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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督学、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更是高度评价
校长专业标准出台的意义：“以前，我们不自觉地把校长
当作一位优秀教师代表，或者说，只要是足够优秀的教
师，就可以提拔到校长领导岗位上。但是，这样做的风险
事实上是很大的，因为，能够胜任一个学科的教学，却不
一定能够胜任一所学校的领导， 之所以仍然这样做，就
是我们确实没有校长任职的专业标准。 也就是说，校长
是什么样，我们都有不同的理解，因此，也就很难有一个
明确的、统一的、持续的培养过程。 ”

“现在，有了义务教育学校的校长专业标准，在校长
的选拔、任用过程中，就可以严把入口关，选拔符合专业
标准的人员担任校长职务。在校长的培养、培训、考核过
程中，也有了科学的严格的依据，这对于提高校长队伍
的整体素质、保障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嘉毅说。

而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亚庆看来，校长专业标准
的出台，更是关系到基础教育的发展与质量的提升。“基
础教育应给孩子奠定什么样的基础，这是当前基础教育
改革的焦点和难点。 如何尽快提高校长的整体素质，培
养一支高标准、高素质的校长队伍以适应时代发展对提
升学校管理现代化水平的要求，已是当务之急，也成为
进一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 ”

“虽然办好一所学校需要全体教师的努力，但把全
体教师组织成一个有共同愿景的团队， 要靠一校之长，
而校长专业标准为校长规定了一个合格的标准，每所学
校的校长就可以拿这个标准来对照自己，是不是达到这
个要求，如何努力达到这个要求。”一直关注校长专业标
准的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告诉记者。

“校长专业标准并不是评判一个校长的唯一标尺，
却为校长的专业成长定了‘调’，上好了‘弦’，是中小学
校长成长的‘计划书’。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第三中学
教师刘晓乾如此评价说。

校长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

5 个基本理念，6 项专业职责，4 方面实施要求，是
校长专业标准的全部内容。

尤其是“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领导课程教
学、引领教师成长、优化内部管理、调适外部环境”这 6
项校长的专业职责，引起了各方的广泛热议。

对很多一线教师来说，他们更看重校长“领导课程
教学”、“引领教师成长”的职责。

“校长是老师的老师，不具备引领的理念，没有引领
师生发展的能力，是没有资格当校长的。”山东省邹城市
三迁祠小学教师周广玲说。

“校长不应该是赵括式的人，只会纸上谈兵。校长应
来自教学第一线，并坚持耕耘在教学第一线。”湖北省远
安县南门小学教师陈娥认为，校长在教学上不说是横竖
打通关，至少应该带好一门主课。如果校长自己不上课，
“靠边站”，他们不仅无法体会教学第一线教师的压力有
多大，也无法对教师的课堂做出正确的评价，对教育教
学提出有效的、针对性的建议。

她回忆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一次教研评课，“评课
的时候， 校长一个劲地夸别人课上得好， 说来说去就是
‘课就是上得好啊’，但是究竟好在哪里，校长也说不出个
一二三。我们刚刚踏上三尺讲台，正是需要校长指点迷津
的时候，可是评课结束，我们也没有听出一个所以然。 ”

“许多校长对学校的教学质量盯得很紧，时常去听
教师的课，并在课后挑出许多‘毛病’。其实，有些教师并
不服气，更有些教师认为校长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作
为校长，在教学业务上应该是出类拔萃的，不能脱离教

学一线，要以公开课或常态课的形式引领学校的课堂教
学，真正领导起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吉林省抚松县榆
树学校教师陈成海说。

尤其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第二个十年的今天，校
长在课程教学方面的“领导力”更是备受关注。在江西省南
康市第五小学教师邱凯兰看来，校长对课程和课程领导力
的理解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深度和广度，校长对课程
理解的准确度的意义和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大和
深远。 作为一名校长，要做好课程建设，提升课程领导力。

但在很多人看来，校长不光是“领导课程教学”、“引
领教师成长”就可以的。

“我个人最看重的是校长‘营造育人文化’的能力。
在以往的办学实践中，提起‘营造育人文化’，一些校长
认为是比较‘虚’的东西，能够真正在办学过程中发挥文
化育人功能的更是少之又少。 究其原因，‘文化育人’一
是操作难，二是见效慢，许多校长往往不会做或不愿做。
但它却是建设特色学校、形成个性管理风格必不可少的
抓手。 ”广东省中山市教育局长刘传沛说。

在李希贵看来，“这 6 项专业职责都很重要， 但是，
在现阶段，面对目前校长队伍现状和实际的学校管理工
作，‘规划学校发展’ 可能更需要特别关注”。 他告诉记
者，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现代学校制度尚没
有完全建立起来，校长的办学自主权不大，因而，“规划
学校发展”的空间明显不足，时间长了，校长们也就很容
易丧失这方面的能力，或者说根本不关心自己这方面能
力的培养和提高。 但在今天，有些地区已经开始调整政
校关系，把学校本来应有的权力归还给学校，校长能否
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广大教职工明确学校发
展定位，建立共同目标，理清办学理念，并形成可行的办
学行动，就显得十分重要。

毛亚庆同样最看重校长“规划学校发展”的能力。他
认为，在我国管理体制从以前一切由主管部门所左右的
外在控制管理到强调给学校放权，学校层面拥有更多办
学自主权的背景下， 学校校长的角色也要发生变化，要
从目标的守望者、任务的执行者、安全的追求者、环境的
适应者、学校的管理者，转变到学校共同远景的开发者、
传递发展理念的教育者、加速学校组织成员成长的促进
者、引领学校发展的领导者。

“这 6 个方面都是对校长的基本要求，不可偏废。 ”
曾全面参与校长专业标准制定过程的上海市教科院原
副院长、华东师大博士生导师顾泠沅教授对这 6 项职责
进行了全面解读，在他看来，规划学校发展与营造育人
文化是强调校长的价值领导，领导课程教学与引领教师
成长是强调校长的教学领导，优化内部管理与调适外部
环境是强调校长的组织领导。“价值领导是灵魂，教学领
导和组织领导是实体，缺一不可。 ”

校长专业化是一种趋势

一个标准出台了， 人们不仅关心标准的内容和意
义，更关心标准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

在刘传沛看来， 校长专业标准非常注重 “可操作
性”，比如“把‘虚’而笼统的‘营造育人文化’，就细化为
10 项可操作性强的具体要求。 ‘文化引领、文化育人’将
不再是校长们‘纸上谈兵’的内容”。又比如，校长专业标
准特别提出， 校长应该认真落实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切
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 不得随意提高课程难度，就
是想从“制度上确保校长们能够在学校管理过程中理直
气壮地以德育为首，全力推行素质教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也有人担心，有了规矩，会不
会限制校长们的自由发挥？ 尤其是标准中的校长 6 项专

业职责细化为 60 条专业要求，对校长们是不是太多了？
对此，刘传沛认为，完全不必担心。 在他看来，自主

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是要有一个清晰的行使“框架”。校长
办学自主权行使的“框架”就是校长专业标准明确规定
的基本理念、内容和要求等。 如果把校长办学自主权比
作是水，那么，清晰而恰当的规定就是堤。 没有堤，水也
就保不住。因此，关键不在于标准数量的多寡，而在于标
准的恰当与否。 从这个意义上说，校长专业标准对校长
职责做出的许多非常清晰的规定，不是给校长“加压”，
而是为校长 “减负”———为校长充分发挥办学自主权提
供了必需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依据。

“标准既是约束，也是权利。表面上看，我们对校长提出
了许多这样那样的要求，事实上，也规定了校长可以有所作
为的空间。让校长们进一步明确了他可以在哪些领域、在哪
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做到心中有
数。 办学自主权不是无限大，该有的权力，不会因为这个标
准而受限；不该有的权力，也必须受到应有的制约，所谓‘把
权力关到笼子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李希贵说。

“办学自主权必须处于一定的框架范围内，而校长
专业标准就为校长提供了履行领导行为的基本规范，从
校长领导者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核心工作领域及相关专
业要求，强调校长从角色适应、经验积累到专业成熟的
动态发展。 标准不仅不会为校长‘加压’，反而能够提升
校长专业发展的动力。 ”顾泠沅认为，“校长专业化应该
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制度化变革， 我们经常提环境育人、
制度育人，而校长专业标准的出台，就是在制度和环境
方面有所突破，有利于校长专业化实现‘破冰’。 ”

提到校长专业化，与之相对的是“校长行政化”，与
大学校长轰轰烈烈的“去行政化”运动相比，中小学校长
的“去行政化”之路同样值得关注。 对此，顾泠沅再三强
调，校长是教育教学的领路人、领跑人，千万不要把校长
当成官员。”这也正是校长专业标准中专门提出“推行校
长职级制”的原因。

令人欣喜的是，已经有一些地方在校长职级制的探
索中走在了前面。

2001 年，上海市中小学全面实行校长职级制，逐步
淡化传统行政级别，变“宝塔形”为“橄榄形”的 5 级 12
等校长职级结构。

2004 年，山东省潍坊市全面启动校长职级制改革，
所有的中小学校长全部取消行政级别，实行职级制。

2004 年，广东省中山市启动校长职级制改革，开展
“校长专业化与校长职级制改革”研究，共同探索包括制
定校长专业标准在内的校长队伍建设的新路。

作为中山改革的推动者，刘传沛认为，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应该放权给校长，只管该管的事。 改变过去教育
主管部门“对学校统得过死、对校长管得太多”的管理模
式。“过去，由于校长的职责欠明确、要求欠具体，主管部
门不得不对学校统得多一些、管得细一些。 现在随着校
长专业标准的颁布，校长行使更多更大自主权可以说是
大势所趋。更重要的是，随着校长专业标准的全面实施，
好校长产生的有效机制、校长成名成家的良好环境正在
以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逐步形成。 ”

事实上，这正是校长专业标准的效力所在，它将引
发一系列的变革：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如何依据本标准，
对校长进行选拔、评价和管理；有关高等学校和校长培
养培训机构如何从标准出发， 对校长进行培养培训；更
重要的是，校长如何对照标准，制定自我专业发展规划，
真正走上专业发展之路，成为教育家。

“校长专业标准出台的意义，也许经过若干年之后
我们会有充分的认识，因为这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
来。 ”李希贵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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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唤通识教育
读了近期贵报 《教育家

周刊 》专访台湾 “清华大学 ”
原校长刘炯朗的文章 《我们
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 》，很
有感触。 刘炯朗非常明确地
提出了通识教育在孩子成
长中的重要作用 。 细细想
来 ：通识教育确实在孩子成

长的每一个阶段中都非常重要，可以说是滋
养孩子心灵的阳光雨露。通识教育伴随着孩
子的成长会潜移默化地浸透到孩子内心，从
而使其整个身心从内到外地透射出迷人的
光彩。

造成教师“短视”，不能实施通识教育的
主要障碍是“教师考评办法”。 现行的教师考
核办法中基本没有关于学生学习习惯、学习
兴趣 、学习热情等方面的相关要求 ，原因是
这些指标看不见、摸不着。 虽然“习惯、兴趣、
热情” 这些指标无法从一张试卷中考量，但
是借助调查 、访问 、实地观察 、平时关注 、特
殊案例等方式还是能有效评价教师在这方
面的努力程度的。

（河南省新郑市外国语小学 毛林英）

编者回应：通识教育是培养学生广博视
野和健全人格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由于评价
问题却导致这一重要途径几乎完全缺失。要
培养健全的人与合格的公民，就必须改变教
育评价，补上通识教育这一课。

多把培训红利让给农村教师
读了贵报第 460 期 《“培训热” 的冷思

考 》一文 ，借此 ，我想再呼吁的是 ，应多把培
训红利让给农村教师。

自课改以来 ， 其实教师一直都在培训
“路”上，但效果却不太理想。 除教师自身因
素和培训方法有问题以外，我认为主要是培
训方向有问题。 以往培训，我们比较看好名
师和优秀教师培训，而对普通教师还是停留
在集中听讲座，要么以学科组为单位组织听
评课活动， 或者随意发几本书让教师自学，
多采取“批量生产”和“程式化”的培训方法，
效果可想而知。

在现实中，更多农村教师还是站在培训
“门外”。 城乡教育差距，主要是教师素质有
差距。 要缩小差距，关键在提高农村教师素
质。 笔者再三呼吁， 在新一轮教师培训中，
有关部门应把培训着眼点放在农村教师身
上 ， 只有农村教师素质实实在在得到了提
高，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浙江省奉化市教育服务管理中心 周建国）

编者回应：教育的不均衡最重要的是
师资的不均衡。当前的普遍现状是，越是名
师、优秀教师，得到的培训机会越多，普通
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的培训机会则很少，
造成教师发展的马太效应。如此下去怎能
实现教育均衡？

让教育获得解放和自由
教育是伟大而神圣的事业，作为教育工

作者，我们应该怎样做教育？ 第 459 期《让每
个孩子得到美好的教育 》一文 ，引发我深深
的思考。

如果学校变成孩子们厌恶的地方， 他们
选择的是“忍受”和“逃离”，那么，我们的教育
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问题的症结又在哪里？
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是不管怎样，
学校应该成为学子们向往的生活乐园。 否则，
学校教育可能就不知不觉变成了 “畸形教
育”。 而“畸形教育”造就“畸形人才”，也就不
足为怪了。 改革教育的时候，需要更多深入思
考“解放教育”。 “解放”学校，“解放”校长，“解
放”教师，“解放”学生，还校长、教师和孩子们
以真正的自由和自主， 使得人人能够做最好
的自己， 教育才有可能真正变成开启世界之
门的钥匙，我们的教育才有救，我们的孩子才
能自然、健康、茁壮地成长。

（河北省广平县平固店中学 张国清）

编者回应：当前中国教育问题很多，其
中一个关键问题是被束缚和管制太多，教育
没有获得独立和自由，校长、教师不能自主
地工作，学生不能自主地学习。没有自主，何
谈快乐？何谈创造？

麦田守望者为何越来越少
拜读第 460 期方智范老师的《顺应天性

才是真教育》， 我感触很深。 诚如方老师所
言 ，教育应以人为本 ，教师要有一颗 “仁爱 ”
之心 , 要根据每个学生的自身特点进行教
育 ，而不能将学生看成学习的机器 ，进行批
量生产。

纵观我们当今社会的教育，实在是让人
痛心 ，从小学 （甚至幼儿园 ），家长便开始陪
读，学生发展以高分为唯一目标，学习不好，
孩子便被“一棍子打死”。 高考指挥棒使学生
成为做作业的机器、高分的低能人。 其实老
师们何尝不想以培养学生健全人格为目标 ，
以学生全面发展为方向，让学生在快乐中发
展自我，在幸福中拔节。 可是，教师评价制度
让我们一次次迷茫。 毕竟以生为本的代价常
常是评优评先靠边，晋级晋升无望。 且你殚
精竭虑，家长们还常常不买账。 所以麦田守
望者有越来越少的迹象。 如今，没有几个孩
子能真正享受到“因材施教”的机会。 这是教
育的悲哀！

（安徽省舒城县河棚镇明德小学 章兴梅）

编者回应：以高考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是
一个无形的指挥棒，指引着教育的走向。要
走出教育的怪圈，必须改变评价体系，不仅
是对学生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教师、校长
和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价。

3 月 2 日上午，山东即墨 28 中的学生 1200 多人放
弃休息时间，走上街头，清扫卫生，清理小广告，擦拭公
用设施，继而深入居民社区清除口香糖，宣传环保知识。
这一活动拉开了即墨 28 中“学雷锋活动月”的序幕。

即墨 28 中建校 40 多年来始终把“雷锋精神”作为学
校的核心精神，以“雷锋精神”为灵魂，探索出了一条“用爱
心和智慧开启未来”，浸润学生的灵魂，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的新路子。

校长李志钢说，社会上常常存在一种“学雷锋，一阵
风”、“三月来，四月走、雷锋叔叔没户口”的现象。为将学
雷锋活动开展好，学校力戒这种短期行为，教育学生将
学雷锋活动经常化、制度化、具体化。

在即墨 28 中的校园里， 学校搬迁时从老校带来的

唯一记忆就是一座汉白玉雷锋雕像。即墨 28 中从 80 年
代初期就把雷锋精神确定为校魂，在校园中矗立起一尊
雷锋雕像。

去年 3 月，“学雷锋活动月”期间，学校组织全校师
生 6000 余人次， 共到 84 个机关单位、52 个企业单位、
28 个村庄、26 多个社区、160 多个退休老教师家中及全
市所有敬老院进行学雷锋活动， 共收到表扬信 282 封，
电话表扬 80 多个。 市委、市政府也打来电话表扬，市政
府工作简报也作了专题报道。

如今，即墨 28 中又以课改为契机，将雷锋精神延伸
到课堂中来，推动教学改革。 学校探索的“和谐互助”教
学模式倡导学生互助结对，通过“学生教学生”、“学生练
学生”，最终实现了学生之间的双赢。该模式体现了学生

自学探究，合作学习，师生互动，精讲多练，当堂巩固的
和谐教学理念，便于教师操作，能够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从而大大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 七年级学生董召娣说，
“在课堂上学雷锋，你帮我，我帮你，这在学校早已形成
了一种习惯，特别是作为一名学友，我深深感受到这种
朋友关系的益处。以前我的学习成绩不好，可是在 28 中
的‘和谐互助’中，在同学的帮助下，我的学习明显提高
了一大截。 ‘和谐互助’不光可以提高我的成绩，更让我
在同学身上体会到了雷锋助人为乐的精神。 ”

即墨 28 中创新地将雷锋精神引入课堂教学改革中
来，让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学雷锋，使学雷锋活动贯穿到每
一名师生的中心任务中，成为 3 年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重要组成部分。

让雷锋精神在校园里保鲜
———山东即墨28中学雷锋侧记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为校长专业化提供制度保障
（上接 1 版）

� 3 月 4 日，江苏省
镇江市大地幼稚园一
名小朋友向妈妈送上
她绘制的作品 。 “三
八”妇女节临近之际，
该园开展 “画出我的
漂亮妈妈”活动，孩子
们用稚嫩的画笔绘制
出他们心中的漂亮妈
妈， 为妈妈送上节日
的祝福， 表达对妈妈
的感恩之情。

石玉成/摄

茛图片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