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行 5 人参加了在望城金海双语学校举
办的合作教研第二期沙龙活动。

活动组织者兼主持人，《中国教师报·民办教
育周刊》 主编褚清源在评课活动中首先点将我们
学校的贺校长。 这个行事务实、言辞简洁的媒体人
知道，贺校长喜欢泡在课堂里，他的“展示”历来是
不用话筒就能用铿锵有力的话语“聚焦“全场”，不
做“预展”也能做到思路缜密，最主要的是他坚持
“展示即暴露”，他素来不善恭维之辞、不喜空话套
话，讲的都是他想讲的大实话，而这正是课改人最
需要的。

“我们一定要遵循规律，根据学校发展特点、
班级实情和师生状态，有序发展，不要一味模仿、
照抄他人的经验……若课改处在初级阶段，我们
需要模式的引领 ， 需要构建适合当下发展的模
式，但我们不能被模式框死……不论怎样变化的
课堂，都要遵从人的认知规律 ，都必须构建课堂
认知体系，而且一定要引导学生 、放手让学生去
完成……”

果然， 贺校长用他真诚的言语， 将 “课堂突
破———继承与创新”的研讨主题诠释得那样实在。
“贺校长用很普通的普通话传达了很不普通的见
解。 ”褚清源如是点评。

贺校长基本适应沟通的普通话的确 “很普
通”，但他的表达是清晰易懂的，浸透了他作为一
个课改人对教育良知的真诚。

等到我校邓校长评课的时候 ， 她挺拔的身
姿和从容的步伐 ， 丝毫没有连日熬夜加班赶工
的疲态。 “我，准备好了。金海和会场其他学校的
同行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例行会议常有的漠
然、沉闷，被这个美丽大方的女校长的热情问候
驱散了 ， 会场异口同声地整齐回应 ： “准备好
了！ ”

邓校长讲她在课堂看到的孩子们金子般闪光
的纯真， 讲她课后与老师们交谈中感受到的谦和
有礼， 还提到活动中随处都有的细致周到的接待
所彰显的良好的服务意识。 她用她的热情辉映出
她对金海“闪光教育”内涵的理解。

“点燃他人，先点燃自己！ ”褚清源在邓校长发
言后，不禁这样热情地点评。

是的，点燃他人，先点燃自己，这是对课改人
最好的描述。 在课改的路途中要实现 “生命的狂
欢”，必须点燃他人，让更多的人呼唤教育良知的
回归，而作为课改人，我们必须先点燃自己，用我
们的真诚和热情点燃自己！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实验学校）

我想， 在望城金海双语学校举办的合作教研
活动至少取得了如下成果：

一是实现了湖南民办学校在教研合作方面的
全新尝试。 长期以来，民办学校尽管在管理体制、
特色打造、教学研讨等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
但由于缺乏统一组织， 很难实现民办学校的相互
借鉴和优势互补。 特别是在高效课堂的研究上，民
办学校因其自身发展需要， 使其一开始的目标定
位就高出于普通公办学校。 其办学体制的灵活性，
又使其高效课堂的构建具有无比的优越性。 但因
为缺乏统一组织，民办学校往往各自为战，没有形
成合力， 各学校在高效课堂推进方面的优秀成果
也就无法实现共享。 本次沙龙，由《中国教师报·民
办教育周刊》和省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牵头，将
省内较为知名的民办学校组织起来， 就共同的主
题进行探讨， 真正实现了民办学校在教研方面的
合作与共享， 为民办学校的抱团发展开创了新的
途径。

二是交流了课改前沿的有价值的经验。 本次
沙龙，以“创意高效课堂小组评价”为主题，抓住了
高效课堂小组建设这一高效课堂中最基础的环节
进行探讨，参与沙龙的学校结合校情班情，从宏观
和微观的角度进行深入阐述， 案例详实， 创意新
颖，对高效课堂如何用好评价杠杆，保持学生长久
学习动力提供了有价值的经验。

三是推动和促进了民办学校的课改。 本次沙
龙，除了就统一的主题各抒己见之外。 来自中国教
师报和省教科院的专家， 以及来自民办学校的老
师还深入沙龙主办学校进行了听课和评课活动，
对高效课堂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有力推
动和促进了举办学校的课改， 也为其他与会民办
学校提供了互相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总之， 本次沙龙是湖南民办学校合作教研的
全新尝试， 必将进一步促进民办学校在高效课堂
乃至学校管理等诸多方面的合作， 民办学校在互
助合作下也必将实现共赢。 而本次沙龙倡导成立
的湖南民办学校共同体， 也必将为民办学校的合
作教研、抱团发展注入更为强劲的动力。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望城金海双语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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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松信
让教育像呼吸一样自然

学校没有特色，也就没有竞争力，也就是
说学校特色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
一。 一流的学校一定是一个富有特色的学校，

也一定有一个富有特色的校长。

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校长既是领导者，也是管理者。领导者侧
重做人，管理者侧重做事。 校长既要当好领导者，也要当好管理者，
但更重要的是要当好领导者。

发现不了学校存在的问题往往就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的校长不
要害怕问题的存在，因为问题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只有

不断地发现问题，并不断地解决问题，学校才能不断地迈上新台阶。

当今校长的能力正在呈现两方面显著的变化：一方面，校长的
组织能力、社会交际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增强了；另一方面，校长的
指导课堂教学能力却变弱了。 这不但要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且要促
使我们去改变这种状况。

记得比尔·盖茨有一句名言：“没有执行力，就没有竞争力。 ”学
校中层领导的执行力是提升学校管理水平的关键， 但务必记住：校
长凡事都揽着干，中层干部难成长。校长放手让中层干，中层很快长
才干。 也就是说：校长整天忙，其实是外行！

校长主要是通过管理“人”来管理学校的，这里的“人”既包括教
师，也包括学生。 所以，校长既要注重和教师打交道，也要注重和学
生打交道。在现实中，不少校长只注重和教师打交道，而不太注重和
学生打交道。诸位校长别忘记一句名言：“那种脱离了学生的校长是
注定成不了教育家的校长”。

忙碌的校长不一定是有成就的校长，因为很多忙碌的校长并没
有取得实际的成就。 而看一个校长是否有成就，其衡量指标是结果
而不是过程，即是否有成就而不是是否忙碌。 世上并没有专门给予
工作忙碌者的奖励，所有奖励都是被用来奖励工作成就的。

（福建省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章立早）

点燃他人，先点燃自己

（上接 12 版）
景老师育人有两大特点。 一是重视家庭教育。 20

多年的班主任经验告诉她， 教育的核心在于家庭教
育。 因此她的家长会常常开成了家长培训会，有时会
议长达六七个小时，但没有一位家长感到厌烦。 二是
言传身教。 作为班主任，她带领学生背诵《弟子规》，组
织家长听国学讲座，培养学生在仁、义、礼、智、信上的
修为。 在她班里，每位学生都有一本与她交流的日记
本，孩子们向她倾诉学习、生活中的种种烦恼，她不仅
认真解答，还常常写上“你能行”、“你一定会成功”这
样的鼓励话。

景老师的付出，感动了无数的心灵。 去年她生日
那天， 一群毕业生从大学里给她传来了一段视频，每
个人都向她表达了感恩之情，并嘱咐学弟学妹要珍惜
大家共同的妈妈。 那时，她流泪了，这泪水如此幸福，
如此甘甜。

“我坚持不放弃！ 所以你们任何一个人也不许放
弃！”这是 2008 级 20 班班主任王秀梅时常挂在嘴边的
一句话。 王秀梅带的 2008 级 20 班入学时成绩排名倒
数第一，但是，她认为，带学生，就是要把“人”字立起
来，因此她从教学生正眼看人做起，一点一滴调教着
最淘气的孩子。 后来，连清洁工都来告诉她，你班里的
学生真仁义、有礼貌。

“高中只是学生们生命旅途中的一个驿站而已，
他们将来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告诫自己，你的任
务不只是让他们有一个好的成绩，你的眼中不能只盯
着成绩好资质高的学生，你要与他们共同创建一个温

暖和谐的班集体， 引导每一位学生在其中发现自我、
磨炼自我、完善自我，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帮助他们
做好步入社会的准备。 这是吉林一中幸福教育的内容
的一部分。 ”这是班主任王力老师的内心表白。

在吉林一中，像景蓉、王秀梅、王力这样的班主任
还有很多很多，他们就像天使，用心创造着幸福、传递
着幸福。 王立群老师的心理咨询室每天都向学生开
放，孩子有了心理障碍，她把孩子带到家里照料，直到
孩子一切如常了才交给家长；一直被学生们叫做“姐
姐”的韩鑫桐老师，用自己的爱心、智慧赢得了无数学
生的“芳心”……“孩子是家庭的太阳，当他高高升起，
他家里就会永远阳光普照。 ”这是吉林一中全体老师
的心声，也是“幸福德育”的目的所在。

“幸福校园”：富有人文气息的精神文化
许多人走进吉林一中，总会有这样的疑问：为什

么这里的老师可以全身心地投入课堂改革、 教育工
作？ 为什么校园里始终洋溢着满满的幸福？ 从根本上
说，这源自学校富有人文气息的精神文化。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幸福首先缘于从骨
子里透着亲和力的好校长夏军，是他让每个人都感受
到了平等与尊重。

那一年，2009 级 20 班的孩子们自发举办了一台
“感动家园人物颁奖晚会”，他们决定给班主任刘金玉
颁一个“感动家园特别奖”，在写作颁奖词时，他们突

发奇想，决定找校长来评价班主任。 于是，几个孩子拿
着采访本，举着摄像机，轻轻推开了夏军办公室的门，
“夏校长，请您谈谈我们的刘金玉老师好吗？ ”夏军从
一堆材料中抬起头，灿烂地笑起来。 “好啊，同学们，能
跟你们商量一下，明天这个时间再来行吗？ 我今天这
身衣服太随意了！ ”夏军说。 孩子们几乎是雀跃着出门
的。 第二天，夏军西装革履，面带笑容，面对摄像机的
镜头，侃侃而谈……

“感动家园人物颁奖晚会”如期举行，蒙在鼓里的
刘老师一直坐在台下，欣赏着她的得意弟子们的大手
笔，突然她听到主持人叫她的名字，又看到夏军的采
访录像正在同步播出，惊喜交加的刘老师顿时泪流满
面……

以夏军为核心的领导班子还有着强烈的人文关
怀。 他们认为，教师必须幸福在先，才能成为学生幸福
人生的引路人。 新聘来的青年教师没有编制，学校竭
力保证他们的待遇和有编制的教师一样；一批教师没
法如期晋级职称，夏军有时间就去市里找有关部门沟
通，在具体实施迟迟没有眉目的情况下，学校干脆自
己挤出钱来，给因名额限制评不上职称的教师晋升工
资；教工食堂可供一日三餐，还可以带家属吃早餐；每
天下午，老师们还可以去体育馆打球、练瑜伽……难
怪不少老教师感叹：“现在的吉林一中正处于幸福的
顶峰”。

在如此温暖的校园里，教师团队自然而然地形成

了“相助为理、争自磨砺”的精神。 “相助为理”为 1907
年吉林中学堂初创时所提倡的精神，百年来一代代教
师传承了这种团队精神，成为吉林一中有口皆碑的优
良传统。 新世纪以来，学校涌现出的优秀团队数不胜
数。 英语教研组 2006 年被评为 “吉林市三八红旗集
体”，2007 年被评为“吉林省优秀教研组标杆单位”；化
学教研组 2005-2006 年度以全票通过的成绩被评为
学校优秀教研组，2006 年在吉林市首届教师技能大赛
中获化学科团体总分第一名。

而无数个人也甘愿发挥着“人梯”的作用，一批批
青年教师的成长，一位位名优教师的脱颖而出，都倾
注了老教师“传、帮、带”的智慧和汗水。 常常有青年教
师感叹：“成为名优教师，我只有一个感觉：我们是站
在一中前辈的肩膀上，厚重，敦实，优越。 ”“课成功了，
心里有太多的感谢。 身在吉林一中，有太多的幸福。 ”

幸福没有标准 ，但可以感受 ，可以触摸 ，可以传
递。 正是这种富有人文气息的精神文化，感召着、吸引
着、 渗透着每个一中人感受幸福与奉献幸福的心灵！
这是吉林一中“幸福教育”发展之“魂”，也是“幸福教
育”最深度之“秘”！

今年是吉林一中建校 105 周年，在学校的大门口，
“为每一位学生终生幸福奠基”几个大字醒目异常。 著
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
获得幸福， 不能为任何不相干的利益而牺牲这种幸
福。 ”“幸福教育”正是以一种纯粹的幸福，引领吉林一
中走向了第二次腾飞！ 孩子们说：“幸福教育让我在青
春的岁月里刻下了不朽的篇章！ ”“幸福教育让我们懂
得了快乐的秘诀。 ”听，这就是来自他们内心的幸福的
声音！

幸福就在师生心间品牌学校建设

1998 年 8 月，我砸了自己的“铁饭碗”，来到一所
民办学校。 这期间，我横跨学校办公室、招生办、中学、
小学等部门，轮换着办公室职员、团委书记、政教处副
主任、政教处主任、教务处主任、学部校长、学校副校
长兼学部校长等不同岗位的不同角色。 角色的变换、
舞台的变迁， 以及多年来的教育学习与管理实践，使
我对教育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我认为，理想的教育
应当像呼吸一样自然。 作为一名学校管理者，这些年，
我一直在践行心目中的理想教育，努力追寻像呼吸一
样自然的教育。

学校环境像呼吸一样自然。现实中，许多学校不
像学校，为了“生源”和 “分数 ”，学校硝烟弥漫 ，商业
气息和战火味浓烈，像是“商场”和“战场”。 其实，学
校就应该像学校， 是一个纯粹的、 简单的为了孩子
健康成长的场所。 学校的教育， 就应该是像呼吸一
样自然的教育， 应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以学生的健
康成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在学校的教室、 活动区
域等硬件建设上处处彰显人文气息。 学校墙壁文化
的构建， 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心理成长需求， 没有命
令式的口吻， 有的只是润物无声的熏陶、 感染和引
领。 学校环境与学生的成长相得益彰， 学生在这样
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 ，才会感觉轻松 、舒适 、温馨 ，
像呼吸一样自然。

教师工作像呼吸一样自然。 教师应充分认识新形
势下的新型师生关系，在课堂上不再高高在上，他们
是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和管理者，与学生平等相处，
和谐互动，一心一意为了学生更好地学。 如何提高个
人专业素养和专业发展水平，更好地服务学生，教育
和引导学生，是教师的自我专业发展要求。 像呼吸一
样自然的教育，学校不“绑架”教师，不束缚教师，而是
赋予教师更广大的发展空间，积极为教师的专业成长
创造条件 、搭建平台 ，让教师自然地呼吸 ，自然地发
展，让教师工作起来像呼吸一样自然。

学生学习像呼吸一样自然。 在一些学校，为了提
高所谓的教学质量，学校和教师无视教育教学规律，
无视学生的身心健康，对学生实施“题海战术”和“魔
鬼训练 ”，表面上是为了学生的成长 ，实质是在 “利
用”学生 ，让学生成为扩大学校影响力的利器 、校长
升职的垫脚石、教师职称评聘的筹码。 像呼吸一样自
然的教育，应该让学生真正成为学校的主体，学校一
切工作围绕学生、服务学生。 学校尊重教育规律，遵
循学生成长规律 ，不折腾学生 ，不利用学生 ，不打击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学校充分发挥学生的兴趣、爱好
和特长，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让孩子像呼吸
一样自然地生长。

教师交往像呼吸一样自然。 有的学校因为缺乏民
主，教师之间缺乏沟通，可能出现大家各自为阵，甚至
因为一些个人利益问题发生摩擦。 像呼吸一样自然的
教育，学校与权力无关，与个人利益绝缘，只是与学术
相连，与学生的成长一脉相承。 广大教师为了一个共
同的梦想走在一起， 彼此间只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
就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广
大教师抛开世俗观念，大家与世无争，不拉帮结派，不
为职称评聘争得面红耳赤，不为评选表彰的名额勾心
斗角，全校上下关系和谐，同事之间的相处像呼吸一
样自然。

家校配合像呼吸一样自然。 家长和学校都是为了
孩子的成长，从这一点而言，家长和学校应该志同道
合，似乎没有分歧，没有纷争。 事实上，许多学校由于
缺乏有效的家校沟通，导致家长问责学校的事件层出
不穷，搞得学校鸡犬不宁。 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教育，倡
导建立融洽的、畅通无阻的家校配合绿色通道。 教师
应积极地、主动地、适时地与家长联系，真诚地与家长
交朋友，教师应抵挡住社会上不正之风的影响，与家

长“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样一来，学校和教师才能够
得到家长的认同，赢得家长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学校、
教师与家长的关系才能如同鱼儿与水的关系，与家长
的交往才能像呼吸一样自然。

节庆活动像呼吸一样自然。 重大节庆日举行庆
祝活动， 一则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二则是对学生进
行的一项必要的思想政治教育。 然而， 一旦碰上重
大节庆日 ，学校各个班级积极行动 ，加班加点 ，倾全
力排练和雕琢节目。 此举虽然把节庆活动搞得有声
有色， 达到了节庆活动的目的， 但也扰乱了正常的
教学秩序，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质量。 像呼吸一
样自然的教育 ， 学校和教师对节庆活动胸有成竹 ，
从容应对。 因为舞台上的节目已经细化在每个学期
的各个兴趣小组活动中 ， 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

程， 各班级无非是在节庆日， 把日常培训和演练的
节目进行梳理和整合， 进行串排和雕琢， 进而搬上
舞台。

应对检查像呼吸一样自然。 纵观各大中小学校，
每当迎接各项评比检查， 抑或是上级领导莅校视察，
学校领导无不正襟危坐， 唯恐迎检材料准备不周，或
者是学校卫生工作差而损害学校形象。 于是乎，学校
教师倾巢出动、人人上场，不眠不休地补充材料，临时
地毯式打扫校园卫生。 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教育，学校
时刻掌握主动，不担心上级领导突击检查，不害怕每
一次的评估验收。 因为学校制度健全，管理规范有序，
大家已经习惯了搜集和保存教育教学的过程性材料，
并定期做好各种资料的整理和归档工作，全校师生也
已经习惯了每一天清理并保持好校园环境卫生。 无论

是迎接各项评估检查，还是上级领导突然造访，学校
都能够做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对检查像呼吸
一样自然。

特色形成像呼吸一样自然。 学校特色是学校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 是学校赢得家长支持和尊敬的关键。
特色打造并非一朝一夕， 品牌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
像呼吸一样自然的教育，秉承学校发展历史，发扬学
校优良传统，立足学校、教师和学生实际，开发和选择
适合学校发展的特色项目。 学校特色的打造不是靠喊
口号、做宣传，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能催生的
产物，而是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持之以恒，努力打造
的结果。 学校特色的形成是随着时间的积淀逐渐彰
显，水到渠成，像呼吸一样自然。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泉州市南少林武术学校）

理想的民办教育

□ 杨 玲

墨守成规，自然无法推动教育的发展；固步自
封，更无法完成改革创新的重任。 只有改革，才能
撬动教育的原点； 只有改革， 才能改变教育的命
运，才能改变中国的命运。

把教育建立在人的发展的基点上 ， 把课堂
还给学生，让课堂高效而灵动 ，小组评价便是其
坚实的奠基石之一。 “创意高效课堂小组评价 ”
的沙龙活动， 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和

案例， 让刚刚起步的江英学校的课改不再踽踽
独行， 不再孤寂彷徨 ， 增加了前行的勇气和力
量。

感谢《中国教师报·民办教育周刊》为我们搭
建这样的一个平台，感谢湖南省民办学校共同体，
让我们携手，一起改变教育的思维，仰望教育的天
空，追寻教育的希望。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安化县江英实验学校）

仰望教育的天空
□ 罗鹏飞

让合作教研之花
精彩绽放

□ 黄国栋

9 月中旬，由《中国教师报·民办教育周刊》与湖南省教育科学院民办教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湖南
省民办教育首期合作教研”活动，在湖南省望城区金海双语实验学校举行。 在激情四溢的争辩与讨论之
后，参与研讨的教师生成了哪些反思？ 又得出了哪些感受？ 来听听他们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