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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细节决定成败，一所学校不仅要有宏大的育人理念、具体的管理章程，还要有饱含韵味的教育细节，一草一木、一砖一瓦，

都体现着教育者的良苦用心。相信，这样的细节在每一所学校都静静存在着，等待着我们的发现。欢迎各个学校踊跃来稿，以图
配文（500 字以内），让我们在图文并茂中一起分享您的教育智慧。

“寻小开始……”是四川省绵阳市
涪城区吴家小学的校训， 是学校在践
行生本教育理念 ，建构“生本三园 ”文
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简单说，就是“从
小开始”，但我们有更丰富的理解。

“寻”字为两手相加，我们理解为：
人有两手，做事或劳动，两手都要用上
才行。 既要勤而不懒，也要行而不乱，因
为下面那只手（即“寸”字）有一点，这是
做人做事应有的标准和尺度。 此字也体

现出“合作”的意义：生生之间，师师之
间，师生、师长的真诚携手，合作探究，
正是“生本教育”的内蕴之一。 “小”字，
既包括小生命、小学校，也包含小事情、
小细节……我们以此倡导大家想 “小”，
做“小”，关注“小”；重视“小”是大情怀，
行于“小”是高着眼。 “开”字我们理解为：
学校应开门治教，学人之长；师生应打开
心门学习， 补己之短。 教育旨在开启智
慧，润泽生命。 “始”字我们理解为：自主
准备，积极行动。 “……”，从其形，可理解
为小学 6 年，亦可理解为成长足迹；于其
意， 我们解读为师生美好的前程像省略
号一样，有着无限多的可能。

用一句话诠释校训， 我们愿意这
样说：积极主动地探寻科学方法，小心
翼翼地从每件小事、每个细节开始，去
关爱、尊重每个幼小的生命，让他们以
强健的身心，扬起理想的风帆，向着人
生的目标启航，远行……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涪城
区吴家小学）

寻小开始……

□ 徐 芳

站在学校文化的源头上，作为首任校
长，我深知，“一所学校的开启，不是校门
的开启，而是文化的开启”。江帆小学是一
所全新的学校，虽没有历史的积淀、名校
的辉煌，但全校师生朝气勃发，具有无限
的创生空间和发展后劲。

“前文化”思考
几乎所有学校都有自己的文化思路

与文化主张，但这“思路”与“主张”是基于
什么产生的，有多少内涵的深度，能否被
师生理解、接纳，并随之转化为他们共同
的愿景，不同学校之间却存在着很大的差
异。 同样道理，文化思路不可能“横空出
世”，文化思路的形成离不开传承、选择与
创新。如何传承和发现积淀深厚的文化特
质？ 如何立足现实，选择、构建、形成符合
自身发展的文化个性？如何紧跟时代前进
的步伐 ，不断地丰富 、创新 ，使学校有思
想、有精神，使其成为令人心向往的“美丽
校园”？这些都需要正确的发展定位、合适
的发展路径和明晰的发展走势。

我深知，学校的文化建设，从校舍、场
地、景观都能体现出来。 我们一方面争取
各部门的支持，调整原来建筑中一些不尽
如人意的布局及设计；一方面带着对文化
的理解、对教育的理解、对学校的理解，积
极、努力地思考着学校的文化定位。

文化选择
选择文化就是确立学校的基因密码，

它必须具有最适合这所学校的文化生长
点。 “江帆”是学校的名字，但同时它又是
一个文学味很浓的词汇，“潮平两岸阔，风
正一帆悬。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 ”这些与“江帆”有关的诗句有着
诸多向上的力量和美好的愿景。 江帆，音
同“将帆”，既含“将要启帆”，又寓“又将扬
帆”。前者之意与学校的现状十分吻合，后
者则喻示着江帆小学的发展将是一个不
断追求、不断探索，在实现某一愿景后又
不断超越、不断创新的过程。

围绕 “江 ”与 “帆 ”这两个元素 ，我们
提升文化意识 ，努力挖掘 、不断寻找 “江
帆”与教育的链接点。 思考文化构想，我
们十易其稿， 开展各个层面的文化建设
论证会，结合学校实际进行顶层设计，提
炼出了校训“千帆竞发”———千帆竞发有
方向亦有行动； 每个人以适合自己的方
式向远方出发，路径因人而异，行进允许
快慢，到达的点位可以不同；它是个体与
团队的组合。

在此基础上，我们又提炼了教风“推
波助航”———教师要以学定教、顺势而为，
以生为本、 因势利导； 学风 “快乐起航”
———学生每天都心情愉悦地走进校园，每
天都是新的开始，每天都能获得不同的进
步；将办学愿景定位为“一所有童趣味、书

卷气、人文情的学校”。 童趣味，是孩子的
味道。儿童就该有他特定年龄段的童真童
趣；教师应该具有孩童之心，与学生平等
对话。书卷气，是教育的味道。它既面向教
师也面向学生，自觉读书应成为校园中最
美的态势。人情味，是生活的味道。我校师
生来自全市各个地方，新成员的快速融入
需要和谐的人际关系，学校要给人以温暖
的感觉。

文化呈现
文化基因一旦确定，接下来就是如何

呈现的问题。 去年 6 月，我们借力社会资
源，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校徽、楼名。公开
征集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积极参与。 在这期间，学校邀请相关专家
组成评审委员会， 在一定范围内征求意
见，对应征作品进行评选，评出校徽录用
奖 1 件、入围奖 3 件，楼名录用奖 5 件。考
虑到江帆，帆在上，江在下，所以我们的楼

名是帆系列，分别是风帆楼（行政楼）、扬
帆楼(教学楼)、千帆楼（体艺综合楼）、云帆
剧场（报告厅）、开帆楼（餐厅）。 每个楼名
都有颇接地气的文化诠释，如开帆楼出自
李白诗句“开帆入天镜，直向彭湖东”，此
中的“湖东”与江帆小学位于沙洲湖东十
分巧合。

文化是一个复合体 ，看得见的是物
质 ，看不见的是精神 。 是基于成人视角
的 “文化装点 ”， 还是立足儿童立场的
“文化行动”？ 我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
者。 文化最初是一个物化的过程，如何让
身处校园的每个人感受到浓浓的 “童趣
味、书卷气、人文情”？我们共同参与讨论、
规划， 创生出一些 “有温度” 的创意小
景———“怡然庭”下童书、绿植、小动物、爱
心伞、卡通玩偶、异形木凳安静置放，是学
生学习之后的停留之所；“棋趣园” 里象
棋、围棋棋盘、棋子随手可拿，是学生比拼
棋艺的好去处；“诚信屋”中书籍、文具摆

放整齐，是学生诚信购物的小阵地……这
些有温度的地方吸引着学生课间、午后情
不自禁地走近；这些有温度的地方触动了
年轻教师的创作灵感，一首首校园小诗喷
薄而出。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话
题 ， 它不是一项一劳永逸的阶段性工
作 ，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与调整的
全程工作 ；它亦是一种团队行动 、集体
反思，不断积淀、不断丰富的过程。 学校
文化建设的内涵与外延十分丰富 ，物质
文化建设 、课程文化开发 、精神文化打
造……每一项都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 。
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生长点 ，坚守儿童
立场 ，让文化基因渗透到校园的每一个
角落，根植于每一个人心中。 相信，一所
好的学校一定具有文化的力量 ，能够承
载师生美好的记忆 ，为促进师生成长开
辟新的天地！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市江帆小学校长）

□ 王瑞玉

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了无法描摹的
美和生命，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把“美”带入
自己的生活中，而把“美育”列为教育方针
带入我们生活的是教育大家蔡元培。

作为我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 ，蔡
元培的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他提出了独
特的美育思想 ， 并开创性地在 1912 年
《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中 ，将 “美育 ”定为
基本教育方针，以此陶冶人之情感、促进
人格之健全、提升人生之境界。 如今，我
们再次深入理解蔡元培的 “美育 ”思想 ，
真理的光芒依然闪耀， 指引着我们美育
实践的方向。

何为“美育”？在蔡元培看来，“人人都
有感情， 而并非都有伟大而高尚的行为，
这由于感情推动力的薄弱。 要转弱而为
强、转薄而为厚，有待于陶冶。 陶冶的工
具，为美的对象，陶冶的作用，叫作美育。 ”
美育是属于情感的， 不仅是一个由浅入
深、由弱到强的过程，更是一个逐渐去伪
存真、锲而不舍地追求真善美的过程。 其
关键在于潜移默化地熏陶，使学生把美的
态度、美的情感、美的追求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 从蔡元培主张的五育并举，到新时
期我国的教育方针中“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美育
已融入我们素质教育体系的脉络中，使学
生具有美的理想、美的情操、美的品格和
美的素养，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得到了
广泛的认同。

美育离不开“情趣”。 在蔡元培看来，
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是艺术的， 是审美的。
实施美育， 就是要陶冶活泼敏锐的性灵，
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在当今素质教育的
背景下，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不仅要有
修养 、懂文化 、会健体 ，还要有能力去理
解、欣赏、传递美好的事物和美的力量。因
此，学校美育所给予学生的不应是艺术课
或艺术节上短暂的体验，而是直抵内心的
情感体验和外化于行的生活体验。作为教
师， 我们有责任引导学生在追求审美、亲
近自然、融入社会的过程中，培养情趣，过
一种有涵养、有品位的生活，为自己今后
的人生积聚源源不断的能量。

而“情趣”究竟应如何“陶冶”？孩子对
事物充满好奇，具有活泼好动、想象力丰
富等特点，美术、音乐等艺术类课程无疑
是开展美育的最佳载体。 蔡元培强调，艺
术教育应“处处使学生自动”，不可以只求
形式和技巧而不注重心灵的熏陶和启迪，
否则就是大误。 但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我们的艺术教育还是呈现出知识化、功利
化，甚至边缘化的倾向，常常停留在标准
的示范、 统一化的要求和技能的训练上。
因此，我们在保障开齐、开足艺术课程的
同时， 要注重探索艺术课程教学的规律
和方法 ，激发童趣 、释放童真 ，为学生提
供足够的艺术欣赏、 思维辨析和实践创
造的机会， 实现技能训练与个性创造的
有机结合。 并根据学生对美的喜爱，积极
开发与其兴趣和能力水平相适应的校本
艺术课程，让学生自主选择，确定自己的
艺术兴趣点和生长点， 构筑丰盈的精神
家园。

同时， 蔡元培指出，“凡是学校所有
的课程，都没有与美育无关的”。 但由于
学科本位意识的影响，一提到美育，许多
学科教师往往把它归结到艺术课程上 ，
而忽略了自身学科所蕴含的美育价值 。
事实上，美育融合在各门课程之中，如语
文中丰富多彩的艺术形象、 引人入胜的
深邃意境、凝练生动的优美词句、强烈感
人的抒情色彩；数学中精美的图形、优美
的公式、巧妙的解法等，无不含有美育元
素。 教师要充分挖掘学科知识的无限魅
力，促进各个学科间知识的融会贯通，努
力呈现学生真正喜爱的东西， 用美的眼

光和思想去影响、引导学生。 这样，教师
不仅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和
审美素质， 也会激发学生对各学科学习
的动力，达到育人的目的。

诚然，这些并非是美育的全部。 如果
说学校教育是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和启
迪的“第一课堂”，那么社会教育则是进行
美的发现和创造的“第二课堂”。相对于学
校的美育课程，社会的美育资源更亟待整
合开发。 蔡元培特别强调要专设美育机
构，充分发挥其在社会美育中的鉴赏与创
造作用。 如今，随着文化艺术设施的日益
丰富， 我们不仅要让学生徜徉于艺术殿
堂，更要将美学融入生活，让他们在博物
馆、艺术馆、纪念馆以及各种展览中享受、
领悟美学的真正内涵， 甚至参与其中，进
行美的创作。 当教师时刻关注、尊重学生
的审美情趣时，学生就会对身边的美更加
有悟性，对美的创造更加有个性，我们的
美育就会更加有灵性。

一个世纪前， 蔡元培播下了美育的
种子。 跨越百年，期待我们都能让美育的
种子在学生的心田生根 、发芽 、拔节 ，人
人去感受美 、欣赏美 、创造美 ，成为生活
的艺术家。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诸城市西郊学校）

我与大家

与蔡元培的“美丽”邂逅

学校顶层设计 高丹：
面对学生集体旷课

镇西随笔 118

文静温柔的高丹没有想到，她一
直深爱的学生会给她这样一个打击。

那天下午第二节课，高丹走进教
室，却看到了令她震惊的一幕：教室
里空出了十多个座位，十几个孩子以
旷课的方式表示着对高老师的不满。

高丹当时的愤怒可想而知，但她
还是强装镇静地问：“这些同学到哪
儿去了？ ”

几秒钟后，有孩子小声说：“他们
说不想上语文课，去上体育课了。 ”

高丹简直怒不可遏 ,但是看到班
上还有大部分孩子在，觉得不能因为
十几个人旷课， 耽误了 30 多人的学
习。于是，她很快镇定下来，让一个孩
子去把没来的孩子都叫回来，然后按
计划开始上课。

很快，孩子们陆陆续续地回到教
室，一个个脸上都带着一种怯怯的表
情，但高丹对这件事只字未提，一堂
课就这么异常平静地上完了。

高丹疲惫地回到办公室， 刚坐
下， 旷课的孩子就怯怯地来到办公
室,等候着高老师的处理。 但高丹确
实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冷冷地问了一
句：“说说，为什么旷课？ ”

“不想上语文课，上了那么多语
文课，都上烦了！ ”

显然这只是一个借口。 高丹说：
“这不是全部的原因， 你们对我还有
什么意见，一起说出来。 ”高丹想，孩
子们旷课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不如
今天就来个开诚布公的沟通。

沉默了几十秒以后，有人陆陆续
续发言了：

“您平时对我们要求太严格了，
我们特别累！ ”

“明明今天做操我们已经尽力
了，但您还是不满意，那么热的天还
罚我们重做！ ”

“以前都是 4 个班长轮流当值周
班长管班，可是现在您只让两个同学
管班……”

“有时候您还误解我们……”
……
听了几个孩子的 “控诉 ”，高丹

意识到 ， 孩子们今天和自己的对
立， 其实都是由于彼此沟通不畅造
成的。 她想，作为班主任，自己每天
早出晚归， 尽心尽责地对待每一个
孩子， 从未请过假。 但这样的一个
老师 ，竟然有如此多的 “不是 ”，高
丹心里非常难受。

等情绪平复后，高丹先就刚才大
家的“控诉”，一一作了解释，并把孩
子们当作朋友一样，谈了自己工作中
的种种困难与烦恼。当说到自己一岁
多的女儿在医院里虚弱地呼唤着妈
妈， 而自己还在学校和孩子们谈心
时，高丹情不自禁地流泪了，孩子们
也深受感动。

高丹说：“既然你们觉得我管理
太严，那你们试着自己管理管理班级
吧！ ”她让 4 个值周班长集体管班，分
担自己班主任的工作，目标是必须每
周有流动红旗。

下午的班务小结高丹有意没去，
但听说班上孩子们表现得出奇地好，
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团结，班长把同学
们和高丹沟通的内容，转告给了班上
的其他同学，也和他们说了高老师家
里的困难。 很多同学都哭了，纷纷表
示不能再让高老师伤心了。

高丹虽然几天都没有管理班级，
但班级一切正常，值周班长体验到了
当班主任的辛酸，高丹看到孩子们对
自己的理解，便继续接管班级。不过，
与以前不同的是，她接受了孩子们合
理的意见， 在保持严格要求的同时，
随时与孩子们沟通。

事后 ， 一个孩子在作文中写
道———

（集体旷课后） 下课后来到办公
室， 原以为是被高老师一顿臭骂，没
想到竟拉近了我们彼此间的距离。当
一岁多的孩子生病住院，最需要妈妈
的时候， 高老师为了我们舍下了孩
子； 当我们一次次想放弃的时候，是
高老师一次次苦口婆心地鼓励着我
们……真是抱歉， 因为我们的叛逆，
让深爱着我们的高老师受伤了。我们
决定让高老师重展笑颜，挽救我们所
犯下的错———冲刺最后一次艺术节
演出！

那一次艺术节，高丹的班获得了
二等奖。 期末，他们班的常规流动红
旗获得数为全年级第 3 名， 获得了
“班风优秀”的荣誉。

一次集体旷课，演变成一次师生
心灵的交融，并促成了高丹与孩子们
的共同成长。

□ 杨聪伟

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化生长点

学校创意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