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国的语言多是由字母构成的，

教师教学生往往是先教字母的名称

及顺序，再教字母的形状。教师一遍

遍地教，学生一遍遍地学。公元 1 世

纪，有位教师换了一种教学方式：让

学生手拿有字母的象牙人像做游戏，

同时教字母的形状和名称，还可以打

破字母顺序，学生学起来兴味盎然

……这位教师就是古罗马著名教育

家昆体良。

昆体良强调教育要以德为首。

他生活在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时代，

整个社会道德逐渐缺失，特别是一些

达官贵人和无知父母的道德败坏让

儿童深受其害。因此，昆体良强调把

德放在教育的首位，认为培养儿童良

好的道德乃教育的初衷，一个善良的

人对社会才有用，否则教育就不是给

战士提供武器，而是给强盗提供武

器。昆体良主张道德教育要从娃娃

抓起，即从儿童踏入学校的第一天

起，就要告诫他们“绝不能表现出自

私、无耻和失去自制”，避免不正之风

在学校蔓延。他还认为，当儿童的头

脑尚未发育成熟、思想尚未定型而又

难辨是非、什么东西都想模仿一下且

会留下深刻烙印的时候，儿童不仅仅

要学习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习什么是

良好的道德，学校是培养儿童良好道

德的场所……

在昆体良看来，美德虽然也可以

从自然那里获得一定的动力，但它仍

需要教育使之成为现实的东西。教

师的道德对儿童的成长影响很大。

学校招聘教师时，“我们首要的任务

是弄清他是否具有良好的德行”“教

师应当是德才兼备的，既教学生怎样

演讲，又教学生怎样做人”，教师既不

能允许学生失德，又不能允许自己失

德。一个有道德的教师，既能以英雄

史诗般的崇高精神激励学生，又能发

掘生活中有意义的事情去鼓舞学生，

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广阔的沃土。

“教是为了不教”是昆体良的重

要教育理念。昆体良深受苏格拉底

“产婆术”的影响，在公元 1 世纪就提

出了“教是为了不教”的观点。他

说：“雄辩术教师不仅要亲自给学生

讲授这些功课，还要经常向学生提

问，以测验学生的鉴别能力。这种

课 堂 提 问 还 可 以 防 止 学 生 漫 不 经

心，防止他们对教师的讲课听而不

闻。同时，这样做可以引导学生自

己发现问题，运用他们的智力，而这

正是这种教学方法的最终目的。因

此，除了使我们的学生不需要总是

有人教，我们的教学还能有什么别

的目的呢？”

昆体良启发性教学方法的特色

就是提问。一是教师“巧问”，把握好

提问的时机和内容。学生精神分散、

听不进教师讲课时就是极佳的提问

时机，此时教师提问，可以让学生集

中注意力，回归课堂，完成学习任务；

当然教师不是什么都问，提问内容以

测验学生的鉴别能力为主，提问的内

容因人而异。二是教师“巧答”。教

师在回答学生的问题时，并非有问必

答，可以对学生适当进行反问，这样

有利于启迪学生心智……

昆体良很早就主张鼓励教育。

他认为，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

学生，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放纵，

就会受到学生的尊敬，“这种尊敬的

感情大大有助于进步，因为在这种

感情影响下，学生不仅可以愉快地

听讲，而且会相信教师教的东西，愿

意仿效教师。他们的错误被纠正时

不会生气，他们受到称赞时会感到

鼓舞。他们会以努力专心学习尽可

能取得教师的珍爱”。教师可以通

过游戏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因为爱好游戏是学生天性活泼的标

志，对那种上课总是目光呆滞、没有

朝气、做什么也无动于衷的学生，教

师更要热情鼓励。昆体良说，竞赛是

一种有益的教学方法。按照各人的

能力轮流发表演讲，能力强的就先演

讲。学生讲完后，“教师对学生的演

讲作出评价，获得表扬是一种巨大的

荣誉，能获得第一名就更加光荣”“每

个学生在班上的名次并不是一次确

定了就永久不变，每个月都给‘失败

者’以再次争取获胜的机会。这样，

在前几次获胜的学生不敢松懈，而不

甘心失败之心激励着未成功者努力

争取荣誉……”

此外，昆体良反对体罚学生。如

果经常正面告诫儿童，并在课业上严

加督促，体罚就没有必要；儿童幼年

如果被体罚过，到了青年期，恐怖失

去了作用，而他又有更困难的功课要

学习时，就更难驾驭；体罚最大的危

害是造成儿童心情压抑、沮丧和消

沉，这样显然不利于儿童学习。

昆体良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他

根据罗马的教育实况写了《雄辩术

原理》一书，系统论述了古罗马的教

育思想和经验，是一位颇有成就的

教育家。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信宜市丁堡

镇塘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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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不矮的个子，爱穿深色西

装，稍微有点方的脸上时常挂着微

笑，脸颊上似乎有一个小酒窝，儒

雅中带着一点可爱。这就是我记忆

中的他，我工作的第二所小学的王

校长。

记忆中的他是智慧的。

王 校 长 致 力 于 教 师 的 专 业 发

展。用书籍滋养师生的生命是他一

以贯之的教育主张。一线教师搞研

究普遍有畏难心理，他给我们分享阅

读、写作心得，还专门制定了奖励措

施。双重激励下，大家勤于思考、乐

于笔耕，多篇论文发表获奖。当年的

同事中，有教师如今是江苏省知名画

家，两位教师还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

师，许多人很快成长为学科教学骨

干，这多少离不开王校长那些年的支

持和培养。

而当时工作不久的我，带领低年

级学生一起背古诗文，他们写日记，

我写教育故事，后来我把我们的故事

结集成册——《苹果树下的梦》，颇得

王校长的欣赏，为此我高兴了好几

天 。 我 们 的 故 事 还 被 多 家 媒 体 报

道。多年以后，我还一直坚持和学生

日有所诵，日有所思，日有所记。

那5年是我职业生涯中飞速奔跑

的5年，也是学校蓬勃发展的5年。学

校由一所老牌学校变成了品牌学校，

知名度在省内乃至全国大大提升。

王校长也被评为江苏省名校长。

记忆中的他是和善的。

还记得那年，刚刚从农村学校进

入这所有着悠久历史的学校，我的内

心是忐忑的。很快，我被学校选派参

加赛课。在此之前，我已经获得过同

类比赛一等奖。因此开始时我信心

满满，可经过几次试讲，教案屡屡被

大幅修改，甚至几次推翻从头再来。

眼看比赛临近，这篇课文《番茄太阳》

却像烈日一样炙烤着我的心，曾经的

信心荡然无存。一个周末，王校长在

组织监考之余，带着已经焦头烂额的

我逐字逐句修改教案，和我一起预设

课堂教学中的各种可能及对策，全程

面带微笑，语气温和，充满鼓励，让我

一下子感受到了什么是“山重水复疑

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信心和底气

好像又回到了我身上。可惜，年轻的

我终因各种原因没能给学校赢得更

高的荣誉。深感惭愧的我，几天以后

才鼓起勇气去校长办公室表达歉意

和感谢。他仍然面带微笑，语气温

和，充满鼓励，“每个人对课堂的解读

不一样，你还年轻，不要因为一次比

赛就妄自菲薄”。短短几句话，如和

煦的春风一下子吹散了我头顶上的

乌云。

记忆中的他是温暖的。

后来，我到了外地的新学校，工

作 一 如 既 往 受 到 孩 子 和 家 长 的 喜

欢。可有一年，接手了一个特殊的

班，学生个性十足，家长要求繁多，让

我身心俱疲。突然想起多年前在班

主任大会上，王校长笑着分享他做班

主任时关于教室保洁的“锦囊”，让学

生以小组为单位比赛扫地，看谁扫的

垃圾多，爱竞争的孩子兴致高涨，从

此教室清洁不再是难题。多年前的

这个小小的点子给了我大大的启发，

看来，做好班主任工作需要更多了解

孩子的心理呀。

在朋友圈，我用点点滴滴的文字

记录生活，记录学生的成长，留下工

作的“小确幸”。王校长时时关注，有

时点赞，偶尔点评，一如当年给我不

断前行的动力。

这两年因为疫情宅在家里，我

捡起了荒废多年的笔，回顾反思自

己的成长之路，写下了 5 万余字的随

笔，这才惊讶地发现，当年和我一起

工作短短 5 年时间的他，对我的工作

乃至生活产生了如此巨大而深刻的

影响。虽然远隔千里，但是每每写

好一篇，我几乎都会与热爱写作的

他分享，每次都能收获精彩及时的

点评。

听老同事说，在新的管理岗位

上，他依然不忘初心，鼓励老师和学

生多读书。这么多年来，不知道有多

少老师和孩子在他的影响下真正爱

上了阅读。看来，他还是我记忆中的

那个他，那个倾心教育的他。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江北区新村

同创国际小学）

那个倾心教育的他那个倾心教育的他
□ 耿志宇

我的校长

香甜的校园
□ 徐艳霞

“徐老师，快看，今天的早餐还

有苹果呢。”就餐队伍里，学生小阳

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大声叫了

起来，还顺手指给我看。可不是

嘛，前面的学生双手端着餐盘，上

面都有一个大大的红苹果。

“徐老师，我们有苹果吃啦”

“老师，我好想吃苹果”“徐老师，我

都闻到苹果的香味啦”……刚才整

齐而安静的队伍有些“激动”。对

于这些乡村孩子来说，小零食和水

果真的很有诱惑力。可能由于家

庭经济条件所限，也可能是因为学

校里没有小卖部，学生没有什么零

食和水果吃，偶尔有孩子拿个大苹

果，就很是扎眼。

“是啊，我也闻到果香啦，今天

的早餐可要更加乖乖地吃哦。”我

嘱咐孩子们。“老师，我可以吃完饭

后再吃苹果吗”“老师，我可以一边

吃饭一边吃苹果吗”……我微笑

着，瞧这些傻孩子，苹果到了你们

手 中 ，还 不 是 随 便 由 你 们“ 处

置”啦。

“老师，我想把苹果留着回家

给奶奶吃。”队伍里的小俊小声地

说着，但我听得很清楚。我依旧微

笑地看着他们，并朝着小俊点点

头，“咱们小俊真是孝顺，但是苹果

可要保管好哦，距离放假还有好几

天呢。”我友好地提醒小俊。“老师，

我会保管好的。”小俊的脸上写满

真诚，我的心里却不是滋味。

早餐开始了，主食是白米饭，

菜很丰富，有白菜、榨菜炒肉丝，还

有西红柿鸡蛋汤。有的孩子边吃

饭边啃着苹果，有的孩子舍不得马

上吃，把苹果放在了衣兜里，有的

孩子则紧紧地握着苹果，生怕被别

人“抢走”似的。

早餐后，校园里三三两两的孩

子一边说着有趣的事情，一边吃着

香甜的苹果，那感觉简直是美美

的。我还是有点担心小俊那边，苹

果已经洗过了，放几天是不是会坏

掉？他会把苹果放在哪里保管

呢？会不会招来小老鼠？会不会

引来孩子们的“口水”……想到这

些，我的心里真有一种说不明白的

滋味。

回到教室，我发现小俊把苹

果放在桌上，教室里甚至隐隐约

约可以闻到苹果的香味，这样可

不好，会影响大家学习的。我走

到小俊身边，悄悄地说：“小俊，老

师和你商量一件事情。”他的一双

大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你课

余时间悄悄把苹果吃了吧，为了

奖励你的孝顺，老师单独给你留

了一个苹果（其实是我早餐时的

苹果），周五放学的时候找我拿好

不好？”小俊开心地笑了，点了点

头。其实他很想吃那个苹果的，

哪个小孩子不馋呢？

一次，我跟王校长讲起这个故

事，他和大家商量，要想办法让孩

子们每天都有一个水果吃，大家纷

纷表示同意。后来，每天下午第一

个课间，就成了孩子们吃“果果”的

时间，有时是苹果，有时是梨，有时

是香蕉，还有圣女果哦。

愿校园里一直飘荡着甜甜的

果香，滋润学生的童年。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当阳市半

月镇龙台小学）

【创·变】 学校到底应该是什

么样子的？永远没有终极答案。

但这样的追问永远激励着人们探

索未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本栏

目邀请把理想的种子埋进教育土

壤的你，讲述独一无二的学校创变

故事。4000字左右。

【校长观察】教育过程中，有一

些小事件却能引人深思。校长，您

可以从看到、听到、遇到的一起教育

事件说起，由此铺开，展现自己对教

育本质的认识和理解，阐述对治校、

管理、育人的想法。1800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崔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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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教是为了不教
□ 刘广荣

前几天清晨，我在校门外执勤，

迎接学生有序入校。突然，一个家

长说：“校长，我给你看一段视频。”

我凑近手机一看，一位教师执勤时

在玩手机。

家长说：“校长，你们执勤的时

候都主动与每一个进校的学生打招

呼。可是有两个老师执勤时却只顾

玩手机。”我仔细看了看，的确是我

们学校的教师。我说：“谢谢您对我

们学校的关心帮助，我会及时核实

处理的。”当时，我的心里是既生气

又难受。我们学校是一所好学校，

如果教师在外面执勤时玩手机，不

主动与学生打招呼，那的确是不应

该的。

具体了解情况后我才知道，原来

那两个教师是在刚开学那几天执勤

的。当时，为了一年级新生入校的事

情，他们正在做迎新准备，由于时间紧

任务杂，他们正在联系广告公司及商

家对接宣传展板等事情，没想到正好

让家长看到，才有了被“投诉”的一幕。

后来我对教师说，虽然大家工

作很忙，但是如果你在校外执勤，那

就不应该同时处理其他事情。站在

校门口时，所有的家长都会关注我

们，他们只知道我们手里拿着手机，

但不知道我们究竟在干什么，所以

就认为我们在玩手机。因此，一定

要注意我们的言行举止，因为每个

家长都期待我们能够认真对待每一

个孩子。

试想，如果我不在校门外执勤，

怎 么 能 收 到 来 自 家 长 的 一 线“ 报

告”呢？

前天上午第一节课，我和负责

后勤的严主任去巡校，走到六年级

时，一个班的教室里只剩下两个男

生。“你们怎么没有去上课？这节是

什么课？”其中一个男生答道：“校

长，这节课是我们班的音乐课，老师

不让我们上，让我们回教室。”“为什

么？”“因为老师看到我讲话了。”“上

课的确不能随便讲话呀。”“不是我在

讲话，是我旁边的同学。老师问‘书

要翻到第几页’，旁边的同学不知道，

我就悄悄告诉他了，这时老师却看到

我在说话……”说着说着，孩子的眼

圈红了，眼泪慢慢流了出来。我说：

“那你呢？”另一个学生说：“我去上厕

所，回来时铃声已经响了，我就不敢

进去了，因为老师说过，上课铃响后

迟到就不要去上他的课，迟到了老师

就让罚站……”我的心里咯噔了一

下，然后对他们说：“你们先自己看会

儿书，我去了解一下情况。”

我想，学生如果因为这样的事情

就被老师“撵出”教室，那做法就太简

单粗暴了，怎么能没有耐心跟学生沟

通交流呢？不上课出了安全事故谁

负责？家长如果知道了投诉到学校

怎么办？我们怎么能剥夺学生学习

的权利呢？

试想，如果我不巡视校园走近学

生，怎么能收到来自学生的一线“报

告”呢？

来自一线的“报告”，让我对学校

管理有了更多反思，如果我们只是在

办公室听汇报，那许多问题可能会演

变为更大的“隐患”。我想，我们应该

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决策在一线

形成，问题在一线解决，作风在一线

转变，感情在一线培养，能力在一线

锤炼，政绩在一线检验，形象在一线

树立，只有在“一线”工作，我们才能

了解许多真实的必须及时解决的问

题，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

率，也才能真正办好教育。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附属七彩

云南小学校长）

来自一线的来自一线的““报告报告””
□ 彭文冲

校长观察

昆体良（公元约35—约

100年），古罗马著名教育家、

律师，曾任修辞学教授，他强

调教育要以德为首，提出“教

是为了不教”的思想，主张鼓

励教育，反对体罚学生，著有

《雄辩术原理》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