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丘兴华学校是一所集中小学于一体
的全日制寄宿制学校。 学校地处商丘市睢阳
大道与长江路交汇处，交通便利，环境优雅。

学校创办 12 年来，秉承“尊重为本，享
受教育”的办学理念，坚持“让每一个学生成
功”的办学目标，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打造
出了特色的生态文化、课间文化、班级文化、
办公室文化、餐厅文化、孝雅文化、公寓文化
等十余种文化，探索出了以自学→量学→示
学→用学→测学→思学为程序的成功教学
法，创造使用了成功导案，构建了文明成人、
健康成长、体验成功“三成教育”体系，自发
研创了韵律操、跑操、海量阅读、快乐作文、
武术、象棋、吉他等特色校本课程 30 多项，
全面推进了素质教育，彰显了兴华鲜明的办
学特色。

现在，走进兴华学校的课堂，会让你有
一个全新的感觉，学生在合作中学习、在交
流中学习、在辩论中学习、在探究中学习，方
式多样，行为活跃。 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在
提高，独立思辨能力在提高，合作能力在提
高，学生的自信心在增强。 课堂上，全然没有
老师的严肃、刻板，学生的死气沉沉，取而代
之的则是“教和学的互动”。 原来满堂灌、没
有悬念的课堂，现在变得简约而充满灵性。

今年 4 月 ，中
国民办教育共同体
在河南省成立 ，为
了加强共同体单位
之 间 的 了 解 与 联

络，真正发挥《中国教师报·民办教育周刊》的
平台优势并惠及各成员单位，从本期开始，我
们设立“共同体学校风采”栏目，每期重点推
介一所学校。 欢迎各成员单位积极来稿。

商丘兴华学校：

通往“成功教育”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管理者语录

□ 本报特约编辑 熊振鸿

让评价评出文化
———湖南民办学校合作教研首期沙龙侧记

时间锁定在 9 月 18 日 ，地点定格在湖南望城金
海双语实验学校 ，由 《中国教师报·民办教育周刊 》
和湖南省教育科学院民办教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
“湖南省民办教育首期合作教研 ”活动隆重举行 。 本
次合作教研的主题是 “创意高效课堂小组评价 ”，来
自湖南各地的 7 所课改民办学校参加了此次活动 。
湖南长沙望城双语实验学校 、 湖南株洲景弘学校 、
湖南益阳赫山实验学校 、湖南益阳安化江英实验学
校 、湖南衡阳成章学校 、湖南郴州菁华园学校 、湖南

浏阳新文学校的 10 位老师代表 ， 分别展示了各自
的 “创意高效课堂小组评价 ”方案 ，河南省民办教育
协会基础教育工作委员会专家团成员王红顺作为
创意案例的点评专家 ， 对案例进行了精彩点评 ，并
提出了小组评价的诸多建议 。

在沙龙上，湖南望城金海学校的“标准自己定、奖励
自己选”、湖南株洲景弘学校的“共同体捆绑式评价”、湖
南益阳赫山实验学校“‘二五’游戏课堂评价”、湖南郴州
菁华园学校的“‘课堂+责任+课外’立体评价”等创意评

价引起各位共鸣。 与会教师一致认为，各学校分享的创
意高效课堂评价方案都具有实用借鉴意义。 大家还谈
到， 这种合作教研的模式对民办学校来说是一种非常
好的形式。 常言道：“萝卜炖萝卜， 炖出来的仍然是萝
卜。 ”只有往锅中不断地添加新鲜的、多样的食材，这样
炖出的萝卜才更有价值。 “形式新颖，受益匪浅，期待下
期聚会”，是与会者的共同想法。

王红顺在点评过程中， 还对小组评价作了个性化
的解读。 他首先提出了小组评价几个方面的内容：一
是评什么，二是谁来评，三是什么时候评，四是评出来
的结果怎么办。 他指出， 目前在小组评价中存在几个
误区：一是重结果的评价，轻过程的评价；二是重教师
评价，轻自我评价；三是重知识的评价，轻综合素质的
评价；四是重最低层次的评价，轻最高激励性的评价；
五是重小组的评价， 轻小组内互相的评价。 王红顺根
据自己对高效课堂的多年研究，提出了星级评价、模拟
货币评价、捆绑式评价等小组评价的 10 大方法。 他强
调， 一定要强化小组评价的功能， 要延伸拓展到学生
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

对这次合作教研的价值，《民办教育周刊》主编禇清
源认为：“合作教研，抱团发展解决了校内教研近亲繁衍
的问题，既可以激发教师开展教育教研活动的热情，又
有利于教研品质的提升。 ”他还认为，小组评价的目的
是评出一种精神，评出一种文化；小组评价不仅仅在于
解决课堂的问题，而更在于重新构建学校的一种文化。

下午，与会老师还“听”了长沙市望城区金海学校推
出的两节高效课堂公开课，学生在课堂上合作的氛围令
大家感动，展示的从容条理令人感动，大胆质疑的精神
令人感动。 一些与会者甚至不自觉地坐到了学生的座
位上，置身于学生当中，与学生一起交流、讨论，体验着
学生的快乐，感受着学生的幸福。

民办学校要发展，要办出特色，合作教研、抱团发
展，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一个优秀的校长在安排教师人事时，一
定会把最优秀的教师放在起始年段而不是毕
业班， 因为在起始年段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

和行为习惯相对容易也最为重要。

具有领导和管理才能的人才称为“软人才”，具有专业知识和技
术的人才称为“硬人才”。 校长不仅应当是一个“硬人才”，更应当是
一个“软人才”。

一个学校所有矛盾的源头是来自领导，而不是来自教师。 所以
解决学校矛盾，关键是解决学校领导自身所产生的矛盾。

一所学校的成功不仅在于高素质教师有多少，更在于能够团结
协作的高素质教师有多少。校长要鼓励教师“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
中合作”。

欣赏有一些校长向教师提出的一个要求， 这个要求就是三句
话：1．让学生喜欢我们的课堂；2．让学生喜欢我们的学科；3．让学生
喜欢我们的为人。

教育主要解决两个问题：“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
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取决于“培养人的人”。所以，提升教师的素质
是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

一个合格的校长，至少要给全校师生带来安全感，而安全感最
基本的体现便是每个师生都能够对学校的工作畅所欲言。

当学校出现问题时，教师所想的是现在如何解决它，而校长所
应该想的是现在如何彻底解决它，不让这个问题或类似的问题以后
再出现。

沿着一个方向跑得快的校长未必是好校长，他还应该能够快速
掉头或转向。 校长如果能以“万变应万变”，学校往往也会变得愈来
愈好！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章立早）

师范院校毕业后， 我和老公都进入一所民办学校
工作，经过几年的努力工作，我和他都进入各自学校的
管理层工作。

老公自从踏入管理岗位，每天起早贪黑总有忙不完
的工作，我则清闲多了，于是，家务与接送孩子的事都让
我一个人承包了。我也看得出来，老公很内疚，他不只一
次地对我说，等他清闲下来，一定要好好补偿我。可是一
年到头，难得见他有清闲的时候，不要说周末，就是暑
假，他想的还是如何做好学校工作。

今年暑假期间的一个早上，他推醒还在熟睡的我，
满脸歉意地对我说：“我和同事说好了， 今天到人才市
场看看招聘新教师的事，又不能送孩子上辅导班了，明
天一定去，一定去。 ”听了老公的话，我一骨碌从床上
坐起来， 瞪大双眼看着他：“你们学校又要招聘啊！ 去
年招聘，你一个假期只想着招聘的事，答应孩子的事情
一样也没有兑现，现在孩子还在念叨，今年你又想让孩
子失望啊？再说招聘这么大的事，去年你们学校的董事
长不闻不问，今年她还是不闻不问吗？她没有什么要求
吗？ ”

“今年招生规模继续扩大，原有的教师已不能满足
需要了，去年我招聘的教师，经过一年的试教，师生们
都很满意， 所以今年的招聘工作， 董事长还是让我负
责，我问董事长招聘要求时，她仍然重复了去年的话，
招聘教师的事，取舍我定，是非她论，如果有人对我的
招聘有非议，她就会处罚我。 董事长如此信任我，如果
我做不好工作，感觉真是对不起她。 ”

听了老公的话，我对他们学校董事长刮目相看，利
用看望老公的机会， 一来二去和她混熟了。 她是一个
精明强干的女强人， 偌大的一个学校被她管理得井井
有条， 学校各部门都在紧张有序地工作着。 而她自己
却很“清闲”，每天到学校各科室、部门转转，和负责人
随意聊聊， 做做思想的沟通与交流； 她也很少外出吃
饭，通常都是和学校的教职工一起吃工作餐。这样的场
合轻松而随意， 就餐的过程就是与教师相互沟通与相
互了解的过程，有时她也深入到学生中间就餐，询问学
生对学校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有一次，就课堂教学的具体问题，我们俩产生了激
烈的辩论。 我本来以为， 我这个在一线从事了十几年

教学工作的老师，在专业水准上怎么也比她强，但没想
到，她有着深厚的课堂教学专业知识，有些观点还是课
改前沿正在探讨的问题。有了这次辩论，我实在忍不住
了，问道：“学校管理教学的很多知识，您不但懂，而且
很专业，为什么在许多场合，您都表现得对什么都很茫
然，不怕降低威信吗？ ”

“我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可能不一致，他们的想法或
许比我的想法更好，按照我的想法做，他们还有可能不满
意，还有可能降低他们的责任心，如果把责、权完全授予
他们，让他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工作，不但能提高他们的责
任心，而且还会想方设法把工作做好。 ”董事长说。

她特别提到了让我老公单独负责招聘的缘由。 “如
果干预过多，功劳和责任都没有他的，那样他就很难有责
任心。 ”她解释说。

“做领导的不一定什么都会，有时候不会比会更管
用，如果领导不让中层唱主角，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
不久中层将会失去自我，最后还有可能众叛亲离。 ”董
事长一语“道破天机”。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官桥中学）

中层唱主角
□ 孔祥菊 本刊近期征稿提示

创意学校管理
您的学校管理有创意吗？如果有，欢

迎您联系我们。 有创意的管理案例含教
师管理、学生管理、品牌管理等。

理想的民办教育
您对理想的民办教育有什么期许？

民办教育人如何坚守自己的理想？ 欢迎
您记录自己的思考。

热议“22 条”系列
教育部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

进入教育领域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的
实施意见》（通称“22 条”）于近期发布，
民办教育人对此有何思考与展望？ 欢迎
来稿分享您的心得体会。

来稿邮箱：mbjyzk@163.com

以媒体的力量发现民办教育领域“最具社会责任榜样学校（人物）”。
对民办学校的整体实力和社会贡献作出综合评估，首次推出中国民办学校社会责任榜。
办学有道，责任致远。 让那些真正具有社会责任的民办学校和办学者，真实表达民办教育的价值和立场。

★评选说明：
（1）学校创办时间不少于5年；
（2）学校在助困扶贫、回报社会等方面能主动承担责任；
（3）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有突出成果；
（4）学校三年内没有出现过负面新闻或学生安全事故；
（5）学校有良好的社会口碑，荣获过市级以上有关部门表彰。

★推选原则：
1.申报：学校自荐、专家推荐、媒体推荐。
2.资料核实：经评审活动办公室核查，申报资料合格的学校进入候选名单。
3.评审：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根据学校申报的资料、案例效果、影响范围等进行综合评比。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征集候选学校（9月—12月）；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2013年1月）；
第三阶段：获奖学校榜单发布，举行颁奖典礼（2013年3月）。

★报名电话：010-82296843 18653191950 联系人：黄老师
★报名邮箱：mbjyzk@163.com(请注明责任评选)

民办教育最具社会责任榜样学校（人物）评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