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征稿
《我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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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身边，也许没有大教育家，但一定有优秀的教师和校长，他们管理学校的绝招儿，教育学
生的故事，管理创新的举措，还有紧急时刻的教育机智，别具一格的教育艺术……一定能助燃“教育
家成长”和“教育家办学”的星星之火。 欢迎您将所作所为、所见所感、所听所闻写下来，讲讲您身边
的教育故事。 字数 1500 字左右。

《金点子》

当前，学校改革发展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零打碎敲地推进改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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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稿邮箱 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钟 原
联系电话：010-82296728

隰

隰

隰

《我的管理观》隰

苏霍姆林斯基、杜威、蒙台梭利、孔子、陶行知、蔡元培……这些教育
家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思想、言论、著作，依然在影响着今天的教育，
指引着我们的行动，写下您和教育家们穿越时空的相遇、相知，分享您对
教育家的理解与思考。 字数 1500 字左右。

《学校顶层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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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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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教育不能只管学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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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校长

教育的首要目的
在于“成人”

张汝伦在 《教师博览 》上撰
文 中国古代哲人和西方古典教
育思想家，都充分肯定人拥有各
种潜能，而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人
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使各种能
力达到极致。 无论是孔子“君子
不器”的思想还是西方人文主义
的教育理念 ， 都反对把人专业
化，人不能仅仅成为一个除了专
业知识与技能外几无所知的专
家，而应是全面发展的人。

我对现在这种以考试取人
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因为考试机
器绝不会是创造性人才，把考试
太当回事，必将斫伤一个人的创
造性。 要追求创造能力，就要求
我们不要太有胜负心，人生的道
路很长，一个人的成就绝不取决
于他在一两场考试中的胜负。诚
然 ，现在学校 、家长 、社会 ，都很
重视成绩，但一个有头脑的人要
懂得藐视流行的价值，这就是批
判思辨的能力。分数至上固然可
以进入理想的学校，但不代表就
能成为真正的人才。

德国式阅读的力量
颜昌海在 《新校长传媒》上

撰文 德国人认为， 阅读关乎国
家未来， 经常性大量的阅读，能
够使青少年更好地掌握读书技
巧，迅速提高理解能力和思考能
力 。 所以除了家长和学校的督
促，政府也把阅读视为一项儿童
启蒙的社会工程。

我们在不断感叹德国制造
的同时 ，却没有注意到 ，德国的
大学和图书馆一定是当地最经
典的建筑并建在交通最方便的
地段，也没有注意到德国是世界
人均比例最大的普通阅读者群，
更没有注意到德国人对知识的
尊重和阅读的态度。

反观中国 ，由于现在的 “信
息爆炸”， 我们养成了一种叫作
“浅阅读” 的快餐式阅读方式和
习惯，很多人的阅读量可能是在
增加，但阅读质量却不一定能得
到保证。 我们是否可以不再以所
谓的“浅阅读”为荣，而花时间去
读一本真正的好书。

（钟原 辑）

内蒙古伊金霍洛旗 矿 区 中 学 是 从
2009 年 5 月开始课改的。 为什么要课改？
怎么改？ 这是课改之前我们一直思考的问
题。 现在回想起来，主要受两项研究的启
发： 一是 2009 年美国国家研究中心发布
的研究报告指出， 讲授 24 小时后知识的
巩固率是 5%，而向他人讲授（对所学知识
的应用）24 小时后知识的巩固率是 90%。
这项研究表明，“满堂灌”的教学方法是最
无效的教法，对绝大多数学生没有什么效
果。 二是“北京大学中小学阶段素质养成
与家庭教育” 课题项目组 2008 年发布的
研究报告表明， 在诸多的素质教育中，学
生的学习能力是其“核心素质”，学习能力
的培养是学生素质养成的“重中之重”。 这
两项研究成果给出的结论对我影响很大，
使我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尽快摆脱 “满堂
灌”教学模式的束缚。

课堂首先是学生生命成长的地方，学
生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师生互动交流、展示
等环节，在学习知识和掌握技能的同时，通
过情感体验、思想碰撞、质疑、争辩等促进
学生个性生命的充分自由发展。 课堂应该
是师生向往的地方，在民主、平等、和谐的
氛围中师生人人觉得自己有尊严、很安全、
舒心而不焦虑， 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建立
起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
度，从而学会如何做人。课堂应该是思维品
质训练的主阵地， 教师要通过一系列设计

的问题，引发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从而使
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内化，进而形成能力。只
有经过深度的思考才会产生质疑和碰撞，
才能有新的生成。

理想的课堂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个
体差异 ， 最大限度地为每个学生提供合
适的教育 ，让各个层面的学生学有所得 。
校长要善于发现每个孩子的优点并加以
引导和发展 。 理想的课堂应该是学生精
神成长的沃土 ，学生如沐春风 ，人格逐步
得以健全 ，责任感逐渐增强 ，品德渐渐高
尚，举止慢慢得体儒雅。 理想的课堂要让
每个孩子有梦想 ，并使孩子的梦想成真 。
理想的课堂应该异彩纷呈 ， 充满生机活
力 ，蕴含丰富的智慧 ，让课堂成为智慧汇
集的地方 ， 只有智慧的涌动 、 智慧的碰
撞 、智慧的再生 ，才能让课堂真正成为学
生的学习场所。

5 年来我们精心打造自己的课堂 ，逐
步走出了课堂教学的程式化和教条化。 对
教学模式和教学流程不做硬性的要求，可
以因教师 、因年级 、因教材 、因学科而异 。
我们一直在倡导构建异彩纷呈的课堂，充
满生机活力的课堂和富有智慧的课堂，初
步形成了因学科而异的教学特色和因教
师而异的教学风格。

课堂上，学校高度重视培养学生的六
个学习习惯，即 “会读 、会听 、会议 、勤思 、
善问、敢说”的学习习惯，坚持通过每月论

坛 ，解决课改中的疑难问题 ，为课改把握
方向。

我们一直都在关注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问题， 积极引导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发挥好
四个作用：一是认真设计问题，采用“问题
型”教学，通过科学地设计问题，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精心设计引学问题，引导学生走
入文本；巧妙设计探究问题，激发学生的思
维品质和质疑兴趣；分层设计提升问题，拓
展学生的视野和思维， 培养学生的个性特
长。 教师要通过问题的设计把课堂的重心
转向学生思维品质的培养， 引导学生进行
深度思考，并进行争辩与质疑，激活学生的
潜能，诱发学生的想象力。

二是要创设情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情
趣，让学生在活动中学，在动静转换中学，
在情境故事中学。

三是让学生有充分的学习选择权和自
主权，每个学生都有各自不同的优势特征，
让善于听、善于看、善于讲、善于想、善于做
的学生选择自己希望和擅长的方式学习，
各得其所。 教师的作用就是要构建一个多
向度的平台，采用多要素组合的方式教学，
为每个学生提供最适合他们的教育。

四是教师的精讲要适时介入、 画龙点
睛、切准要害。学生通过互动交流只知其一
不知其二的“二”要讲，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的“所以然”要讲，能举一但不知如何反
三的“三”要讲。

什么是好课堂

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首先是关怀
备至地 、深思熟虑地 、小心翼翼地去触及
年轻的心灵。 在这里，谁有细心和耐心，谁
就会获得成功。 ”教育首先是人性的唤醒
和生命的呵护，每个生命都有他独特的成
长方式和规律，教育首先应该尊重学生的
个性差异，能让有差异的学生享受适合自
己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教育离这个
目标还比较遥远。 学生走进教室，是被动
地接受； 教室里听不懂的学生是忍受；而
厌学的学生走进校园的感觉是难受。 教育
应该告别难受，结束忍受，远离接受，走进
享受。 上海建平中学在冯恩洪校长的带领
下实行分层教学，为学生提供了合适的教
育，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的创新育人
模式为有差异的学生提供了享受的教育。
教育需要耐心 ，需要静静地等待 ，正像华
南师范大学郭思乐教授所说的那样 ，“教
师要做一个牧者 ”， 是种子总会发芽 、开
花、结果、成熟，只是早晚而已。

教育更需要期待， 罗森塔尔效应告诉
我们，期待是一种力量，暗示是一种能量，
它可以提高人的自信心，改变人的行为。 其

实好的教育很简单， 就是告诉学生你是聪
明的，你是最棒的。 正像人们所说的“好孩
子都是夸出来的”，渴望达到别人的认可是
每个学生的心理需求。 正像上海的培训师
刘国俊所说的那样，“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
笨，他就笨一辈子给你看；如果你认为你的
孩子聪明，他就聪明一世给你看”。 教师看
待学生也是如此。

好的教育不在于给学生开设多少课
程，而在于通过课程激发学生的潜能，唤醒
学生沉睡的思维，思维是学习的核心，学生
只有进入深度的思考， 才能进行真正的学
习；好的教育不在于传授学生多少知识，而
在于让学生产生多少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好的教育，不
在于促使学生具有怎样高超的技能， 而在
于让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情趣、人
生的体验、社会的历练、丰富的校园生活和
幸福的人生； 好的教育不在于追求严格的
课堂流程， 而在于培养学生优秀的思维品
质、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从
而形成自主学习的能力。

好教师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如果用

一句话来说就是要有人格魅力。 教师的人
格魅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良好的
师德。 师德是灵魂， 一位教师师德是否高
尚，集中体现在一点，那就是看能否热爱每
一个学生，只有热爱每一个学生，才能赢得
所有学生的尊敬， 才能建立起和谐的师生
关系。 教师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正确对待学
生，包容学生所犯的错误，才能耐心地去塑
造每一个学生。

二是要有思想。 教育思想是教师自身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浓缩，是教师教
育教学经验的升华， 是教师对学校教育理
念、学生观、人才观的顿悟，教育本身就是
一种情感的交流和思想的碰撞， 是对学生
人格的培养和精神的养育。 课堂首先应该
是思想的阵地， 是师生双方思想的延伸和
对接，是思想成熟成长的地方。 只有思想的
交流与撞击才能触及学生的心灵， 才能有
新的感悟，才能呈现出生命的精彩。 作为一
名教师，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用
自己的教育思想感染学生、鼓舞学生、陶冶
学生。

三是要有智慧。 这里的智慧泛指教育

智慧和教学艺术。 智慧是一个人生命活力
的象征， 教育智慧是良好教育的一种内在
品质，表现为教育的一种自由、和谐、开放
和创造的状态， 表现为真正意义上的尊重
生命、关注个性、崇尚智慧、追求人生幸福
的教育境界。 教师的教育智慧主要表现为
教师对教育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的规律性
的把握、创造性驾驭和深刻洞悉、敏锐反应
以及灵活机智应对的综合能力。 教师要通
过不断的学习与反思提高自己的教育智
慧，提高课堂的应变能力和掌控能力。 只有
具备了高超的教育智慧和教学艺术， 教师
在课堂上才能得心应手， 才能激发学生的
兴趣和潜能， 学生才能学得有效， 学得开
心，学有所得。

四是要有奉献精神。 教师职业神圣而
伟大 ，一肩挑着学生的现在 ，另一肩挑着
祖国的未来，承载着民族的希望。 作为教
师要甘于清贫 ，能够抵挡各种诱惑 ，守住
心灵的宁静 ；要乐于奉献 ，将关注的焦点
全部放在教育教学上 ，以苦为乐 、以苦为
荣，用激情、智慧和汗水浇灌祖国的花朵，
书写自己的人生。

什么是好教育

我校的办学理念是“用爱心和智慧为
学生的一生发展奠基”， 爱心和智慧是对
教师而言的。 爱是教育的基石，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正像著名教育家夏丏尊所说的
那样 ：“教育之没有情感 、没有爱 ，如同池
塘没有水一样， 没有水就不称其为池塘，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教育仅有爱还不够，
教育还需要智慧。 多年来我经常在思考一
个问题，3 年的初中教育我们究竟应该给
学生留下什么。 我觉得初中教育不能只管
学生 3 年， 而应该着眼于学生的未来，为
学生的未来做准备，应该为培养学生具备

未来二三十年社会需要的素质和能力奠
定坚实的基础。

多年来我有一个一直未圆的梦， 那就
是一心想办一所好学校。 那么，什么样的学
校是好学校？ 在这样的学校里师生的精神
状态应该是什么样？ 我觉得，在这样的学校
里师生的精神状态应该是：教师幸福地教，
学生快乐地学， 学校应该是师生生命成长
的乐园。 朱永新教授说：“没有教师的成长，
永远不会有学生的发展；没有教师的幸福，
永远不会有学生的快乐。 ”可见教师是学校
的灵魂，他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希望与梦想，

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而奋斗。 对于一所学校而言，教师的精神成
长远远大于专业发展， 没有教师的精神成
长就不可能有专业发展。 教师要有爱心、智
慧、激情、境界、耐心、使命和梦想，很难想
象一个没有使命和梦想的教师如何去激发
学生的使命与梦想，教师是生命唤醒生命、
灵魂感召灵魂的职业， 只有教师自己的生
命绽放才能引领学生生命的狂欢。

好学校应该具有强烈的生命气息，成
为师生的精神家园，是师生向往的地方。 好
学校应该有自己独特的学校文化， 培养师

生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 向着共同的目标
奋进。 好学校应该有一位学术渊博、胸怀宽
广、勇于担当、执着追求、富有人格魅力的
校长以及团结协作、 努力拼搏的领导团队
和具有爱心、智慧、奉献精神的教师团队。
好学校一定要有属于自己鲜明特色的校本
课程，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个性特长。

好学校应该有自己的办学特色。 学校
现在已形成了自主学习和行为习惯自管自
育的良好格局。 学校制定了《学生的星级评
价办法》，以此为抓手把学生的自管自育落
到实处。

什么是好学校

□ 白光耀

白光耀， 内蒙古伊
金 霍 洛 旗 矿 区 中 学 校
长， 曾荣获鄂尔多斯市
优秀教育工作者、 十佳
校长等荣誉称号。

一所地处蒙陕交界处的矿区中学，一所只有 450 名学生、57 位教师的乡镇初中，却自 2009 年 5 月开始，就毅然走向了课堂教学改革之路，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打造“自我教育模式”的办学特色，不仅实现了学校的破局重生，也为学生的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一切皆因校长白光耀的教育观：初
中教育不能只管学生三年，而应该着眼于学生的未来，为学生的未来做准备，应该为培养学生具备未来二三十年社会需要的素质和能力奠定坚实的基
础。 让我们走近这位朴实的农村校长，听他讲述自己对好课堂、好学校、好教育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