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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美国自 1964 年开始设立， 并由总统颁发高中毕
业生国家最高荣誉大奖之一的“总统奖”已有 50 年，
每年都有大约 140 名高中毕业生获得该奖项。 该奖项
每州男女各 1 名，另有 15 名的不定名额和 20 名的艺
术特长生。 除了艺术特长生，每个州的获奖者都是大
学入学考试成绩在全州前 30 名内，并参照学生特征、
领导才能和社区服务活动、个人陈述，以及小论文的
分析等诸项条件，评选出最终获奖学生。 我们将上述
获奖者称之为美国的“高考状元”。

反观我国的高考状元，研究者发现他们极少有人
在政界、商界或者学界成为杰出人物，导致此结果的
原因在于我国的高考状元基本是以考分来评定。 那
么，美国采用了多项指标评选出的“状元”在多年以后
的成就又如何呢？ 美国学者从上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
了对美国最早期的总统奖获得者的追踪研究。

这些获奖者自获得总统奖以来已有 40 多年，他
们的成就和事业基本尘埃落定， 但他们的经验和教
训对我们依旧有很深刻的启发。 在追踪的 145 位获
奖者中， 虽然后来拿到博士学位或专门职业学位的
人占 70%，远高于同龄群体普通人群的 12%，但正如
我国的高考状元一样， 不管是从财富上还是在成名
上看，没有人成为某个领域的杰出人物。 他们虽然高

中毕业后多数上了很好的精英大学， 而且也获得了
一些奖项，但是工作后的获奖经历就乏善可陈了。 成
就和事业靠的不只是考试， 甚至美国总统奖这样高
标准的大奖， 也是无法实现对真正杰出人才的甄别
的。 每个人事业的发展凭借诸多因素，正如其中一位
获奖者所说：“不要认为，在 1964 年总统学者活动上
所认可的高智商和成绩， 就一定会在每件事上都带
来名或利，事实上，许多因素（如犯罪受害者、家庭中
重病号、经济危机等）对高智商者的影响与每个美国
普通公民一样。 ”

从数十年后获奖者们谈到的获奖的负面作用，或
者说过于投入学习的负面效应， 更值得我们深思。 首
先，他们早期的表现，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奖项，人们对
他们的期许和自我期许都变得更高。 这种不现实的高
期许，容易带给他们压力和沮丧，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做
得不够好，不管做得如何，总会受到别人的议论，压力
也就变得越来越大。 其次，过于投入到学习中，缺少了
其他方面的学习和锻炼，包括情感处理、人际关系、目
标设置等。 一个获奖者对一个在校表现很好的学生总
结了一句简单但有力的话，“你可能是聪明的， 但需要
时间去培育”。 世间有个能量守恒定律，一方面做得过
多，另一方面就欠缺了。这些获奖者将精力过多地投入

到为高考做准备中，却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培养。导致这
些获奖者在骄傲和自大的同时， 也容易在挫折面前无
所适从，情绪低落。 这些学子学业上太过顺利，过多的
鲜花和掌声围绕着他们，导致他们的挫折锻炼极少。

这些一路走来的获奖者给教师和家长也提出了
一些建议，比如“我鼓励父母和教师对待孩子，要真正
地把他们当作独特的个体对待，不要担心他们不能达
到传统上的标准，要更注意发展培养他们特殊的天分
和兴趣”。 “教你的孩子有健康的自尊：不要傲慢、不要
太谦虚。 使他们在早年有一些他们很难练习和提高的
事情的经历，比如音乐课或者体育，他们不能够马上
做到，所以他们会明白，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那么容易，
要给他们创作和做白日梦的时间”。

作为教育者和父母，我们可以通过认可个人的成
绩来支持和鼓励他们天分的成长，但是我们必须谨慎
小心。 当我们奖励年轻人的成绩时，我们必须让他们
明白，奖励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还要有长期的努力
工作，要培养自己做事坚持不懈的精神，并与指导老
师和同事们相处融洽，寻求成长和发展的机会。

（作者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密西西
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资深助理
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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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考状元”的经验与感悟

“三八”节就快到了，这是教育孩子们感恩母亲
的好机会。 钟丽开始了她的教育构思：我要怎样才
能抓住这一教育契机， 教育我的孩子们学会感恩，
让他们的妈妈有一个难忘的妇女节呢？

这天，她和孩子们一起晨诵《妈妈，我只能
是一个小孩子吗》———

我要是一只小鸟，
就从海面上飞到雪山，
捧一朵浪花送给你，
捧一片雪花送给你。
我要是一棵小树，
就呼呼呼地长到天上，
摘一缕彩霞送给你，
摘一颗星星送给你。
我要是一朵金盏菊，
就一年四季开在你的书桌，
留一束阳光送给你，
留一个春天送给你。
可是，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呀，
我只能每天对你说：
妈妈，我爱你！
看着孩子们感动的神情， 突然， 她灵光一

闪，有主意了！
等孩子们朗诵完毕， 钟丽说：“明天就是 3

月 8 日妇女节了，这是全世界妇女的节日，也是
每一位妈妈的节日。 我建议，同学们把今天这首
诗熟读并背诵下来，作为礼物送给妈妈。 不过，
这是一个小秘密，事先我们不能让妈妈知道，等
到明天节日到来时， 同学们再满含爱意地把这
首诗诵读给妈妈听！ 好吗？ ”

“好！ ”孩子们用清脆的声音回答道。
这次活动反响强烈。 “三八”节的第二天，钟丽

不断收到许多孩子的妈妈发来的一条条短信，每条
短信都表达出了幸福和感动。

蕊蕊妈妈这样写道：“今年的 ‘三八’ 妇女
节，是孩子让我最感动的一天。 谢谢您钟老师，
是您让孩子为我准备了这么好的礼物， 这是我
听到的孩子最棒的一次朗诵， 不是因为她读得
很顺畅，相反，她还有小小的结巴；也不是因为
孩子的声音有多响亮， 而是孩子带着情感在朗
诵，让我感受到了孩子对我的那份深深的爱。 还
有，孩子用心朗诵出来的诗，显得格外动听。 我
并不是在吹捧自己的孩子，我是真的被感动了，
这份感动已经远远超越了孩子在学习上有了进
步，我发现孩子长大了。 谢谢您钟老师，孩子给
我的惊喜让我感动不已。 ”

当天下午，这位母亲到学校接孩子，当她看
到钟丽后一把拉住了她的手， 开始向她诉说头
一天晚上孩子诵读诗歌的全过程，说着说着，这
位母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声音也变得哽咽，
再也说不下去了。 孩子的母亲还掏出手机，让钟
丽观看了她录的视频。 视频里，孩子恭恭敬敬地
把妈妈拉到沙发上坐好， 并为妈妈送上了一份
特别的礼物———为亲爱的妈妈朗诵小诗。 孩子
的妈妈激动得泪流满面……

茜茜妈妈这样写道：“钟老师，感谢您！ 是您
让我的孩子第一次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送给我太
多的惊喜，是您让我感受到了孩子的成长。 今天
对我来说，意义非同寻常，因为我收到了一份意
外而特别的礼物。 昨天下午放学回家，女儿自觉
地把作业做完，交给我检查后，叫我坐在凳子上，
然后为我朗诵：‘妈妈，我只能是一个小孩子吗？ ’
那一句句真情告白，让我好感动。 当她读完时，我
们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久久没有放手。 ”

……
这样的短信还有很多很多， 每一条短信都

让钟丽感动， 同时也有点得意———得意于自己
的教育构想一步一步变成现实，并收到效果。

而所谓“效果”，还绝不仅仅是让妈妈们感动
了，更在于通过让孩子给妈妈送上这样的特殊礼
物，学会感受并理解妈妈的爱。 比如，上面提到的
“蕊蕊”和“茜茜”，这两个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平
时都被爷爷奶奶娇惯着， 被爸爸妈妈呵护着，从
来不会为别人考虑。 她俩的家长也多次对钟丽
说：“孩子往往只顾着自己的感受，相当自私。 ”而
这次活动后，两个孩子明显懂事多了，在家里知
道体谅爸爸妈妈了，比过去更加孝顺了。 这些变
化让她们的爸爸妈妈惊喜，也让钟丽欣慰———这
就是诗歌的影响，这就是晨诵的魅力。

新教育最大的意义就是唤醒普通教师的职
业理想，点燃他们的教育激情，钟丽的故事再次
证明了这一点， 新教育让钟丽的教育散发着人
性的芬芳，她也因新教育而更加美丽。

钟丽：因新教育而
更加美丽

镇西随笔 102

制定学校发展规划是校长的必修课，我国已经将
这一项能力写入校长的专业发展标准之中。 然而，作
为一项专业技能，需要校长有相应的专业素养。 在参
加各地的学校发展规划制定过程中，笔者发现，校长
们往往会出现以下问题。

没有从问题出发。 学校发展规划是为了解决学校
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而制定的，缺少了拟解决的问
题，就等于没有了出发点，就会缺乏针对性，导致所制
定的发展规划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一些校长总是认为
自己有很好的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但是，看
看他们所列举出来的问题吧，大都是浅层次的、随机
出现的，现象与问题杂糅，缺乏对现象与问题的区分，
更缺乏对现象背后问题的归类与分析， 如此一来，所
谓的问题不过是“假问题”而已。 在缺乏“真问题”的前
提下，校长无论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制定出科学合理
的学校发展规划。

缺少教职员工等相关者的参与。 研制学校发展规
划需要校长或领导班子带领师生员工、家长、专家等
共同讨论、共同协商。 很显然，儿童不是某个人的，而
是“大家”的，这就需要校长、教师、家长、学生、专家等
坐下来，一起研讨，尽可能在培养什么样的人、培养到
什么程度、遵循什么样的方式来培养等问题上达成共
识。 让相关者参与进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发展
规划对于学校来讲是一份“宣言”或是“承诺”，是学校
根据国家的规定和自身实际情况，从孩子们的需要出
发，对最终教育结果及相应过程的一种预设，这样一
种结果的获得以及相应过程的实施，都需要相关者的
参与和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发展规划

就是一纸空文。 因此，在研制的过程中注重相关者的
参与，能够更好地落实发展规划、实施发展规划。

缺乏一致性。 前已述及，发展规划是对为什么培
养、预期的具体结果是什么（目标）、达成这个结果内
在地包括哪几个因素、 需要建立什么样的支持系统、
怎样知道规划结果的实现程度等的系统规划，这就需
要上述要素之间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特点。 也就是说，
所规划的文本必须围绕一个焦点性的问题，致力于这
个问题的解决。 但在目前常见的一些文本中，很难看
到一致性。 一些文本看起来内容很丰富，条理性也比
较清晰，但是，各个部分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只不过
堆积了在未来拟解决的互不相关的几个问题而已。 当
规划缺少一致性的时候，一个必然的结果是，学校会
“四面出击”，抓不住重点，不能对问题做轻重缓急的
处理。

忽视学校变革的规律。 学校变革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具有长期性、艰难性的特点。 众所周知，教师具有抵
制变革的天性， 从抵制变革到拥护， 从无意识到有意
识，从漠视到参与，从个别参与到集体参与，这其间任
何一点变化，都绝非易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忽视这
种变革的规律，就极有可能遭遇失败。 在学校规划的一
些文本中，常常有一些“雄心壮志”式的表白，如拟在 3
年的时间内就使学校成为省内“一流”学校，打造成“品
牌”学校等，反观其文本，不难发现，他们既没有找到
“真问题”，也没有针对问题而进行一致性的专业规划，
如此“表白”，也只能是痴人说梦般的“独白”而已。

把发展规划视为“用来包装或者加工的文字”。 一
些校长认为， 学校发展规划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规划，

主要是对外使用的，如应付上级领导检查等。 因此，一
些校长在制定发展规划时， 只是请一些专家把文字
“包装”一下。 而发展规划实际是一项专业技能，它考
察的是校长是否具有顶层设计的能力。 这种方案的设
计，犹如教师上课撰写“教案”一样。 那些把教案作为
摆设的教师， 其课堂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随意性
强、效果不佳的特点，而那些教师从实际问题出发进
行专业设计的教案，代表的是教师对究竟为什么上这
样一堂课、这样的课要达到什么样的学习结果、怎样
一步步达成这样的结果、如何知道自己达成结果的程
度等课堂教学方式的深思熟虑，代表的是教师实施教
案的专业能力。 研制学校发展规划，其道理也是一样
的。 它要考查的是校长能不能从实际问题出发，能不
能把需要解决的问题分解为几个必要的步骤或者环
节，并对问题解决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因素进行合理
布局的能力。 作为一项管理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往往
把学校发展规划的制定作为督促学校改革、提高学校
办学质量的一个抓手，在此情况下，校长再考虑发展
规划的外部考核或者审议，做些文字上的修饰，这点
仍是必要的。 但是，如果将其视为只是用来包装或者
加工的文字，就失去了发展规划内在的促进校长的专
业发展、引领学校内部改革的意义。

对于校长来讲，制定一份有足够专业含量的学校
发展规划还面临着很大挑战，明了其间存在的一些问
题，可以在实际的制定中少走一些弯路，也可以借此
进一步完善业已规划好的文本，并在后续的实施中提
高有效性。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学校发展规划存在的五大问题
□ 张 斌

一棵大树的成长离不开土壤的滋养和阳光雨露
的滋润。 同样，教师的专业成长也离不开一个立体的
环境。 “立体环境”指的是教师的专业发展环境需要六
个方面的立体支撑，各方面必须求得内涵发展才能让
教师自由成长。 这六个方面既包括文化知识基础，还
包括智能基础和情感基础，是着眼于能促使教师终身
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只有正确认识自身各
方面的基础，高度重视并有效构建这个基础，并在此
基础上不断更新、发展和提高，才能走向成功。

赢得学校领导的支持。 在学校教育教学工作中，
教师多属于被领导者，需要接受学校领导的管理。 “领
导”与“被领导”在很多时候是相互共存的关系。 优秀
教师的成长离不开学校领导的指导、帮助和支持。 教
师要善于和领导沟通交流， 认准自己角色的定位，寻
找自我专业成长与学校管理的结合点，获得更多的成
长资源与发展机会。

作为被领导者，教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爱抱
怨的教师往往在一吐为快的同时，也严重损害了自己
的形象。 因此，教师要多反思自我，不断努力，最终得
到学校领导的赏识、理解、尊重。

做学生生命中的贵人。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生命
体，他们都处于幼稚、成长的状态之中。在漫漫人生路
上，每位教师都是学生生命中的过客，不同的是，有的
过客给学生自身的成长施加了有益的影响；有的过客
给学生的人生带来了不好的影响； 有的过客毫无作

为，只是冷眼看学生自甘堕落。 当您在感叹那些优秀
教师高超的教育艺术的同时，是否在思考：我是学生
生命中的贵人吗？ 我给学生施加了怎样的影响？ 我理
解学生并呵护他们的心灵了吗？

上面的问题，拷问的是教师的教育灵魂，呼唤的
是让每位教师对学生个体生命给予足够的敬畏。教师
应努力追求做学生生命成长中的贵人，重视并善待每
一个学生，唤醒每个学生心底的良知，帮助学生塑造
自我，关注并指导学生学业成绩的提高，呵护学生的
心灵健康，涵养学生的积极心态。 要肩负起这样的责
任， 就应在亲身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教育思想，为
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教育指导。教师要感恩学生带
给自己丰富的学习资源，在伴随学生成长的过程中走
向成熟。

修炼协调术。 教师工作的对象是学生，与家长协
调好关系，可以使家长成为配合教师教育工作的同盟
军；与学生协调一致，可以营造和谐共进的师生关系；
与社会各界人士协调好关系，可以引进良好的社会教
育资源；与同事之间协调好关系，就能做到关系密切、
和谐共赢、主动奉献、协同成长。教师要练就良好的沟
通协调能力，汇聚各方智慧，切实处理好各种关系，做
好各方面的协调和协作。

充实业余生活的乐趣。就优秀教师的成长环境而
言，我们不可忽略了充实业余生活的乐趣。 而一些教
师的业余生活太过娱乐化， 并没有从中获得收获，但

也有一些教师在忙完家庭琐事的基础上，将大量时间
用于读书、学习、反思自己的工作等。 “人的差异在于
业余时间”。同龄人之间最大的差异，就在于业余生活
之间的不同。

在业余生活方面，教师要做好科学的规划，既要
放松身心，又要寻求上班之外的乐趣，有效利用业余
时间，如进行身体的锻炼、音乐艺术的熏陶、社会调查
研究等，不断完善自我，创造完美人生。

实现自我职业的认同。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行为
认可，便会得到满足与幸福。因此，在通往成功的道路
上，我们应思考，自己是否能做到正确认同自己及所
从事的工作，以阳光的心态面对工作与他人？ 如果做
到了，我们就能涵养自己的德行，对工作有耐性、有韧
劲，不急于求成，更不轻言放弃。

教师一定要走出封闭的自我， 正视自己的价值，
对自己充满自信，积极地融入集体之中，吸取别人的
经验，给予他人以善意的帮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
现实中找回真正的自己，并超越自我，走向成功。

谋求和谐家庭的支持。 教师的工作非常辛苦，教
师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往来于学校与家庭中，正如教师
要用心经营教育事业一样，教师也应用自己的真诚和
智慧去创造和谐幸福的家庭，重视家庭的经营，发挥
好成功的事业与美满的家庭的互补作用，做到家庭事
业双丰收，进而谋求和谐家庭的支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河西小学）

□ 范明刚

打造教师专业成长的立体环境

本刊系列增值服务
增值服务一：学校发展咨询与会诊
学校发展的真正阻力是什么？ 如何升级教师

工作的驱动力？ 学校文化如何深度构建……
如果您的学校有不少亮点， 但缺乏贯穿的主

线；如果您的学校缺特色，却苦于无从下手；如果
您的学校急需提升教师及管理团队的专业素养；
如果您的学校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急需高端、特
色的定位；如果您的学校发展缺乏一套科学的、切
实可行的战略规划……

请联系本刊，我们的专家团队将为您提供：学
校文化梳理、发展战略规划、学校管理咨询等专业
服务。

增值服务二：教师专业写作辅导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 教师专

业写作的道与术是什么？ 如何有效提高教师投稿
的命中率？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有困惑， 想快速提升学校
或区域骨干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请联系本刊。我
们将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个别指导的形式，
为教师们破解专业写作的难题。
联系电话：010-82296726 18610378011
联 系 人：王占伟
联系邮箱：362149788@qq.com

□ 陈心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