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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野

教育不转型
国家只能卖苦力
陈志武在 《教师博览》 撰文

思辨能力的训练在美国是自幼儿
园开始就重视的强项。 具体表现
在两方面： 其一是课堂表述和辩
论，自托儿所开始，教师就给学生
很多表述的机会， 让他们针对某
个问题各抒己见， 发表自己的看
法、谈谈自己的经历，或者跟别人
辩论。另一方面，就是科学方法这
项最基本的训练， 多数学校要求
所有学生在小学四五年级时都能
掌握科学方法的实质， 这不仅为
学生今后的学习、研究打好基础，
而且为他们今后作为公民、 作为
选民做好思辨方法论准备。

但在国内， 一些本来很聪明
的人即使到读博士、研究生时期，
还不一定具备这些研究素养、研
究能力， 有些研究生连做个研究
助理可能还不合格。

美国教育体系给每个人都提
供了很多自我表述的机会， 等学
生长大后 ， 特别是念完 MBA 以
后， 在他们介绍产品和自己的研
究与想法时， 至少不会站在人面
前就发抖，没办法说出话来。在中
国经济、社会转型到这个地步时，
特别是在产业结构上、 品牌建立
上、 创新型国家方面都有非常多
的愿望和渴求时， 实现这种教育
转型尤其重要。

文化的力量
徐飞在《校长》撰文 大学离

不开文化， 没有文化滋养和浸染
的大学，情何以堪？ 然而，当下的
很多高校似乎遗弃了文化， 失去
了灵魂。现在，一些高校经过多年
的规模化发展， 硬件建设迅速改
善，很多学校堪称气派。 然而，大
楼林立，大师罕见，曾被人们视为
文化和精神的圣地、 学生人格涅
槃的庄严学府， 如今被诟病为曲
学阿世、 趋炎附势的官场和名利
场，成为公众嘲讽的对象。

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 大学
文化必须切实地肩负起应有的担
当。 哈佛大学荣誉校长洛丁根深
刻指出， 大学应是有着价值追求
与精神内涵的心的家园， 文化是
大学的生命线， 是一所大学的精
髓所在。 没有文化的指引和召唤，
大学发展就失去了方向和动力。
大学要积极从精神、制度、环境等
多层面和多维度加强文化建设。
大学更需秉持以人才培养为根
本，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己任，以学
术为志业， 大力倡导和践行格物
致知、追求真理，崇尚科学、勇于创
新，拒绝功利、力戒浮躁。 与此同
时， 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
的融合中，实现从文化自觉、文化
自信到文化自强的历史性跨越。

（钟原 辑）

前不久 ，看到一个 “贵目贱心 ”的故
事：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的一个学生患了
眼病，整天凄凄惨惨、忧闷不堪。王阳明对
他说：“你这是珍惜你的眼睛，却轻贱了你
的心。 ”

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和王阳明的这位
学生很相似， 只懂得爱护自己的明眸，却
任由自己的“心灵之眼”陷入黑暗；我们都
很注重身体的完整和健康，却总是无视心
灵的残缺和病变。当一个人身体缺乏维生
素和矿物质时， 我们会说这个人病了；可
是当一个人的人格长期缺钙、心灵长期缺
氧时，我们却认为他是健康的。

就教育而言，如果一个教师都不懂得
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和心灵健康，那么他
又能给予学生什么样的人格教育呢？

有这样一个案例： 高二学生小李，因
英语学习困难而寻求帮助，记两三个字母
的英语单词对他来说都很困难，学英语不
到半小时就会出现头痛症状，而学习其他
学科却不存在这一问题。经了解小李初一
时对学习英语还是有兴趣的。 然而，在初
二的一次英语课上，因未能回答上老师所
提出的问题， 被老师叫到黑板前面罚站。
这对于正处于青春期、自尊心极强的小李
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伤害。从此以后，他把
对老师的怨恨转移到了英语课上，再也不
愿学习英语……

小李英语学习困难的核心原因是英

语教师带给他的心理伤害，这是一种典型
的师源性心理伤害。 所谓师源性心理伤
害，是指由于教师不当的教育教学行为给
学生造成的心理伤害。教师在学校扮演的
角色之一是学生心理健康的维护者。 然
而，现实中一些教师的做法显然是与此背
道而驰的。

有这样一个有趣的调查：被访问的教
师几乎都认为自己爱学生，但他们的学生
能感受到师爱的却不是很多。产生这一现
象的原因是不少教师对学生的爱并不是
真爱。什么是真爱？真爱是无条件、无分别
的，真爱是让对方成为自己。

什么是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的人不过
分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把价值感建立
在自己身上；不容易被他人的负面情绪感
染，也不轻易被别人的激情所煽动；对事
物和人有自己的判断，不从众；当被赋予
选择权时，不惊慌失措，知道自己该选择
什么，为什么选择……好的教育就是帮助
学生成为自己。

让学生成为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
人，其前提是教育者能成为自己，寻找真
实的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然而，现实中，有多少教育者想过去
寻找真实的自己？这样的问题也许会让你
发笑：“我干吗要寻找自己？我难道不是一
直是我自己吗？ 我是一名校长，我有幸福
的家庭， 有事业有朋友……我过得很好，

干吗要去找所谓的‘真实的自己’？ ”
然而，我们和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可以

直接画等号吗？ 不论你是谁，名字只是个
符号，不管把名字换成什么，都不会将一
个人的本质改变。 因此，校长不能片面地
说“我是校长”，而应该说“我拥有校长这
个职业”。

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绝大多数
人平常所认定的这个由姓名、职业、身份、
经济状况、人际关系、思想观念等组合成
的“我”，并不是真正的我。

当一个教育者不懂得真正的自己是
由内在品质决定的，他就会把生命的重心
完全放在外部世界，用世俗的观念、他人
的意见来指导、评价自己的生活。 把真实
的自己弄丢的教育者，又怎能让学生成为
自己呢？

教育应从不伤害做起。 现实中，我们
的教导、教训太多，而教育太少。 《说文解
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其实，教
育的根本不是教育者说了什么、 做了什
么，而是教育者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
的精神海拔，有着怎样的生命状态，有着
怎样的境界格局。 换句话说，什么是教育
者最大的教育资源？是教育者自身的生命
样本，是教育者自己的身心和谐程度。 所
以，真教育发生的过程其实是教育者自我
成长的过程。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夏邑县孔祖中专）

■关注未来教育家精神成长（三）

教师最大的教育资源是什么
□ 郝兰奇

前不久，国家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
题组对陕西等地的中小学教师进行了抽
样检测， 发现有 52．23％的教师存在心理
问题， 其中 21．28％的教师属于轻度心理
障碍，2．49％的教师已构成心理疾病。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有：教育体
制当中引进的激烈竞争， 如职称评定、教
师聘任、末位淘汰、成绩排名 、按绩取酬
等，学校片面强调升学率、平均分，使每位
教师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教师常常
扮演的是为人师表的角色，为了满足人们
对这个神圣职业的要求，他们不得不常常
掩盖和压抑自己的一些真性情，从而造成
心理失调的状况。

教师工作实际上是一种持续紧张的
高强度脑力劳动，需要高度的自觉性和积
极性，因此容易造成教师孤独、怪僻和感
情抑郁，进而导致心理问题。

由此可见， 教师的心理健康不容乐
观。许多中小学教师都有这样的苦恼，一
个学期有写不完的计划、总结，教师的很
多时间都用来应付学校的检查。 有些学
校，一方面号召教师改革创新，改变课堂
教学方式；另一方面又对教师上课、备课
等环节提出许多模式化的要求与限制 ，
致使教师难以把握。实际上，教师最想要
的是受到尊重并且能够体现自己的价
值。 虽然某些校长为提高管理效益非常
注重在生活上关心教师， 在情感上激励
教师。但是别忘了，最能激发教师工作积

极性、 主动性的是让他们受到尊重和体
现自我价值。

因此， 校长的当务之急不仅要提高
教师的心理素质， 还要引领好教师的精
神成长。

从学校长远发展来看， 如果教师没
有好的精神状态， 其专业发展道路肯定
走不远。

校长要引领教师精神成长，要让每个
教师切实体会到自己在学校的重要性。学
校的均衡发展既要靠教师素质的整体提
升， 更有赖于调动全体教师的工作积极
性。 因此，在学校管理过程中，校长不仅
要知才、识才，还要根据每个教师的个性
特长，量身定做供其发展的平台，善于挖
掘、培植并放大他们的潜能。

校长要解放思想， 放手让年轻教师
任教毕业班级、担任班主任等重要工作，
在实践的历练中催生出新一代的优秀青
年教师。 减轻学校教师的心理压力也是
校长的一个重要工作， 只有教师的压力
减少了，工作才有成效。校长要常请心理
专家来校讲座，要组建心理咨询室，还可
以建立减压房， 让教师随时来这里发泄
情绪。

校长要开展校本培训， 促进教师专
业化发展。 校长要按照“专家引领，同伴
互助，自我反思 ”的模式 ，开展系统的校
本培训，解决教师在教学中存在的困惑，
做到教师真正理解课标、 教材， 了解学
生，让教师形成终身学习的习惯，建立学

习型组织。
校长要实施人性化、民主化管理。 校

长要侧重集体考核，在管理上落实岗位带
徒、集体备课，让每位教师真正融入到集
体中， 为集体所获得的荣誉感到骄傲，形
成在日常工作中互帮互助的常态。校长要
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提高教师对压力的
承受能力。校长要开展一些关于教师减压
的讨论和专家讲座， 购置心理方面的图
书，在校内形成心理疏导网络体系，给予
教师全方位的关怀。 校长要让教师认识
到，学校给予的荣誉与奖励并不能代表工
作成效的全部，教师真正的收获是学生的
成才， 是学生给予教师的尊敬与爱戴，是
教师在提升自己的专业成长与精神成长
后再潜移默化地熏陶自己的学生，并看到
他们快速成长的成就感。

校长要引领教师多读书， 这是促进
教师精神成长最有效的方式。 只有在不
断的阅读、学习、实践中 ，教师的精神海
拔才能得以提升，教师的胸怀才能开阔，
教师的视野才能宽广。因此，书是教师的
最佳精神伴侣， 在引领教师读书的过程
中，校长必须抛弃功利和浮躁思想，要有
不同时期的规划，要废除“一刀切 ”、“齐
步走”等刚性化做法 ，让教师放松心情 、
放慢脚步、放长眼光，以诗意的态度 ，慢
慢体会读书所带来的乐趣， 慢慢感受读
书所带来的变化， 引导教师 “差异化发
展”，做最好的自己。

（作者系心理咨询师）

如何以心理健康促精神成长
□ 高 伟

本刊征稿 《思想力校长》
本栏目发现致力于课改实践和素质教育探索的典型学

校，关注思想力人物，关注躬身教学田野的实践者和具有教
学领导力的校长，欢迎读者自荐或者推荐。

作为校长，您是如何理解管理的？ 您是如何从管理体制、机制层面优化学
校内部治理结构，调整学校教育生产关系，解放学校教育生产力的？ 请结合学
校管理实践呈现观点。 字数 2000 字左右。

《我的教育观》

当前，学校改革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零敲碎打地推进改革，缺乏整体系统的顶层
设计。 这制约着众多学校教育品质的持续提升。 您如何看待当前学校发展存在的突出问
题？ 您在自己的学校是如何破解顶层设计难题的？ 请结合案例谈谈如何进行学校发展的
顶层设计。 字数 3000 字以内。

《学校顶层设计》

《教育家影像》
那些已经离我们而去的教育家，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是他们的思想和理念。其实，他们还有很多

鲜为人知的故事和逸闻趣事，值得我们去挖掘、寻找。 将他们成长的经历和故事与我们现实的教育
环境相结合，就是当今教育的良方。 欢迎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或稿件。 字数 1500 字左右。

投稿邮箱 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钟 原
联系电话：010-82296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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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管理观》隰

作为校长，您是如何理解教育的？ 对于当前中小学课改形势有
何研判？您是如何理解学校文化的？是如何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请
结合学校工作实际畅谈您的理论与实践。 字数 2000 字左右。

我是一个有 10 多年工作经验的生
命成长导师，我所从事的是社会教育，我
辅导的多是社会企业家。 这么多年来，我
通过课程去支持他们生命的改变， 支持
他们企业业绩的倍增， 支持他们内心的
强大与富足。 在我多年的培训教育生涯
中，我享受着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享受着
丰厚的财富回报， 可是当我短暂的幸福
喜悦之后，每每却是深深的悲伤。 这究竟
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在培训课上处理的都是他们
小时候的问题，在学校出现的问题。 在小
学、 中学受教育的过程中， 在与教师、同
学、父母的互动中，他们受到了深深的伤
害，背上了严重的心灵负荷。 幸运的是，他
们现在能够接触到现在的心灵成长课程，
可以去疗愈这些伤害， 卸掉这些负荷，可
以让自己的生命得以绽放，可以让自己获
得自由，可以让自己的灵魂得以解脱。 但
是如果没有现在的心灵成长课程，那么他
们的生命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定会天天活
在痛苦与纠结中……

这些负荷与伤害本是不该有的，或许
在学校就能够被教师和家长疗愈的。 然
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我为很多公办学校
的教师上课时，我有了深深的震惊，因为
教师们根本没有做学生的精神疗愈工作。
更可怕的是，很多教师是那个制造问题的
人。 因为很多教师的内在生命也是充满了
黑洞，伤痕累累，很少有教师能够真正活
出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培训那么
多教师，我很少看到一群内心自由绽放的
灵魂工程师。 郁闷，不开心，抱怨社会，抱
怨学校，指责教育体制，不知道教育的意
义，这些问题都充斥了很多教师的内心。

有一次，我在一所公办学校为教师进
行了 3 个小时的演讲，我问了老师们一个
问题：你们当初为什么当教师？ 结果所有
的回答让我震惊。 教师们的答案有：我当
初没有办法才当了教师；我是找关系才当
了教师；我是为了生存才当了教师……答
案有很多，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教师是
为了能够活得有意义，能够活出自己生命
的价值而从事教育事业的。 他们的答案并
没有错，回答的也很现实，但我感到很难
过，因为身为我们的灵魂工程师，他们不
应该是这样的活法。 一个没有使命和梦想
的教师如何去激发学生的梦想与使命？ 一
个自己的生命都没有绽放的教师如何去
引领学生？ 一个抱怨、指责、消极、委屈的
教师怎么能够培养出正能量的学生？ 一群
充满负能量的学生踏入社会以后，如何才
能顶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中国梦是什么？ 是每一个孩子的梦；
是成功教育的梦！ 每一个教师最大的使命
就是去激发每一个学生的梦想，激发他们
为祖国奋斗的使命。 然而可怕的是，多数
教师现在没有了梦想，没有了使命，没有
了激情，没有了感恩，没有了正能量，在课
堂上没有了灵魂的承载。 他们只是把教育
当成生存的工具，应付差事。

亲爱的老师们， 到底该如何活出自
己的生命，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在这个
世界被重新洗牌的过程里， 你们该如何
改变？ （作者系资深培训师）

教育者
拿什么拯救自己
□ 王中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