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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拥抱心灵 呼唤生态
———中国小学名校联谊会第一季暨生态小学建设交流研讨会侧记

□ 金 锐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一位
参会的校长在会议间隙念出王昌龄的这首
诗， 说道，“这像专门为这次生态小学建设
交流研讨会写的， 除了广东省深圳市清林
小学外， 其他 3 所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的
发起学校全在这里面了。 ”

吴：江苏省昆山市前景教育集团；楚：
湖北省襄阳市前进路小学；洛阳：河南省洛
阳市西下池小学。

周围顿时传来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和笑
声。

这是 11 月 29 日至 30 日在河南省洛
阳市西工区召开的中国小学名校联谊会第
一季暨生态小学建设交流研讨会中的一个
侧影，会议正是在这种轻松、幽默的气氛中
进行的。

儿童是国家的未来， 然而现行一些小
学的教育却在大肆破坏儿童的生命成长。
为了集结更多有教育理想和改革动力的同
道者，为教育“培根”，中国教师报发起成立
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 并定期举办中国小
学名校联谊会。 本次会议由中国教师报主
办，洛阳市西工区教育体育局承办，中国生
态小学共同体协办。

会议共有来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
陕西、四川、重庆、贵州、辽宁、广西、湖北、
江苏、 广东等地的近 300 名小学校长代表
参加， 还有 7 位教育局局长亲自带队前来
参会。 4 所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的发起校，
除了深圳市清林小学校长杨勇因赴台湾考
察无法出席，委托副校长参加外，其他 3 所
学校校长全部到场。

为了更好地推广生态小学理念， 为全
国小学树立模范典型，并培植更多的“生态
小学”，中国教师报向 4 所中国生态小学共
同体发起校颁发了 “全国小学校长培训基
地”的铜牌。鉴于洛阳市西工区教育体育局
在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校长队伍建设的特
别贡献， 中国教师报借此机会也向西工区
教育体育局颁发了 “全国小学校长培训基
地”的铜牌。

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 编辑部主任
李炳亭表示， 要将 “全国小学校长培训基
地”打造成公益培训的平台，全面助力小学
校长的专业化成长， 希望各个学校交流经
验、分享心得，将“认识儿童、捍卫儿童、重
塑小学教育”的理念传播、发扬。

会场“爆棚”的尴尬

然而会议却是从“尴尬”开始的。
因为接待能力有限 ， 所以联谊会的

主办方一直尽量控制参会人员的数量 。
但是没想到 ，“爆棚 ”的种子 ，从报名时就
种下了。

“每个学校只能校长一人参会， 请理
解。 ”“我们学校特别关注生态小学的建设，
所以校长希望带教务处主任一起参加，请
一定通融！ ”

“对不起，因为接待能力有限，所以不
能接受报名了，会场已经坐不下了。 ”“这个
会实在太好了，我们一定要参加，会场坐不
下，我们可以站着听嘛！ ”

“您好，报名已经结束了，实在抱歉……”
“我们收到消息晚了，刚看到，现在我们已经
出发，正在路上了，请想办法让我们参会！ ”

……
尽管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一遍遍地解

释，但是报名人数还是远远超过了预想。
11 月 28 日，会议报到现场异常火爆，

前来参会的人数比报名表上要多得多。
资料不够，加印；加印了还是不够，一

个学校只发一份；仍然不够，每个地区来数
个学校的也只好共用一份；会议结束后，还
有许多学校的代表堵在组委会门口索要资
料……

酒店的房间住满了，安排在旁边的酒
店 ，又住满了 ，只好再安排附近其他的酒
店……

资料、住宿，这些还是小“尴尬”，第二
天会议现场的“爆棚”才是大“尴尬”。

会场根本坐不下这么多人，怎么办？组
委会情急生智， 干脆把会场中前几排的桌
子撤走，全部换成椅子，然后又在过道里塞
满了椅子。

11 月 29 日，会议的当天，依然有大批
参会人员陆续赶来， 会场的火爆超乎想象。
不但没有坐的地方， 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
许多人甚至站在会场外面听完了整场会议。

他们聚精会神， 一字一句地记录着会

议内容，相互讨论，时而频频点头，时而若
有所思，完全看不到会场拥挤带来的不便。

“‘爆棚’了，‘爆棚’了。 ”本次会议的
东道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
校长李艳丽不住地道歉 ，“真没想到来了
这么多人，招待不周，太不好意思了，太尴
尬了。 ”

“这说明大家关注生态小学， 关注课
改，关注孩子，这是好事啊。 ”中国生态小学
共同体秘书长郭瑞不断地安慰李艳丽。

是啊 ，这样的 “尴尬 ”，未尝不是一件
好事。

教育，从认识儿童出发

“一所学校所能达到的高度，取决于对
儿童的关注程度。 ”“教育如果不改革，就是
谋害生命 ， 我们要把孩子从油锅中捞出
来！ ”“儿童有儿童的世界， 成人要关注儿
童，但是不能闯进他们的世界，打扰他们的
世界。 ”“关注儿童是教育的第一课！ ”随着
李炳亭激情澎湃的开场演讲， 会场气氛被
推到高潮。

多年来，我们的教育习惯“满堂灌”“一
言堂”，把成人的思考方式、学习方式强加
给儿童， 剥夺了儿童自己的快乐， 而这一
切，都是以“爱”的名义进行的。

儿童需要爱。 但需要的是儿童世界里
的爱， 是面向儿童心灵的爱。 在李艳丽看
来，当前的教育需要回归常识。她以四句常
识统领报告：儿童天然生活在精神中；一切
认识来源于感觉； 儿童的成长有其阶段性
规律，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教育；人的成
长从“退行”开始。

李艳丽还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发生在西
下池小学的两个真实故事：

一个孩子，性情暴躁，每天都会和同学
打架。当周围的人都带着有色眼镜看他时，
西下池小学没有放弃他。 李艳丽让他每天
去“沙池”里玩，玩“沙池”里的玩具，甚至直
接玩沙子。 李艳丽说：“沙子和水是儿童最
喜欢的， 所以我特意在校园里设置了一个
‘沙池’。每天在沙子里玩，会让孩子学会专
注，改掉暴躁的性格。”奇迹出现了。一个星
期后，孩子的性格改变了，他不再和同学打
架，也不会每到上课时间就焦虑不安，所有
人都对他另眼相看了。

另一个孩子，从小被父母抛弃，性格内
向、自卑、孤僻，他不愿意和人交流，每天只
是默默地坐在教室一角，不言不语。班主任
发现了这个情况，决心帮助这个孩子。她的
做法很简单，每天来到孩子的身边，伸出双
手拥抱他， 然后对他说：“孩子， 你是最棒
的。 ”日复一日，孩子渐渐开朗起来，在他的
脸上，也越来越多地看到了欢乐和自信。

从暴躁到专注，从孤僻到开朗。这就是
爱的力量，是触及心灵的力量。我们关注儿
童，首先要关注心灵，让儿童的心灵回归到
儿童自己的世界，这才是真正的爱。

江苏省昆山市前景教育集团董事长张
雷则讲述了“课堂重建的价值与路径”。 他
从课堂的技术、管理、制度、关系、角色等方
面进行了详细解说。张雷认为，课堂改变中
国，教育创造未来，教育必须从人性出发，
从生命出发， 只有课堂的重建才能引导教
育的重建。之后，前进路小学校长张春森分
享了学校的课改经验，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
基金会助理总监宿彦慧围绕“梦想中心”进
行了题为“为了孩子自信、从容有尊严的未
来”的公益宣讲。

现场观摩的心灵体验

在西下池小学大门口， 有一块 “文化
石”，上面刻着“爱和自由”几个大字。

“爱”是对儿童心灵的关注，那“自由”
呢？

“‘自由’不是放任自流，而是回到儿童
的世界，寻找生态环境下的天真与自然，形
成一种规则。西下池小学强调的，就是规则
下的自由， 这也是支撑生态课堂最重要的
部分。 ”李艳丽介绍说。

11 月 30 日， 参会代表参观了西下池
小学，观摩了他们的“实体化教学”课堂。

操场的一侧有一排秋千和几个沙袋，
秋千可以让孩子放松心情， 沙袋则可以让
孩子发泄情绪。 秋千和沙袋前都站了不少
学生。没有教师维持秩序，但孩子们依然很
自觉地排好队，按顺序进行游戏。

校园里有石榴树， 有孩子自己的种植
园地，有“吉祥兔屋”和“和平鸽苑”，每间教

室都摆放着绿色植物。李艳丽说，要让孩子
回到生态的环境，和动物与植物一起成长，
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爱心与童心。 “石榴熟
了，孩子不会去摘，他们要把石榴留给小鸟
吃。这是最生态的环境，也是自由中形成的
规则。 ”

此外，校园里还有沙池、梅花桩、攀爬
墙、古诗墙、长廊、生态园、美术角等 24 道
人文景观。每一处景观都不是孤立的，它们
充满了对孩子的关爱，是孩子自己的世界。
24 道人文景观共同构成了西下池小学的
生态校园文化。

在参观校园景观时， 西下池小学的学
生担当起了“小导游”，解说词也是他们自
己写的。 孩子们热情大方地向参观者讲解
每道景观的作用与内涵， 参会代表们听得
津津有味。

“真是太好了。 这些都
是孩子自己的语言， 不是
大人事先写好的。 我们就
应该培养孩子的独创性 ，
让他们有机会展示、 表达
自己。 ”大家发出了由衷的
感叹。

西下池小学所有的班
级都对外开放，参会代表可
以对照手中的课程表，自由
听课。 推开一间教室的门，
里面正在上一节语文课。学
生被分为 6 个小组，七八个
人围着一张桌子，就是一个
小组。 教室是孩子的天地，
教师站在教室的一角，微笑
着看着他们。

学生轮流上台讲解 、
展示，一个个精神饱满、大
方自然。

忽然， 一个学生抛出
一个问题， 教室里一下子
站起来五六个学生要回
答。

这么多学生， 教师会
让谁回答？ 教室里不会乱
吗？ 大家都好奇起来。

教师没有指定回答问
题的人选， 教室里也没有
丝毫杂乱。 一个学生开始
发言后， 其他学生就立刻
安静下来。

“要学会‘倾听’，这是
课堂的规则。 你看，孩子离
开座位后都会自觉地把椅
子摆好，这叫‘归位’，也是
课堂的规则。 ”身边两位参
会的校长拿着西下池小学
的介绍资料小声讨论着。

当学生在自由中养成
了规则， 就自然而然地形
成了校园生态。

记者现场采访了一名
校长， 他感慨道：“我们也
在搞课改， 以前以为只要
把桌子拼起来， 让学生自
学、 展示、 反馈就算课改
了。 现在看来， 远远不够
啊，这只是方法上的创新，
而真正的课改， 应该是理
念上的，要关注心灵，要营
造环境，要注重细节，要形
成流程，要呼唤自由，要回
归生态……我们要学的要
做的真的太多了！ ”

讲座与观摩现场
纳入培训内容

会议的第二天， 主办
方精心为参会代表安排了
一场 “案例解剖体验式培
训”。

这是什么培训？ 什么
叫案例解剖？ 什么叫体验
式？ 大家饶有兴趣地聚在
一起，相互讨论着。

“这种培训的创新在
于， 我们要把之前的讲座
与观摩现场作为体验式培
训的内容， 让大家通过高
效课堂的流程， 进行参会
的及时反馈， 生成对西下
池小学的心得与感悟。 ”郭

瑞解释道 ，“现在大家 10 人一组排好队 ，
随机组合，50 人一班，按照引领进教室。 ”

将案例解剖与体验式培训结合在一起，
不但可以加深对讲座的印象，及时反馈参会
的收获，生成感悟与认识，同时也可以让参
会者身临其境地感受高效课堂的氛围。只有
切身体会，才能更好地进行实践。

每个教室中不仅有班主任、 学习者，
还专门配备了西下池小学的教师和学生。
教师适时地引导、点拨、讲解，让学习者的
认识更深刻； 而学生则参与到讨论之中，
学生的热情活泼也点燃了整个课堂，让原
本因为互不熟悉而略显平淡的讨论变得
热烈起来。

在小组建设环节， 刚开始的展示还不
够自然，随着课堂的深入，大家的表现也渐
入佳境，组名、组徽、组呼都丰富多彩，展示

形式也精彩万分， 甚至有
的小组组员拥抱在一起 ，
高呼小组口号。

小组建设结束后 ，班
主任出示学习内容： 西下
池小学的核 心 价 值 是 什
么？ 西下池小学的生态环
境给你的启发是什么？ 西
下池小学的课堂要素有哪
些？ 规则对儿童心灵成长
的意义是什么？

大家通过自学、对学、
群学进行了研讨。 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理解和收获 ，
然后相互探究，小组讨论。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思维
的火花不断碰撞， 理解加
深了，收获也越来越多。

“西下池小学关注孩子
的心灵，我认为这是最核心
的内容。 心灵代表情感的沟
通、情感的倾注。 在课堂上，
师生间的情感是最重要的，
只有学生爱自己的老师，才
会爱上课堂。 ”

“爱的基础是尊重。 每
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优势和
特点，我们应该尊重孩子，
发挥他们的长处， 培养他
们的个性， 不能一切从教
师自己出发， 把所有孩子
都当作机器零件， 培养出
的孩子像流水线上加工出
来的一样。 ”

“我补充一点，重建课
堂不仅是一种教学手段 ，
更应该上升到理论高度 ，
这是一种管理艺术。 只有
我们改变自己根深蒂固的
想法， 更多地从学生角度
去考虑， 多关注他们的生
活，他们的想法，由上至下
地实行改革， 才能更好地
推动生态学校的建设。 ”

……
一个半小时的培训很

快就结束了 ，但是热闹的
课堂 、精彩的发言 、精辟
的见解 、 欢乐的气氛 ，让
每个人都依依不舍 ，流连
忘返。

两天的会议， 和来自
全国各地小学的校长代表
进行交流、研讨，每个人都
感触良多，也收获良多。 教
育一线工作者的艰辛 ，他
们的热情，他们的渴望，他
们的忧虑，他们的希冀，他
们对孩子的关注， 对课改
的执着，无不历历在目。

洛阳，这座古都，是生
态小学的起点。 生态小学
的理念将从这里走出 ，传
向全国 。 这不是苦行 ，也
不是朝拜 ，而是传道者的
信念。

课改的道路， 一定会
继续走下去， 因为它代表
着教育的意义， 更代表着
生命的高度。

心中忽又闪现出 1300
年前王昌龄的诗句：

洛阳亲友如相问 ，一
片冰心在玉壶。

11 月 29 日至 30 日，中国小学名
校联谊会第一季在河南洛阳举行，原
本计划 180 人的会场 ， 却容纳了近
300 人，有的参会代表没有座位，就站
着听，与会人数之多，超乎预料，参会
热情之高，令人动容。可见有教育良知
的人越来越感到了当前教育存在的问
题，他们渴求谋变的心态甚是急切。而
我正是这其中的一员。

我深切地感受到， 中国生态小学
共同体的发起， 为中国教育播下了生
态的种子， 随着联谊会等多种活动形
式的开展， 共同体一定会生长成茂密
的森林，形成中国教育的新生态！

共同体必将是一个引领小学校长
队伍对教育进行完整的研究思考的组
织。对绝大多数小学校长而言，虽然教
了一辈子书， 但却没有做过真正的教
育。 随着越来越多的学校加入中国生
态小学共同体， 意味着从此将有更多
的教育人开始着眼于 “认识儿童”，开
始思考如何“捍卫孩子的童年”，开始
走向“重塑小学教育”的崭新的教育之
路 ，而这 ，却是以一种 “革命家 ”的姿
态，和旧教育搏斗，他们必将在改革中
成就自己、成就教师、成就教育、成就
国家的未来……越来越多有良知的教
育人被感召，加盟的学校越来越多，新
教育呈现出曙光， 他们必将留芳在中
国教育史之中！

我为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鼓与
呼， 祝福她健壮地成长并愿意为她的
成长贡献全部力量！
———河南省郑州市立才实验学校校长

张照红

近 30 年的教育生涯， 我心中一
直在询问着理想教育是什么？ 这次有
幸参加中国小学名校联谊会第一季
暨生态小学建设交流研讨会，我终于
发现了心中的理想教育就是西下池
小学的 “心教育 ”，真是有种 “众里寻
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的感觉。 爱与自由就是教育
的真谛， 让我们用心灵唤醒心灵，让
孩子在规则中去享受自由，让孩子在
爱的雨露浇灌下茁壮成长。 理想教育
就是生态的教育， 就是创造环境、协
助孩子，让孩子自主完成创造自我的
教育。 理想教育能让孩子对学校流连
忘返，使学校成为孩子万分期待的美
丽校园，从而为孩子一生的幸福奠定
坚实的基础。

———四川省南充市仪凤街小学校长
姚麒麟

2012 年 11 月 29 日至 30 日， 我校一行 4 人来到
洛阳参加中国小学名校联谊会第一季暨生态小学建
设交流研讨会。 通过聆听专家讲学报告，到西下池小
学观摩，参与高效课堂案例解刨体验式培训，我们坚
定了加入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的信心与决心。 以建设
生态小学共同体为平台，宣传学校教育以儿童发展为
核心，认识儿童，研究儿童，捍卫儿童的理念。 教育工
作者要有情怀、良知、担当，注重学校生态文化建设，
开发校本班本活动课程， 构建高效课堂生态体系，建
设师德优良、业务精湛的教师团队。

———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第六小学校长 韦敏菊

生态学校的建设是我们教育人应该共同追求的
目标，通过与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发起学校校长的经
验分享， 我感到教育的发展应尊重大的生态规律，我
们要心存对儿童的敬畏之心，尊重孩子、爱护孩子，让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自觉、自知、个性的生态中成长
发展，对孩子多些理解，多些支持，多些鼓励，多为孩
子成长创设应有的感知印象，让孩子的个性在阳光下
自由茁壮地成长。 我想通过共同体的努力，教育一定
会使生命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河北省邢台市巨鹿育蕾小学校长 王世永

参加了中国小学名校联谊会第一季暨生态小学

建设交流研讨会后，我心潮澎湃，一股不将课改进行
到底死不休的激流在心中涌动。

生态教育，不单指学习、生活环境的生态，更是教
学、活动、课程的生态，更重要的是教育思想的生态，
是对儿童对生命成长方式的认识，是对儿童权益的尊
重，是对童年的捍卫。 生态教育就是把生命质量作为
学校的教学质量；就是把课堂还给学生，把成长的权
利交给学生；就是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
展学生；就是让学习基于需要自然发生；就是让每个
学生做回自我。

以上是通过本次学习， 我对生态教育的几点理
解。 为了对学生的一生负责，我们就是要从现在开始

“培根”工程，让“生态教育”这条“生态营养”之河，滋
养每一名学生 ，健康茁壮地生长 ，并让这条 “生态营
养”河流，流向更远的地方。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百灵学校校长 王继山

中国生态小学共同体的建立， 为我们树立了榜
样。 专家们的报告，从宏观到微观 ，从 “术 ”到 “道 ”，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 淳朴而又充满童话般色彩的西
下池小学，让我们感受到爱与自由的魅力。 “不虚此
行 ”———这是武汉市洪山区教育界同仁发出的共同
感叹！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鲁巷实验小学校长 张红娟

参会代表感言

“全 国 小 学 校 长 培 训 基
地———西下池基地”揭牌。

“全 国 小 学 校 长 培 训 基
地———前景基地”揭牌。

“全 国 小 学 校 长 培 训 基
地———清林基地”揭牌。

“ 全 国 小 学 校 长 培 训 基
地———前进路基地”揭牌。

“ 全 国 小 学 校 长 培 训 基
地———西工基地”揭牌。

孙和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