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周智讯

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
举办校际合作教研活动

本报讯 11 月 27 日， 河南
民办教育共同体第三期合作教
研主题沙龙在河南封丘实新学
校举行。 本期沙龙的主题是“全
程说课怎么说”，河南民办教育共
同体的发起学校———郑州立才实
验学校、新密新世纪学校、原阳阳
光中学、长垣县步步高学校、虞城
县天元学校、 封丘实新学校的教
师代表展示了全程说课的案例，
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王红
顺对展示案例进行了现场点评，
来自全省民办中小学的 100 余
名代表观摩了教研活动。

全程说课，是在传统说课基
础上进行“上挂”、“下联”。 所谓
“上挂” 是指要把备课过程中教
师阅读、 思考形成思路的方法、
过程完整地呈现出来 ；所谓 “下
联 ”是指要把课后的反思 、教案
的课后修订，以及对课上出现的
问题和下节课的补救措施也要
呈现出来供同行研讨。

全程说课与传统说课相比，
其突出的价值是更有利于新教师
的成长与成熟， 是新教师成长的
高速公路， 是培养新教师的有效
方式。 因为其不仅仅着眼于课前
的备课设计， 更着眼于上课时的
教育机智， 以及课后的反思和下
节课的补救措施， 可以完整地呈
现一位教师通过一节课成长的心
路历程。

整个说课过程精彩纷呈，原
定于一个上午的会议， 一直延迟
到下午 4 点才结束。 郑州立才实
验学校教师王倩茹在自己的随笔
中这样写道： 一直想能有成长的
机会，一直觉得自己不够强大，终
于有机会走出去真正体会了，才
发现自己需要成长的地方实在是
太多。 封丘实新学校工作只有 3
个月时间的年轻教师， 能把全程
说课做得如此完美，让我们看到
了自己的差距。 如此优秀的不仅
仅是封丘实新学校的老师， 还有
其他学校的老师， 当我们对全程
说课还停留在概念意义上的时
候， 没想到那么多的学校已经深
入研究了， 已经把实实在在的成
果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是如此
完美的呈现。

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是由本
刊与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基础教
育工作委员会联合部分学校共同
发起成立的一个课改公益行动研
究组织， 旨在联合更多致力于课
改推进的民办学校相互协作，抱
团发展。 目前，每月一期校际间
的合作教研活动已成为他们抱团
发展的有效载体。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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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校长的“拐杖人生”
———安徽省阜阳市京九实验中学董事长任杰的成长故事

□ 本报记者 黄 浩 褚清源

□ 王国平

“你给我们学
校的中层干部培训
一下执行力吧 ”，许
多校长找我为管理
团队做培训时都说

过这样的话。 而每次听后我都涌出一些问
号：难道中层干部就是执行层面吗 ？ 如果
校长决策有误中层干部也必须执行吗？ 校
长需不需要中层干部的创意？ 需不需要中
层干部在工作中有所拓展？ 学校工作也要
像军队的“军令如山倒”吗？

看来校长的诉求也很明确，希望中层干
部“听话”，希望听从校长的指令，希望校长
布置的任务能得到落实。 当然，这应该属于
学校管理运行的常态。 但正如我的发问，深
一步去追究，这个说法就有问题了。试想，如
果一味地强调中层干部就是执行的话，时间
久了，中层干部工作的主动性和建设性就会
磨灭，可以想见这时的校长有多累！ 校长就
像车头， 牵引着一列没有动力源的车厢，而
动车组则不然， 是把动力分散到若干个车

厢，这是“力量集合”的模式。
正是基于上述思考， 我接受校长的邀请

后说：换个题目吧，我喜欢讲的是“怎样做好
中层管理者”。 那次在安徽铜陵铜都双语学校
培训中层干部时，我甚至用了“中层干部管理
学”的说法。 当然，在这样的主题思想下，必然
也要讲到执行力问题，但绝不是用简单的“听
话与服从”来解释执行力，而是从教育管理这
一具有创新和应对变数的特点， 对中层干部
执行力做了一些深刻和现实的分析。

第一，对中层干部而言，执行力不仅是
针对校长指令的。

执行力的第一针对目标是学校既定的
工作计划，是“对事不对人”的问题。 尤其是
负责一个部门工作的中层管理者，执行力还
包括由自己制定的工作计划的落实问题，这
属于“说到做到”的实干精神和工作力度的
问题。

第二，对于校长的决策和计划，中层干
部还应该具有“发展与调控”意识。

民主型校长会很看重这点，因为中层干

部本身就应该属于校长的“外脑”，就应该为
校长的工作和为学校的工作献计献策，就应
该对校长制定或学校集体制定的工作计划
在实施中进行科学调控，而不是简单的“听
话式执行”。或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优秀的
中层干部在工作推进中不仅善于落实，还要
能评估和创新，这叫“落得更实”，也属于“超
执行”的活力表现。

第三， 中层干部的执行力如果出了问
题，或许应当先从校长开始问责。

在一次学校管理培训中，曾经发生一个
小片段，当讨论到执行力问题时，场面一度
出现了中层干部的情绪反弹。因为之前校长
给我的问题是， 这些中层干部执行力差，许
多时候工作推进很难。 所以，我在校长回避
的环境下给了中层干部一个释放的空间，于
是，就听到了下面的一些怨言：

不是我们不执行，是校长的变化比计划
快； 校长在制定计划的时候也不和我们商
量，而是长官意志，所以执行中有时理解不
了；校长制定的计划有时候是“太空计划”，

让我们“落地”的时候“找不到北”。还有一位
中层干部直言说：反正校长自己做事都是说
完拉倒，也不检查，时间长了我们都摸出门
道了，得过且过呗。

听后，我知道这些都是校长的问题，可
是校长自己却浑然不知， 还在说着下级不
努力、不听话、没有执行力。 这是一个颇有
典型意义的案例， 也是很严重的管理思想
问题。

事实上，执行力对于军队管理和一些企
业管理确实很重要，有企业培训师在培训中
曾说过：“有人是靠肩膀以上的部分干活，有
人则只靠肩膀以下部分干活。”这话很雷，在
企业中或许行得通，但在学校这样说，便会
让大家很纠结， 甚至会遭遇强烈的抵抗，会
用“人文与尊重”的名义来和你说事。尤其和
中层管理人员在谈执行力问题时，千万不能
误读了执行力，而应该对执行力的内涵阐述
做到清楚到位，对执行中的变数存在要予以
认同， 对执行中的积极创新行为要坚决保
护。

不能误读的执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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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人物

57 岁的任杰拄着拐杖， 但他一直在寻
找属于自己的行走方式。

对所追求的目标执拗得近乎顽固，冷不
丁会冒出一两句石破天惊的言论，也时常生
发天马行空的念头。 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
任杰不愿给自己过早定性，尽管他早已年过
半百。

在他看来，今天的任杰并不是理想的任
杰。

只是，正如时下流行的说辞一般：理想
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面对一沓厚厚的人生流水账，他乜斜着
眼睛，想辩争点什么，最终还是一阵沉默：

孩提时，梦想着登上科学的高峰，头顶
五彩光环，在众人仰视的目光中享受着神一
般的尊宠。 岁月如流水，今天的他与科学家
的称号并无缘分。

学生时代，正好赶上“文革”，他在一片
精神沙漠中走过。

回乡务农 ， 他对物理学产生浓厚兴
趣 ，在研究加农炮射程的过程中 ，他超越
课本写出了《射程学理论初步》的论文。 在
他满心振奋 ，预备转战物理学时 ，接收投
稿的编辑部回复意见 ：文章很好 ，只是国
外早有人研究过。

他还曾经与全国 20 多个农科所和大学
农学生物专业联系，开始小麦辐射育种试验
田的开发，一度颇有成就。

35 岁时 ，他有感于 “新中国多年来没
有自己的教育家 ”的言论 ，想要攻读教育
学博士 ，却因为找不到参考书 ，最终名落
孙山……

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已经成为什么
样的人，有时候相差甚远。

当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现在的任
杰，尽管不是科学家，不是物理学家，不是农
学家，不是博士，但作为一名教育学者、一位
办学人，或许未尝不是他人生的最佳选择。

打开“上帝之窗”

在刊登任杰《图论教育学初论》文章的
杂志封面上， 是他特意挑选的一张半身照
片：任杰站在整洁的书房里，右手推开一扇
明窗，傲视窗外，眼神里，颇有睥睨万物的英
雄气概。 左右窗户上，分别有两行字样：“窗
开，天涯咫尺；窗闭，咫尺天涯。 ”

有人说， 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时，必
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尽管有过不如意，但风雨过后，窗外阳
光依旧。 1993 年，他被破格晋升为中学高级
教师，1995 年，晋升为全省最年轻的外语特
级教师，数年间，发表数十篇研究成果，还得
到国家专项拨款资助，如今，贯注着他教育
思想的 《图论教育学初论》 一书即将问世
……

推开窗户， 他看到了许多光鲜的风景，
也赢得了不少鲜花和掌声。 只是，在任杰看
来，上帝为他关上的那扇门，未免太过沉重。

“这些年来，有没有过最为艰难的时候？ ”
当记者发出这样的疑问后，突然有些后悔。

果然，他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右腿。
那是一条已经瘸了 54 年的腿。
任杰还依稀记得，3 岁时， 他从临泉城

里姥姥家回来时，一路上狂风大作，回家后，
一场大病让他高烧不退，终于熬过了生死关
头，当高烧退去，他愕然发现自己已经面临
着人生中最无法接受的现实：从此再也无法
像正常人那样站起来。 几十年来，残缺的身
躯就像噩梦一般从此与他相依相伴， 带给
他，也带给亲人和朋友们无尽的唏嘘。

如果他安于在父母的呵护和亲朋的帮
助之下过着平凡的日子，或许他的人生没有
那么精彩，但会让他少了许多苦难。 但任杰
天生就不是愿意低着头生活的人。

6 岁那年，眼看着同龄人背起书包走向
校园，放学回到家里，昔日的伙伴谈论的都

是学校里的所见所闻，任杰觉得自己离他们
越来越遥远，不禁心里有点慌。想上学，可看
看自己无法动弹的右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
次地打消这个念头。 直到有一天，二哥跟他
说，“我来背你上学”！

任杰就这样踏上了求学之路。 时隔多
年，他仍清晰地记得，那一次，身单力薄的二
哥背着他走，不小心一个踉跄，两个人仰面
朝天摔倒在地，胳膊肘上鲜血直淌，两个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那一刻 ，两人抱在一
起，嚎啕大哭。

为了不再让二哥受罪，任杰做了一个决
定：自己爬着上学。

从家里到学校，是一片长达四五里的高
粱地，任杰趴在地上，用双手的力量支撑着
残躯，匍匐前进，手掌磨破了，裤腿磨穿了，
他也浑不在意。 每逢寒冬腊月，下雪下雨之
时，实在爬不动了，他便试图站起来，用手强
按着腿走路，时间长了，裤子被手磨烂，残腿
被手上的茧搓开一道道裂口， 寒风直灌而
入，鲜血顺着残腿往下流……

尽管在今天看来，这段往事近乎某些苦
情小说的情节，但它却是任杰生命中的真实
过往。在风雨中，在泥泞里，为了圆自己的上
学梦，他拖着沉重的腿，凭借顽强的意志，一
步一步熬了过来。

“每走一步都是强忍痛苦，每走一步都
是血的代价。 ”当任杰回忆起来，眼眶有些
湿润。

或许，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体肤。

“为什么这么拼命？ ”
“因为心有不甘。 ”他说。
任杰还清晰地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

次他偷偷听到父母说起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对他们，父母都充满期待，唯独谈起自己时，
父母没有更多的话，只留下几声叹息。

一声叹息，在任杰心中划上了一辈子也
无法抹去的痕迹。

“那时起我就下决心要活出自己的人样
来。 ”

我要读书！ 他这样对自己说。 在那个书
籍奇缺的年代，他到处借书苦读，从《毛泽东
选集》到手抄本的《第二次握手》，只要有机
会， 他就如饥似渴地泡在书海里充实自己，
甚至有一次， 还从厕所里捞起一本词典来，
认真记诵。

从来没有在学校接受过正规外语教育
的任杰，如今是安徽省特级外语教师。 而他
的外语知识，全部是通过自学所得。

在他求学的那个年代， 懂外语的人实
在凤毛麟角。 但任杰对外语却从始至终有
着执着的热情，读小学时，生产大队来了一
个驻点干部，他听说那人大学毕业，于是找
上几个小伙伴天天去帮他干活， 只为了听
他说几句外语。 到了初中，他又听说一位老
师曾经学过外语，于是有一天，他整整跟踪
了那个老师一个上午， 为的就是能听他说
上一句。

不过，真正激起他学习外语决心的，还
是因为一次发表物理学论文受挫。 编辑告
诉他，他的成果国外早就有人研究过了。因
为不懂外语，耗费大量精力，却发现在重复
前人的劳动，任杰觉得，是到了学外语的时
候了。

没有老师，也没有教材。 任杰想买一台
收音机， 通过听里面的英语广播讲座来学
习，但当时一台普通的“黄山牌 ”收音机要
36 元，比父亲每月的工资还要高出 2 元，家
里面 9 口人都指着这点工资过活。当他向父
亲提出自己的想法后，父亲沉着脸，没有说
话，静静地走了出去。 满心失望的任杰为自
己的冒失懊恼不已的时候，当天中午，父亲
却将一部崭新的收音机放在他的手上。

欣喜若狂的任杰，从此和收音机形影相
伴，不论做饭、下地、睡觉、吃饭……他一刻
也离不开那部收音机。 通过两年的坚持，他

的外语水平有了质的飞跃。
“我的心里有一团火，这种不屈的信念

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支撑我走过九九八
十一难，当取得真经再回头时，才知道哪里
山高，哪里水险。 ”任杰说。

生当作“任杰”

为什么走上教育这条路？
尽管任杰是从来都对各行各业保持热

情与兴趣，但他的教育情怀，始终伴随终身，
而最终选择办学，也是他实践人生终极梦想
的所为。

一个个活泼的儿童，同样背着书包进了
校园，但若干年后，有的人活在天上，他们俯
视众生，指点江山；有的人活在地上，他们为
生活匆匆奔走，忙忙碌碌；还有的人活在地
下，他们偷蒙拐骗，无恶不作。

在任杰看来，他们分别是神、人、鬼。 而
同样作为教育的产物， 为什么差距如此之
大？ 在学校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他边走边悟。
1977 年夏天，就在“文革”的阴霾逐渐

散去之时，北京传来一条爆炸性新闻：国家
重新恢复高考制度。 这让一直幻想着“推荐
上大学”的任杰心头一震。 他迫不及待地报
了名，参加考试，结果是：尽管分数很高，但
因为达不到体检标准，不能被录取。 或许这
是意料之中的结果，他倍感失望之余，更多
的是无奈与伤感。 所幸天无绝人之路，半个
月后，父亲拿来安徽师范大学马鞍山师专外
语专业扩招的通知书。

在大学学习的时光， 激活了他的教育
梦想，毕业后，他不经考虑便选择在学校当
老师。

任杰说，一个医生失职会带给人肉体上
的痛苦，而教师的失职，会造成人一生的精
神痛苦。 所以他从来都是小心翼翼，用自己
的爱心与激情来经营这份事业。

十几年的教学生涯，他和孩子们一起走
过。 因为有过苦痛的经历，他对孩子也便多
付出了一些爱。

16 年前， 当他每月的工资只有 50 元
时， 他坚持每月拿出 10 元来资助一个孩子
上学。如今，这个孩子长大成人，已经在县政
府担任要职。

刚开始教书的时候，教室里没有讲台，
没有书桌， 只有学生们从家里带来的高高
低低的凳子。 任杰几经研究，从当地的黏土
和麦糠搅拌成麦糠泥， 给每个学生做了一
个泥桌。

为了不让孩子辍学，他拖着残腿，到处
家访，和家长、孩子谈心。 有一次，放暑假之
前，邻庄的一个孩子生了病，开学时，他不放
心，颠簸着到他家里去看，没想到孩子家里
很穷，大病治不起，病死在家。突闻噩耗的任
杰一下子愣在那里，许久，他擦擦眼泪，掏出
身上仅有的 5 元钱，放在桌上，头也不回地
走了。

1999 年，一直执着于教育理想的任杰，
创办了京九实验中学。 当时，阜阳市颍东区
残联一位领导曾问他：“把全区残肢儿童放
在京九实验学校就读，你有什么优惠政策？”

回答是：学费全免！
13 年来， 任杰所办学校累计为政府节

约资金 5000 多万元， 资助贫困学生 140 万
元，约 3000 人次。

“我对社会有了交代。 ”任杰说。
当年，他的学生王浩华以 617 分考入南

开大学，临走时，她问：任老师，您教了我这
么多年，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任杰摇摇头，
表示不解，学生说：头发少了不少。

她走后不久， 任杰就收到一包增发剂，
上面写着：学生祝您秀发依旧。

如今， 拥有 1500 多名留守儿童的京九
实验中学，赢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任杰为
留守儿童组织的鸿雁放飞行动，在当地引起
强烈反响。学校编辑的反映留守儿童教育的
《鸿雁放飞行动》一书，被作为全省民办教育
留守儿童教育的参考用书。安徽省陶行知研
究会副会长孙成城在细读 《阜阳行知研究》
中关于该校留守儿童教育的介绍后，深为其
中爱之深的真情和育之切的智慧所感动。

“这是许多专家加在一起也不能写出的
材料。 ”孙成城说，“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地
方，生当作‘任杰’。 ”

与理想博弈

19 年求学，19 年实践，19 年探路，如今
任杰已经过了 57 个春秋。

当年， 他放弃重点中学教导主任的美
差，开始真正实践自己的教育理念与理想，
举办京九实验中学 ， 第一批招来 15 个教
师，任杰为他们办理了保险，在当时的阜阳
市还是第一家。 但 3 年之后，保险单上的名
单只剩下 3 个。 学校第一批投资超过百万
元，是他年收入的一百多倍 ，他东挪西借 ，
拄着拐杖四下求助， 几乎将另一条腿也跑
残废了。 许多家长有感于他的办学精神，纷
纷慷慨解囊……

去年， 当学校的第五栋大楼竣工时，他
疲惫的身躯再也抵抗不住，在新村公寓尚未
启用的厕所里，他蒙眬入睡。 饱经沧桑的任
杰从来不敢相信生活和事业会像那一刻如
此美好，因为幸福，所以害怕失去。 在梦里，
他真切地看见新楼被市容执法大队拆掉，墙
壁轰然倒塌，尘土飞扬……最后一根稻草终
于将他压倒，他嚎啕大哭，长跪不起，那种绝
望和无奈难以言表。

当他醒来， 抹去脸上的泪珠和汗水，黯
然望着天花板上惨淡的灯光， 回望前尘，一
切历历在目。

岁月流转，今天的任杰希望有一天能把
自己的学校办成真正的“伊甸园”。

任杰，安徽省阜阳
市京九实验中学董事
长， 安徽省特级教师，
曾荣获 2011 年度全国
民办教育最具创新力
人物。

上帝在为你关上一扇门时，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3 岁时，一场病夺去了他的一条腿，却让他不服输的精神从此站立，于是，
在人生成长的每一个片段，他都竭力用自己残缺的身体演绎完美，进而不断擦亮理想的颜色……他是任杰，一位自学成才的特级教
师，一位民办学校的办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