感触地说。

作业改革又如“四两拨千斤”，撬

动了整个学校的评价改革：绿色评价、

多元评价、精准评价……

最开心的是一年级小朋友，他们的

期末测试变成了有趣的项目化学习。

为了迎接杭州亚运会，学校设计了“喜

迎亚运，争当虎将”活动项目，孩子们通

过“美丽亚运我助力”“亚运建筑我设

计”“亚运主人我争当”等环节，综合运

用各学科知识来解决真实情境中的问

题，游园闯关，最终得到的奖励是一块

块特色奖牌。手拿奖牌的小朋友，一个

个像亚运健儿一样扬眉吐气。

正如李建飞所言，要让作业改革

成为给孩子最好的童年礼物。当作业

成了孩子成长的需要，教育也自然散

发出生命的气息。

当智慧课堂有了生命关怀

教学处副主任冯晓丽还记得，几

年前李建飞每天一到校就夹起笔记本

进教室去听课。

在许多人眼里，性格沉静、内敛的

李建飞是个有点“宅”的校长，他很少

外出应酬，大部分时间就是去课堂听

课。“校长的生命力应该在课堂上。”李

建飞说，“只有走进常态课堂，才能了

解师生自然真实的学习生态。”

一个学期李建飞听了将近 100 节

课，全校所有老师的课他听了个遍，在

课堂上认识了每一位教师，又在课后

和他们一起交流研讨。正是在沉潜课

堂的过程中，李建飞找到了教育的症

结所在：“我们的课堂缺少对生命的尊

重，少了一些顺应儿童天性、唤醒他们

学习热情的力量。”

一个学期后，一场更核心的变革

在课堂教学中发生了。

前几年，学校曾升级信息技术设

备，提出要实施“智慧课堂”。李建飞认

为，智慧课堂应该关注生命成长，重构

教学关系。”立足于常态课堂的改进，他

带着教师优化教学流程，从导学案、学

习单、技术应用、课堂观察、小组评价等

常规机制入手，编制出“指向深度学习

的智慧课堂2.0操作手册”，以可借鉴、

可操作的课堂实践范本升级课堂教学

“软件”，促进教师教学观念的转变。

一开始，并不是所有教师都能接

受这样的课堂新变化。李建飞也不着

急，带着一批年轻教师从校本教研、课

题研究入手。有的老师不知校本课题

为何物，李建飞就手把手进行指导，帮

他们修改课题研究方案。不久，全校

产生了20多个校本课题。

在这样的教研氛围下，年轻教师

成了受益最大、成长最快的一群人。

“刚走上讲台时，我特别没自信，每节

课都想着赶紧把课上完，但又觉得时

间过得特别漫长。”新教师余晓鸣正在

迷茫中，“智慧课堂 2.0”像一根救命稻

草让余晓鸣可以“按图索骥”设计教

学。起初懵懵懂懂，只知道上课要有

导学单，课堂分为课前预学、课中共

学、课后延学三环节，要抓住目标、问

题、活动、练习、技术、评价六要素。这

就是李建飞倡导的“一单三环六要素”

课堂范式。

尽管不明所以，但余晓鸣发现课

堂上学生渐渐跟她有了互动，越来越

喜欢她的课。再后来，她不再纠结于

什么教学环节或模式，而是自然融入

学生的学习活动中。“现在我跟学生之

间真正是‘相看两不厌’，我也非常享

受这样的状态。”余晓鸣说。

在学校为青年教师举行的“大成

杯”教学比赛中，余晓鸣已经连续两年

夺得第一名。而学校的“智慧课堂2.0”

改革实践也在2022年获得杭州市教科

研优秀课题成果一等奖。这使得李建

飞对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深

有感触，“一个有经验的校长，他所注意

和关心的中心问题就是课堂教学”。

同时，李建飞更为笃信苏霍姆林

斯基的另一句话——“校长对学校的

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

是行政的领导”。学校开设了“大成讲

坛”，为教师搭建理念碰撞和思想交流

的平台，李建飞带头登台演讲，随着学

校发展不断分享新的教育思考，提出

新的教育主题，讲“为深度学习而教”，

讲“可持续发展的提质之路”，讲“关注

分数背后的兴趣习惯培养”……

在这样的教育言说中，许多重要

的教育价值像雨润大地般渗透到学校

的肌理深处，成为一种宁静而自然的

存在。

“润泽教室”里生长“美好德育”

小 Z是个行为不能自控的特殊孩

子，课堂上大喊大叫，冲同学吐口水、

做各种恶作剧，有时干脆躲在校园某

个角落不出来。这个孩子的存在着实

让师生很烦恼，家长甚至联名请求学

校不要接收他，但李建飞拒绝了，反过

来一次次地做家长的工作。

每周过问小 Z的情况成了李建飞

必做的工作。他经常跟小 Z爸妈沟通

询问孩子心理矫正的情况。他鼓励班

主任要把这个孩子当成教育资源。他

抽空跟小 Z 聊天，尽管小 Z 总对他爱

答不理。有一天，李建飞在校园里行

走，小 Z 远远地跑过来大声向他问

好。也是从那天起，小 Z 身上有了越

来越多的积极变化。

这件事让李建飞更加坚信，面对

任何一个孩子，教师都要有足够的耐

心，允许他们慢慢成长。

教育，如何实现“自然而育”，让学

校变成孩子喜欢的地方？李建飞提出

了创建“润泽教室”的班级管理理念。

“在我们班，每个学科都有 6 位科

代表，每位科代表带领一个学科小组展

开学科竞赛，这样每个学科教师都会有

6个小助手。”青年班主任王思琪说。通

过这样看似简单的机制，班级管理既实

现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又让

“全员育人”落到实处，每个学科教师经

常跟6位小助手建立联系，负责引导他

们的学习和日常行为。

在“润泽教室”理念下，整个班级

实现了“无为而治”，各个学科小组形

成了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一个孩子

没做好，总会有孩子站出来帮助他。

慢慢地，王思琪感觉自己多了一

些宽容与智慧。每天午睡时间总有一

些学生不爱睡觉，过去不管是批评还

是强制效果都不好。现在碰到这样的

学生，王思琪就悄悄把他们叫到一旁，

选几本书，师生一起静静阅读，享受温

馨的午读时光。

“‘润泽教室’让我们学会更多关注

孩子的精神成长，让教室有了润泽心灵

的力量。”班主任曹云娟感慨地说。

有一个调皮的男生小A，是班级的

“雨伞管理员”，曹云娟印象中小A经常

闯祸。有一次作文课，她让大家写一位

印象深刻的同学，许多学生的作文里都

提到了小A，一致的印象是“勤劳、默默

无闻、敬业……”真是这样吗？曹云娟

很惊讶，从此对小A多了一分关注。一

个下雨天，她发现小 A 早早地来到学

校，不声不响地守在教室门口，给同学

的雨伞套上塑料袋，摆放得整整齐齐。

因为多了一分关注与发现，小A在曹云

娟眼里变得可爱起来。“他可能不是最

优秀的那一个，但他的生命一样有美好

的一面。”曹云娟说。

与“润泽教室”相得益彰的是学校

倡导的“美好德育”评比活动，定期评

选“美好少年”，学生无论学习、运动、

劳动、吃饭、睡觉，任何一方面表现良

好，都有可能得到被表彰的机会。

“教育就应该是这样一种自然的

状态，校长心无旁骛办学，教师自然而

真实地育人，学生自然而有活力地成

长。”李建飞憧憬说。

给师生幸福完整的校园生活

每年毕业季，大成实验学校没有

轰轰烈烈的考前誓师，也没有让人热

血沸腾的励志标语，一切平静如常。

但学生仍然有意外的惊喜。学生

在校最后一天的大课间，他们突然发

现一个红色的气球门已经在操场中央

立起来了，校长和所有老师都换上了

红色 T 恤。李建飞亲自领跑，带着九

年级学生一起奔跑，最后在教师的夹

道欢呼下穿过气球门，寓意着踏入 16

岁成长门槛，也表达了即将升入新学

段的祝福。整个活动既简朴又不失热

烈，在日常的大课间活动里加入一点

小创意，让学生感觉有一点不一样。

“就像我们小时候过生日一样，虽然只

有妈妈煮的红皮鸡蛋，但一样会觉得

很开心。”李建飞说。当大课间活动结

束，九年级学生转身走回教室时，一个

个眼里都闪着光，没有考前的紧张情

绪，显得从容而自信。

“校长一再跟我们说，教育就应该

是自然的，做好我们每天该做的事，最

后的结果自然差不了。”教师周蓓蓓

说。在李建飞看来，就像自然界的四

季变化、阴晴雨雪一样，学校生活也应

有张有弛，过好每一个平常日子，同时

用心迎接每一个节日。

“李校长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活动

都要认真对待，就连每天的大课间活

动都要精心设计。”青年教师刘晰晰

说。对此，教了一辈子体育的老教师

郑华体会最深刻。李建飞对作为体育

教研组长的他的要求是，一定要让学

校的社团活动丰富起来。

在这样一所外来务工随迁子女为

主的学校，怎么开展社团活动呢？郑

华思来想去，找到了跳绳这个不需要

太多资金投入的“平民项目”。学校面

向全体学生开设了跳绳课，有了这样

的群众基础，学校的跳绳队也在各级

各类比赛中屡获佳绩。

李建飞不止一次说过，体育是学校

里最重要的一门学科，也是他最重视的

学科。有了校长的这句话，郑华干得更

有劲儿了，各项社团活动项目也逐渐在

校园里扎下了根。STEAM 工坊、智能

小汽车……“大成课程”也变得越来越

丰富了。体育节、艺术节、健康节、成长

节、感恩节……“十大校园节”让师生的

校园生活变得有声有色。

过去不太关注孩子成长的家长，

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学校生活

中，读书会、家长沙龙、家长开放日、家

长志愿者……随着家校活动越来越丰

富，家长节也应运而生。就在前不久，

学校“新家校联盟”项目刚刚入选区优

秀德育品牌。

一切自然如水，又偶尔激起美妙

的小浪花，这就是李建飞期待的理想

教育境界。“这些年来，我只做了一件

事，就是静心做自然的教育。”李建飞

说，“校长的使命，就是为每一个生命

创设自然的教育生态，让他们成为一

个个幸福、完整的人。”

激活、滋养和培育每一个人

身上的组织管理能力非常重要。

在办学实践中，我们强调了这种

观点，鼓励每一个人强化组织管

理的意识，并且通过观察学习和

日常训练，努力做到有勇气站到

组织面前承担组织管理的任务。

李建飞李建飞：：
办有办有““自然味自然味””的好学校的好学校
□ 白宏太 周书贤

思想力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