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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的契约精神
杜玉翔在纽约时报中文网

上撰文 在美国， 课程纲要不仅
仅是一份说明书，而且也是一份
契约。 比如课程纲要上已经写明
了学期当中要完成的功课，教师
就不能随便再加别的任务。 如果
教师心血来潮做出改动，学生就
可以拿出课程纲要来维护自己
的利益。 当然作为甲方的教授，
通常会在课程纲要的末尾留一
行字，阐明保留修改课程纲要的
权利。

作为一份契约，另外一个要
求就是一种自愿选择的关系，课
程纲要也不例外。 开学第一周学
生可以试听感兴趣的课程，只要
在截止时间前决定好即可。 如果
他们上了一门课的第一节，通过
课程纲要发现不理想，或许因为
教师功课太多，或许课程内容与
预期不同， 就可以选择不去上，
不用和这位教师建立契约关系。
当然有一些核心课或必修课，学
生的选择不多，但是这种必须上
某门课的可能性很小。

怎样成为教育专家
林格在新浪博客上撰文 对

教育的思考，未经提纯、萃取，难
以做到深刻 、通达 、透亮 、系统 。
很多教育者最大的问题，就是常
常把自己尚未打通的东西，囫囵
给了教师或家长。 中国教育自信
的丧失 ，从深层次看 ，是因为我
们的思维局限： 一是迷恋权势，
但并不尊重权威；二是一切为了
实用，心中并无真正的敬畏。

谁是真正的专家？ 观千剑而
后识器，操千曲而后知音。 只有
经历百般 、阅人无数之后 ，方可
成为真正的专家。 这好比赏鉴书
画 ，启功先生曾说 ：所谓看画是
指每一张画的内容如何描绘，画
面内容的用意 、手法 ，印章如何
雕刻 ，雕刻的内容是什么 ，都要
看懂。 以每天一张的速度来看，
看累了则在茶余饭后再看，反反
复复地看，才算看过。 教育更是
如此 ，称得上 “教育专家 ”的 ，一
定是在无数多的教育实践中，不
断面对 、解决问题 ，然后不断反
思，千锤百炼之后方悟得教育之
真谛， 而在书斋里做埋头鸵鸟，
是无法达成的。

（钟原 辑）

2012 年 7 月， 得知自己将要从 “名
校”广西南宁市天桃实验学校调往南宁市
第二十九中学任校长时，徐元生最初的反
应是“没想到”。因为他也只是在天桃实验
学校做了 3 年校长，当时的他还憋着一股
子劲儿，想继续再干 3 年，引领学校走向
全国一流。

从自治区“名校”到普通学校，徐元生
的失落并没有持续多久。确定调动之后的
第二天， 他就到南宁 29 中， 通过走访校
园、访谈教师等形式熟悉学校历史和发展
历程。

南宁 29 中是一所成立于 1997 年的
新学校 ，位于南宁市经济发展风生水起
的琅东地区 ，毗邻南宁市教育局 ，但是 ，
良好的地理位置 ，并没有让学校的发展
一飞冲天。

建校十几年来， 学校反而一直在 “低
谷”徘徊———生源较差，队伍人心不稳，社
会和家长不满意……徐元生面临的压力着
实不小，“新官” 上任的他并没有燃起所谓
的“三把火”，而是实实在在地做了三件至
今仍被教师津津乐道的“暖心事”。

一是将学校成立 15 年都没有解决的

教师“午饭难”问题丢进了历史。 以前，每
逢中午放学， 南宁 29 中的 120 多名教师
只能涌向学校周围的快餐店，匆匆吃下几
口饭， 再顶着烈日或冒着寒风赶回学校。
日复一日，教师难免怨声载道。 而这个难
题在徐元生这里“不难”。 7 月，徐元生到
任；12 月，教师就坐进了学校干净整洁的
食堂，再也没有了奔波之苦。

二是教师终于喝上了 “放心水”。 以
前， 学校的老师们只能先接好自来水，再
用电热壶烧开， 常常弄得办公室响声四
起、水雾缭绕，更重要的是水质没法保证。
如今， 每个办公室都安装了直饮水机，教
师只要打开开关就能喝到定期检测的有
保障的水。

三是让教师不再 “面壁思过”。 南宁
29 中办公室空间紧张， 学校为了最大限
度地利用有限空间，采取了每间办公室让
教师“面壁”而坐的办法。 多年来，教师已
然习惯了背对而坐。 看到这种情况，徐元
生想方设法将办公桌换成了面对面的座
位，教师再也不用“背后说话”了，而是变
成了面对面的沟通，互相研究教育教学问
题，距离拉近了，情感也近了。

“校长是学校办学的引领者，做事一
定要 ‘走心’， 让老师觉得有味道， 有希
望。 ”说起上任时的往事，徐元生直言，如
果不能让老师们觉得有奔头， 那学校的
“二次创业”就会成为空想。

一心琢磨 “二次创业” 的徐元生还
发现 ，学校很多教室的玻璃窗和桌椅都
是坏的 ， 这让他想到了著名的破窗理
论 ：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 ，没有人去
修补 ，隔不久 ，其他的窗户也会莫名其
妙地被人打破 ，即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
果被放任存在 ，会诱使人们仿效 ，甚至
变本加厉。

徐元生非常清楚其中的 “要害 ”，烂
了的窗还可以补 ，但是 ，人心散了 ，那就
于事无补了。 于是，连续好几天，他都忙
着在校园里拍照片 ，再一次次地往来于
市教育局……当年 9 月开学 ，学校焕然
一新 ，窗明几净 ，整洁有序 ，走在校园的
师生士气大振。

“丢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丢了信心
和精气神！”徐元生感慨地说。自信的笑容
又回到了师生的脸上时，徐元生也铆足劲
一心谋划学校和师生的发展。

校长要做“暖心”的事儿

教师的士气提升之后，徐元生想得更
多的是他们的专业发展，培育教师的发展
自觉。

“教师的发展自觉从根本上说，是他
们的生命自觉。 ”徐元生引用华东师范大
学叶澜教授的话说，教育的内涵就是“教
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

“自觉努力的教师，总会拓展出更大
的发展空间。 要通过激发、改善和提升教
师的发展需求和发展水平，让教师‘想发
展’也‘能发展’。 ”徐元生说，教师是学生
发展之本，是兴校之本，是学校可持续发
展的生命之源，必须依靠教师、服务教师、
发展教师。

于是， 南宁 29 中开始从两方面着手
促进教师的发展。

一是激发每位教师实现自我价值
的“内在原动力 ”。 把 “促进每位教师发
展 ”作为学校管理的核心 ，倡导每位教
师保持自己独特的思想 ，同时又能宽容
地对待别人与自己不同的观点 ，追求一
种和而不同的思想境界 ，使每个人都能

感觉到自己是被重视的 ，都有机会获得
成长 ，每个人也都有责任为学校的发展
作出贡献。

二是关注每位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在
导向力”。通过目标导向、名师引领和多元
评价，关注教师的工作过程，赞赏教师的
某一特长或某项优点。 通过树立典型、外
出学习、出版专著、评优奖励等多种形式，
不断给教师注入“精神动力”，帮助教师实
现事业的成功。

同时 ，学校积极实施 “师训工程 ”。
坚持 “立足校本 ，面向全体 ”的思想 ，根
据 “分类管理 、分层培养 、分科突破 ”的
原则 ，逐步形成边工作 、边学习 、边研
究 、边实践的教师专业发展格局 。 通过
开展各层次 、多形式的教学比赛 、展示 、
观摩等活动 ， 不断提高教师基本功 ；积
极推进“名师工程 ”建设 ，切实做好教师
专业成长的目标规划和落实工作 ；树立
“标杆 ”意识 ，加大骨干教师培养力度 ，
加强管理 , 有效发挥骨干教师在学科建
设 、 教师专业成长中的示范和带动作

用 ；开展与校外名师 、名校的结对交流
活动 。 在此基础上 ，学校加强过程管理
和目标检测 ，用 “任务驱动 ”的方式 ，有
重点地指导教师开展具有突破性意义
的研究和实践工作 ，确立相应的学术地
位 ， 并在一定范围产生积极的影响 ；进
一步加大继续教育培训经费投入 ，积极
组织优秀教师参加外出考察 、业务进修
培训，为名师培养对象创设培训 、展示 、
打磨的平台 ，让更多 、更优秀的名师脱
颖而出。

“教师是学校的第一资源，学校的发
展建立在教师发展的基础上。”徐元生说，
通过“聚焦课堂———学思并行———阶梯研
训———行思并重———人文积淀———璞玉
成器”分层式的阶梯研训，学校形成了研
训结合的多层次校本教研体系，从关注教
师专业精深，拓展到关注教师人文素养的
养成，更关注教师生命的成长，使教师真
正提升了职业幸福感，一批有活力、有斗
志、专业日臻成熟的青年教师队伍逐渐壮
大，自我价值逐渐实现。

“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

尽管徐元生已经离开天桃实验学校
两年多，但是学校的老师们仍然清晰地记
得每天早上他站在学校门口，微笑迎接学
生的身影。 在旁人看来，徐元生每天重复
上千次跟每个学生微笑、问好、鞠躬的动
作，太枯燥、太机械、太辛苦，但他却不这
样认为，而是当成一件重要的大事，仍然
每天乐此不疲、兴致勃勃。

“一个笑脸、一声问好、一次鞠躬是对
每一个鲜活生命的敬畏， 是对每一个不同
孩子人格的尊重。 ”徐元生说，每天的“见面
礼”是校长和学生进行感情交流的方式，校
门口成了激发学生感情、 养成礼貌习惯的
教育场所。 在感情的互动中，学生带着校长
对他们的欣赏、尊重和自信，走进校园、走

进教室开始每一天的学习生活。
现在，到了新学校，徐元生面对的是

中学生， 尽管不用每天早上守在校门口
与学生互致问候，但是他仍然保留着“走
近每一个学生”的传统。 只要不出差，他
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到学校和课堂走一
走、看一看，想一想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
地帮助学生成长， 跟学生谈一谈他们心
里的困惑。

“什么样的校长是好校长？ 也许从校
长职业角度有十几条标准，但是，我认为
有一个标准至关重要，那就是：一是学校
的学生都认识他； 二是学校的学生不怕
他，喜欢亲近他，见到他像见到父母一样
亲切！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元生做到了。

无论是小学生还是中学生，也不管是在校
内还是校外， 学生见到他都不是避之不
及，而是喊着迎上来，这是他作为校长的
骄傲，也是他办学理念的成功体现。

“‘为学生服务’是教师的崇高使命，
是我们进行‘二次创业’的力量源泉。 ”徐
元生介绍，在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南宁
29 中重新定位办学宗旨：坚持“每一个生
命都精彩”的核心价值观，坚守“有利于学
校发展，有利于师生发展”的行为准则，树
立“学生立场，成事成人，培育生命自觉”
的基本观点，践行“人人成功，各展其长”
的办学理念，把学校办成一个学生喜欢的
地方，一个不断生发快乐的地方，一个可
以让心灵自由绽放的地方。

好校长就是要让学生敢于亲近

在人们的印象中，普通中学的师生
关系更多的是“警察”和“小偷”的关系。
每逢学生犯错，教师往往都是采取简单
粗暴的手段惩罚学生。 但是，这样并没
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师生关系反而变得
越来越紧张，学生也越来越容易“破罐
子破摔”。

“对于一所学校来说，最重要的一
点就是要尊重学生。 ”徐元生说，在学生
管理上，不能只是简单地以他律来约束
学生，而是要培养学生的自律行为。

因此，在南宁 29 中，学校不分重点
班。 “分重点班是对生命不尊重的表现，
不但伤害了学生，也伤害了教师。 ”徐元
生说，教育其实要做的是激发每个人的
干劲，形成一种合力。

基于此，学校依据“个人申请、师生
互选、学校考核”相结合的原则，为每个
学生选配导师，并由学校颁发聘书并记
入教师业务档案，聘期一般为一年。

“原则上，每位导师一般只负责指
导 3-5 名学生。”徐元生形象地比喻说，
一把钥匙不可能开 50 把锁， 所以每位
导师对应几名学生都有明确标准，同时
尤其关注学困生、困难生、行为偏差生、
单亲家庭等方面的特殊学生。

自此，在南宁 29 中，“教师人人是
导师，学生个个受关爱”，“学生有了可
以倾诉的老师 ， 老师有了牵挂的学
生”。 在具体的“导师制”工作中，教师
还走进学生家庭， 与家长进行全方位
的沟通， 征求家长对于如何合力教育
孩子的意见。

教师在实施 “学生成长导师制”的
过程中，也比以前多了更多的耐心和艺
术手法，积极换位思考，把“服务学生”
的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加灵活。

一位教师曾经为学生迟到而苦恼不
已，在跟学生详细沟通后，他尝试从学
生角度出发去解决问题。 开学时，他把
所有学生的名字列成一个表， 第一天，
在第一个到学校的学生名字上记上一
个“1”，在第二名到校的学生名字上记
上一个“2”。以此类推，把所有学生到校
的顺序一一填写在表上，让他不敢相信
的是，上学期那几个经常迟到的学生竟
然排到了前面，现在学生谈的不再是谁
今天又迟到了，而是谁今天又是第一个
到校的。

没想到， 学生迟到的现象竟然迎刃
而解了。这位老师后来将这个方法教给了
其他几位导师， 他们都觉得这个方法很
好，帮助学生树立了信心。

两年过去了， 南宁 29 中的校园环
境发生了改变，师生也展示出了不一样
的精神面貌。 像以前在“名校”一样，现
在找徐元生“取经”的人又慢慢多了起
来。 他们问得最多的就是：怎么办好一
所学校？ 怎样当好一名校长？ 怎样成为
“徐元生”？

这个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徐
元生也没有办法给出固定和标准的答
案。 但他认为要做好教育，尤其是当好
一名校长， 最关键的就是真诚做人、用
心做事。

“所谓用心，其一是细心，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问题， 想别人想不到的联系，
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 其二是耐心，教
育是一项爱的事业，耐心等待学生的转
化和成长，静待花开；其三是真心，要用
自己的真情实感和真心实意对待每一
个学生。 ”徐元生说，用心，是他最为看
重的品质。

“教师人人是导师，
学生个个受关爱”

不管是在 “名校 ”还是普通
学校，徐元生都将自己的核心工
作定位于促进人的发展———学
生发展、教师发展、干部成长，甚
至将“为学生服务 ”作为自己的
崇高使命，在他和他的团队的努
力下， 学校成了有温度的地方，
师生共同收获生命的成长。

徐元生，中学高级
教师，广西南宁市第二
十九中学校长，南宁市
人民政府督学，中国教
育学会中小学德育专
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
国陶行知教育思想研
究会理事。

□ 本报记者 冯永亮 □ 邓少东

思想力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