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广东实验中学附属天河学校第六届宿舍文化节开幕，本次活动中，宿舍漫画大赛、寝室设计大
赛、生活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形式给予学生充分的展示机会，让孩子们切切实实感受到“家”的温馨。

张梅芳/摄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管理者语录 办学者的高度决定着学校发展的高度，办
学者学习的速度，决定学校发展的速度———学
校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就是具备比竞争对手

更快的学习能力。

文化是规范人的思想，制度是规范人的行为；文化是无形的，制
度是有形的；文化是价值导向，制度是行为导向；文化无法复制，制
度可以复制。这一阴一阳、无形与有形、精神与物质的辩证关系便是
民办学校的发展之道。

海尔集团总裁张瑞敏说：“今天不砸掉我们的冰箱， 明天客户就
可能砸掉我们的工厂。 ”张瑞敏砸冰箱成为海尔集团发展史上的关键

事件。 对于课堂改革而言，每一所学校都要有自己的关键事件，“今天
我们不砸掉教室的讲台，明天我们的孩子就可能砸掉我们的饭碗”。

我们常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但是，只有爱，也很难有教育。

拒绝为了打倒对手的竞争，最高层次的竞争是强大自己，而非
击败对手。

学习力决定发展力，创新力决定竞争力，文化力决定软实力。

职业与事业：生活中只有职业倦怠现象，但没有事业倦怠现象。
当你把工作仅仅当作职业看待时，就可能产生职业倦怠现象；倘若

你把工作当作事业追求，乐在其中时，就很难有倦怠发生。

招生广告要广告出文化，而非简单告诉；当招生广告与教育服
务联姻，招生便可能产生一种文化。

很多人天天在学习，并没有成为学习的主人，却成了学习的奴
隶；学习不一定是生产力，行动才是生产力，把学习的知识应用于实
践才能产生效益。

学校应该是让学生感到放松和快乐的地方，找不到快乐，一切
皆为负担。

（根据“先锋 4 期”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专家报告整理）

11 月 12 日~14 日，“先锋 4 期”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在河南商丘兴华学校召开。 来自江苏、湖南、湖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民办学校董事长、校长和管
理者参加研修。 北京国易咨询总裁康华兰、河北清河挥公实验中学校长张海晨、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外国语小学校长王国平、河南商丘兴华学校校长王心
峰等作为成长导师作了主题报告。 此次培训内容丰富、形式新颖，为参训者注入了强效的成长动力。

12 月 8 日，湖南民办教育共同体成立大会
暨创意高效课堂班本课程研讨会在株洲景弘中
学召开。 会议开始， 一段关于民办教育发展的
“微课程”视频震撼了大家。 伴随着催人奋进的
音乐， 呈现在屏幕上的是一行行发人深思的黑
体字，揭示了当前民办教育的现状与危机。 随着
音乐戛然而止，画面定格在一个“抱”字上，预示
着民办学校唯有抱团发展， 才能相互借力、借
道、借智，从单兵作战走向协同发展，从一枝独
秀走向共生、共荣。

在随后进行的创意高效课堂班本课程研讨会
上，株洲景弘中学、益阳赫山实验学校、长沙金海
教育集团、 浏阳新文学校等单位的代表展示了本
校开发实施班本课程的经验。

株洲景弘中学的“一班一本”共计 45 项班
本课程各具特色， 让大家大开眼界———原来班
本课程可以做得如此精彩！ 当今课程的多元化，
可以让我们获得更大的课程开发自主权， 在课
程开发的园地里，可以做到百花齐放。

班本课程可以让生命展示精彩，散发光芒！
益阳赫山实验学校以“剪出快乐”为主题的剪纸
班本课程，让人眼前一亮。 那一幅幅情趣盎然、
造型别致又不失童趣的剪纸作品， 宛如一个个
跳动的精灵，令人难以忘怀。

为了突破传统的说教式德育工作弊端，增
强德育工作的有效性， 望城金海双语实验学校
开发了体验式的德育班本课程， 引导学生在活
动中体验、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升华。 这一
创举让人感慨：原来体验式德育班本课程，可以
为做好班级管理工作开辟一条新途径。

“一班一本”或“一班一品”的班本课程，彰
显了“四自 ”：学习生活的自主 ，管理教育的自
治，生命成长的自信，精神人格的自由。

夜幕时分，坐在返回的列车上，我思绪万千：
民办教育共同体该怎样相互借力，才能获得更好
的发展呢？ 如何开展好班本课程建设，并不断赋
予她新的内涵？这些将是我近期在学校管理中思
考和行动的方向。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衡阳市成章实验小学）

12 月 14 日，为期 3 天的“先锋 4 期”民办教育绿海
成长营在河南商丘兴华学校圆满地画上了句号。

3 天的研修， 学员与成长导师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互
动，学员还深入商丘兴华学校观摩了课堂。 湖北枣阳阳
光学校校长文正锋认为，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构建了一
个能体现时代精神，并服务于民办学校管理者个性化发
展的课程系统。 3 天的学习，让参会者明白了准确定位、
彰显特色对民办学校发展的重要作用。

河南原阳阳光中学副校长王素芬，一位 58 岁的老
校长，学习过程中一口气写下了两篇学习感悟。 听了成
长导师张海晨的报告，她写道：没有爱就没有教育，这
是每一位教育人都懂得的常识， 但张海晨校长作了精
彩的补充， 光有爱也不是教育， 学生还需要尊重与信
任。 只有给学生充分的爱、尊重与信任，才能唤醒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动力，课堂才能走向高效。

江苏赣榆华杰双语学校万智绪老师说， 绿海成长
营的培训， 为处于成长期的民办学校的健康发展搭建
了很好的平台，从理念到行动，从培训的组织到培训的
内容，从课堂到管理，处处体现以人为本，挖掘人的潜
能，提升人的价值。 高密度、大容量的课程安排让参会
者接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礼，不但没有使人感觉到劳累，

反而让人觉得更加充实，更加坚定了信心。 不论是培训
现场还是休息间隙，时时传递着交流的声音，学员从陌
生的过客变成了亲密的朋友。 3 天的培训，从学校管理
的理念到高效课堂的建构， 让每位教师和学生都体验
成功，努力营造家文化，所做的一切都是教育服务，无
不体现以人为本。 绿海成长营的培训，充分发挥了先锋
的引领示范作用，让学员明确了民办教育的发展现状，
拓宽了培训的渠道，提高了培训的实效，更加坚定了发
展的信念。

绿海成长营是由本刊研发的服务于民办学校高层
管理人员的高端研修课程，旨在全方位多角度为学校
发展难题提供系统化的解决方案。 绿海成长营的成长
导师由成功学校掌门人与业界专家担纲，率先引入企
业培训师授课内容。 绿海成长营主张学员带着问题走
向导师 ，走向学习 ，每一个学员本身就是最大的学习
资源。 绿海不仅代表一种希望，更是一种战略。 “绿海
战略”是“红海战略”、“蓝海战略”的升级，即以核心能
力的优化 、再造为主线 ，大幅度地推进组织主体创新
乃至整个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实现整个产业链的融
合与共生。 “绿海战略”标志着一个行业的成长、成熟
与成功。

绿海是一种战略
———“先锋 4期”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侧记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抱团，让民办教育发展提速
———湖南民办教育共同体成立大会

暨创意高效课堂班本课程研讨会感言

□ 张成建

本刊近期征稿启示

榜样人物
无论你是奋斗在民办学校的办学人、

校长，还是一线教师，只要你心怀理想，并
在追求教育理想的过程中，有与众不同的
故事，请以自述的方式记录下来，或联系
我们实地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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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 人：黄浩
电 话：010-82296843
来稿邮箱：mbjyzk@163.com

在“先锋 4 期”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里，我
遇到了一位良师康华兰，聆听他的报告，我领悟
很多。

启蒙一 ：爱没有增加，一切没有改变，爱能
融化冰冷的冻土。

班里的一名学生叫小童， 英语基础比较薄
弱，喜欢数学，但成绩也不怎么好，两门功课考
试分数加起来才 40 多。 孩子小毛病不少，几位
老师采取了很多办法，反复进行教育，但效果不
佳。 妈妈与孩子眼里噙着泪水， 这泪水里有委
屈，有无奈，有无计可施，更有渴求。发现问题就
是为了就决问题，是康老师的一番话，让我明白
了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有爱，就有希望。

启蒙二：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跪着教书”的教师已越来越少，但“跪着教

子”的家长却不少，我班里几位孩子的家长就是
这样：哄孩子吃饭、哄孩子听话、哄孩子快乐、哄
孩子学习，一切全靠“哄”，导致老师执教角度和
意识也因此受到影响。应该知道，“学生求学”与
“教师求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也必然产
生截然不同的后果。欲求知识，必先自己学会争
取。“教师求教”的后果，就像年老妈妈喂孙子吃
饭一样———跟得勤紧，孩子却厌食了。

以后的日子，应该多在让孩子如何想着学、
如何争着学、如何求着学方面下功夫。

启蒙三：如果学生是炸药，老师就是雷管！
面对一口压水井，你的姿势再怎么标准，力

气再怎么大，在井内干涸的时候，也是压不出水
的！为什么？因为没有加水，只有以水引水，才能
得到源源不断的水。

由此反思：教师需要做什么？孩子都是有灵
性的， 教师关键是要做好：1. 寻找孩子们这些
“TNT”的引爆点；2.引爆雷管，即引爆孩子们的
“性灵”———孩子与生俱来的天性。 想起我班里
出现的几个学困生与问题生，我突然觉得：心中
有数了！ 因为———心中有“术”了。

启蒙四：培训是一种福利，态度注意力决定
结果。

本次成长营里 ，前来 “取经 ”的有五六个
50 岁以上的老教师， 还有几位只有 20 几岁，
尽管年龄有差别，但是他们专注听讲 、细心笔
记、准时赴会、踏实钻研，谦虚求教的态度是一
样的， 看到这些兄弟学校负责人的认真劲，我
觉得他们将会带着希望回去，造福老师及万千
孩子们！

后记：在“先锋 4 期”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
里， 河北挥公实验中学的张海晨校长讲了很多
实用的道理：要把事情做精细、做成奇迹、做成
感动，从中我学到了不少关于教师管理、班主任
管理、学生管理的态度和方法，我很是庆幸。 这
次难得的相逢，让我与智者通、慧人识，我相信，
伴随着民办教育绿海成长营， 我会更快地找到
教育的“道”！

（作者单位系河南商丘兴华学校）

成长营里的启蒙
□ 李双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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