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家周刊征稿
近期话题：
1. 校长领导力的主要内容与提升

路径是什么？ 对于一些成长路上需要
帮助的教师们， 校长怎样发挥他们的
领导力？

2. 做校长“累”，不言而喻。 在纷繁
复杂的事务中， 校长的主要精力是放
在抓顶层设计、 课堂建设还是管理方
略上呢？

字数在 3000 字左右。
3. 校训是一所学校的文化积淀和

办学理念的体现 。 “晒一晒学校的校
训”，突出校训对学校办学 、人生有什
么影响。

字数在 2000 字左右。

主要栏目及内容征稿：
【思想力校长】 采用教育叙事的

风格，对有教学、管理 、育人思想的校
长进行采访， 或者校长自己撰写署名
文章。 内容涵盖：自己如何成长为一个
好校长？ 在管理育人中，如何形成自己
的治校理念和风格？ 字数在 3500 字左
右，并配发校长照片和简介。

【治校方略 】 校长在领导和管理
学校中 ，有哪些好的方法和策略 ？ 请
结合学校的重要举措 ，展现出校长的
办学理念和管理思想 。 字数在 2500
字左右。

【校长观察】 校长通过身边看到、
听到、遇到的教育事件 ，深入观察 ，由
此铺开， 展现自己对教育本质的认识
和理解，对治校、管理 、育人的想法和
观点。 字数在 1800 字左右。

【教育家影像 】 对国内外教育家
的风范、教育理念进行梳理，镶嵌具有
转折点和重要意义的趣事， 对当今的
教育具有启迪性。字数在 1800 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电话：010-82296740/43

主编：吴绍芬 电话：010-82296743 编辑：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投稿邮箱：zgjsbj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15.8.19推进教育家办学 12版J I A O Y U J I A

我很荣幸，能在这所学校当校长；我
很自豪，我们的这座园子，不仅幽美如园
林，更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13 年前，我来
到这所学校， 并没有带来什么高深的理
念，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把这所百年老
校办成像江南水乡古镇周庄、同里一样，
有着独特的传统文化气息的学校。

有一件事触动了我 ，那是我当校长
不久 ， 东南亚一个国家的教育部长到
学校访问 ，我陪他参观校园 ，介绍这个
园子的文化 ， 开始他还很随意地看看
这儿看看那儿 ，讲到康熙 、乾隆皇帝曾
驻跸于此 ，讲到 《红楼梦 》作者曹雪芹
曾住在这里时 ，他顿时肃然起敬 。 他自
己走进校园的一个角落 ，出来之后 ，对
我 说 ： “那 里 会 不 会 曾 是 曹 雪 芹 的 书
房 ？ ”很突兀的一句话 ，却让我瞬间获
得了灵感 ：修旧如旧 ，让历史与传统文
化回归校园 。

苏州园林最大的特点是， 无论站在
哪一个点望去，都是一幅完美的图画。 我
们的校园也有这样的特点，庭院深深，曲
径通幽，一步一景，移步换景。 学校的历
史和文化，就像气息弥漫在校园里，一石
一木都富有教育意义。 学校用 5 年时间
修复和改造校园，不砍树，不拆房，用江
南的古典文化统一了校园的建筑风格和
环境。

我记得百年校庆时 ，当历届老校友
回来的时候 ，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他们
的教室 ， 都能找到当年读书时留下的
踪迹 ，校友们流露出欣喜的深情 ，这是
一所学校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 有着巨
大的精神力量 。

校园是什么？ 校园就是一本书，其中
的一草一木、 一石一屋都要成为学生能
浸润其中的文化教育元素。 校园不仅仅
属于学校物质层面的领域， 它更关乎学
校的使命， 关乎学校的办学境界。 还记
得， 学校改造的第一幢楼， 是北门的东
楼，改造之后，我们想以校友、著名作家
彭子冈的名字命名。 但彭子冈的儿子徐
城北却对我说：“大门两侧两幢楼， 一幢
是以蔡元培的名字命名， 一幢是以我母
亲的名字命名，这不‘对等’呀！ 无论如
何，我母亲都不能与蔡先生相比。 无论贡

献，无论辈分，都是如此，学校这样做是
失衡了。 ”

于是， 我告诉徐城北，“以人为本”，
就教育而言就是以师生为本。 我们这所
学校更赋予了它双层含义：第一，教师与
学生的人格是平等的，无论是过去，还是
现在。 第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
作出了多大的成绩，取得了多大的成就，
地位都是平等的。 蔡元培与彭子冈，一个
是教师，一个是学生，以两人的名字分别
命名这一左一右两幢楼，就是一种昭示。
这两幢楼，就是文化的象征。

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 英国剑桥大
学有一个访问团来校 ，团员都是学院院
长。 英国朋友来了，我领他们去看校园
里的英国式电话亭。 那几乎是英国的文
化标志 ，在英国的城里城外 、街头巷尾
随处可以看到。 英国朋友在异国他乡 ，
在遥远的中国见到它自然很高兴。 我们
在电话亭前合影，一位客人对我说 ：“校
长先生，您知道吗？ 这个电话亭还是我
们学院的一位教师设计的呢 ！ ”我忙接
着话说：“把他一起带来就好了。 ”他笑
道：“那是 300 年前设计的。 ”是啊，经典
设计永远流传，并不断被人们赋予新的
文化内涵，甚至会成为国家的标志 。 接
着，我向英国朋友讲述了校园中这个电
话亭的文化内涵 。 许多参观者来到校

园，对在这样一座“最中国”的园林式校
园内，安置那样一个鲜红色充满英国情
调的电话亭，表示不解和遗憾 。 每当这
时，我都会对他们说：“这个电话亭已超
出了自身的物质意义 ，它展示着这样一
个理念：在和谐中有一点不和谐是最大
的和谐， 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 ，
不是绝对的。 同时，也在不断地提醒人
们 ，学校当下和未来的发展 ，要有两个
方向 ：一个是本土化，一个是国际化 ，这
对学生的发展缺一不可 ，本土情怀和国
际视野是学生未来的立身之本。 ”

校园是什么 ？ 校园是一门课程 ，是
学生时时浸润其中的课程 。 关于校园
的作用 、意义 ，哪怕是再高的评价 ，也
不为过 。 校园这本书 、这门课程以及呈
现的文化 ，都有自己的特征 。 我们的校
园 ，充满着爱 、真 、美 ，是质朴 、大气的
校园 。 一个冷漠的校园培养不出有爱
心 、有责任心的学生 。 记得在一次德育
工作例会上 ，我和教师们研讨 “校园生
活 ”，班主任李老师引用了泰戈尔的名
言 “教育的目的应当是向人类传递生
命的气息 ”。 这是对教育诗意的理解 ，
是对教育本质的最富有诗性的阐述 ，
让活泼的 、生命的气息在校园里流淌 ，
是我们的自觉追求 。

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3 年前的一件

小事。 那是一个中午，学校总务处惠主任
一进我的办公室， 就激动地说：“下周国
旗下讲话，我来讲。 ”原来，那天中午，总
务处来了一位高一的女生，人很瘦小，却
来借老虎钳。 惠主任远远地跟在她后面，
以为她的自行车坏了，怕她修不了，想去
帮忙。 然而，这个女生却来到桂花园的一
棵大树下， 踮起脚跟用老虎钳费力地剪
去了勒紧在树干上的铁丝。 惠主任对我
说，什么叫“最中国”的校园？ 这就是！ 什
么是洋溢着生命气息的校园？ 这就是！ 几
天以后，惠主任站在国旗下，对全校师生
讲述了这件事情， 这个女生赢得了全体
师生的掌声。

总务主任与一个女生的故事， 我曾
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讲过。 因为，这件看似
平常的小事却蕴涵着深刻的哲理， 在细
微之中折射出爱心、责任等光芒。 学校应
该“以人为本”，但仅“以人为本”还不够，
还要“以生命为本”。 学校的境界，是在校
园的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状态， 而不
是在特殊的重大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影
响。 要让师生过一种健康的、朴实的、日
常的校园生活， 它绝不应该高于日常生
活。 我们的核心理念是：以学校的每一天
成就每一个师生的本色人生。 现在，我们
正这样努力着。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

名家专栏

□柳袁照

校园是什么

校园是什么？校园是一本书，一草一木浸润文化元素；校园是一门
课程，传递文化气息，每一天成就师生的本色人生。

领导力：
“教育家型校长”的文化品格

校长领导力，与人格有关，与教育品格有关，与管理品格有关，是“品格”之上的“品格”。

□严华银

专家睿见

教育家型校长， 是校长中的 “准教育
家”， 或者说是已经具有教育家模样的校
长。 这个“模样”应该是有模有样，由外到
内、从形到神的“模样”。 我认为，教育家型
校长最为重要的模样之一，是“领导力”。

校长领导力是一种特殊的影响力

近年来， 校长领导力成为校长发展研
究领域的热词。它淡化权力因素，更多地强
调“带头”“示范”“做表率”，是基于个性品
格和综合素养而形成的 “率领”“引导”魅
力， 与主要通过权威、 制度和相关规定的
“管理”方式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观察那些富于领导力的校长， 他们少
有官派，从不摆谱，绝少施令，几无呵斥，他
们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有什么 “领
导力”。 其团队，阳光透明，和谐温馨，如同
家庭；其成员，任劳任怨，主动进取，每个人
都知道在其位谋其事，对校长则尊崇钦佩，
折服信任。 整个团队已经形成了共同成长
的价值观。

由此看来， 校长领导力是教育家型校
长超越了权力和管理力而赢得师生尊崇并
追随的特殊影响力。

人格是基础

根据对江苏乃至全国数十位优秀的教
育家型校长的长期观察和分析， 我们初步
发现： 校长领导力是在长期的教育及管理
实践中，“人格”“教育品格”和“管理品格”
不断提升、逐渐完善，并有机融汇、“化合”

和“升华”的结晶。
人格是领导力的基础。 人格魅力是一

个人在性格、气质、道德品质等方面具有的
吸引人的力量。 优秀校长为团队成员所折
服，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因为其人格之优异。
比如，言己，则勤奋进取，自励自谦，律己以
严；待人，则诚厚友善，怜悯恻隐，乐于助
人 ，宽以待人；情绪上，平和稳定，乐观开
朗，豁达自信，总能传递欢乐、舒畅和正能
量；理智上，敏锐机智，富于想象，敢于突破
创新，却又严谨缜密，有较强的逻辑性；意
志上，自觉主动，果断坚韧，一旦认定目标，
便奋不顾身地坚持到底；在领导团队方面，
则总是率先垂范， 行胜于言， 自能才求人
能，示范多于指令。

人格魅力对于首领的重要 ， 远远超
过作为权力表征的 “命令 ” 的意义和价
值。 无数企业家、政治家的成功都充分地
证明了这一点 。 校长引领的是知识分子
最为集中的教师团队，现阶段 ，我国校长
的产生机制 ， 决定了校长最能让教师信
服的是教育教学的真能耐 ， 是优良人格
的真魅力。 作为教育家型校长，很难做到
前者永远最优 ， 但完全可以也应该做到
后者永远最好，且越来越好 。 比如博爱 、
慈悲、敬畏、求真崇德、与人为善等。 这恰
恰是“身正为范”“正己而后正人”的学校
教育真谛。

教育品格是关键

一个人既要有人格魅力，又要懂教育、
会管理。从教学、教育到管理是校长成长发

展的基本路线和轨迹。 正是在这样漫长的
教育生涯中， 优秀的教育实践主体总是基
于自己的学识、修养和人格等因素，形成自
己对教育的独特认知与理解， 且一以贯之
地践行自身所理解或者理想的教育。 这样
一种稳定的教育理解和教育践行， 正是教
育品格的内涵。

教育家型校长的优秀教育品格， 主要
表现在：

出类拔萃的教育教学能力。 包括学科
素养、教学素养和教育素养。对于优秀的教
育工作者而言，在成长和发展的不同阶段，
各有其表现的重点和侧重的方面。

独特而科学的教育理解和理想。 校长
对教育、学校教育、教育关系、课程建设、学
科教学、人才培养、教师发展等关键问题，
经由自身的长期实践体验和感悟， 以及历
史的和国际的比较分析， 有着超乎现实和
常人的认知， 并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
理想与办学追求。

坚韧而智慧的执行和推进 。 一旦认
准认定了教育教学目标 ，总会不遗余力 、
坚持不懈、奋不顾身地落实 、执行并推进
到位，但又不是只顾埋头拉车 ，必要的适
度避让 、转弯 、折中 、调整 、妥协 ，使得原
先的观望者或是不同意者 ， 逐渐转化成
铁杆支持者、赞助者和追随者 ，工作的开
展越到后期越顺利。

此外， 卓越的学习素养和综合素质也
是教育品格的重要内容。 具有优秀教育品
格的教育实践者， 做教师， 绝对是优秀教
师；做班主任，一定是优秀的班主任；做校
长，也没有理由不成为优秀的校长。假如我

们仍然信服“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的判断，那么，“好校长”之“好”，关键在于
卓异的教育品格， 这才是校长带领师生沿
着教育规律和人才发展规律顺利前行的前
提、基础与保障。

管理品格是核心

现实中，一些同类型的学校从制度和
文化层面凸显出很大差异。这与校长管理
品格的高低有关系。比如，新形势下，对学
校管理和治理、依法治教 、现代学校制度
的认识和理解；对校长职能 、价值的认识
和定位 ；对学校民主管理、治理结构的安
排和落实；对学校课程建设和文化建设的
领导与决策，对团队成员学习发展规划及
机制的设计等。富于优秀管理品格的校长
可能更多的不是谋略弄人 ， 而是分权放
权 ，协商研讨 ，尊重保护 ；不是管控和限
制，而是人文关怀、背景支持、责任担当 ；
不是细节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而是确
定方向、把握大势和大局。

有人说 ， 高明的学校管理者往往是
精神上的儒家“有为”、行为上的道家 “无
为”。 优秀的管理品格似乎可以说是儒 、
道哲学的集大成者 。 在善于管理的校长
领导下工作，师生应该是教学紧张 ，但生
活愉悦；心灵自由，但言行自律 。 无管理
其名其实，却得治理之实之神。 在这样的
学校， 师生享受到的才是真正幸福的教
育生活。

优秀的人格、教育品格和管理品格在
优秀的校长身上， 分别或者交互成长，只

有当各自发展到一定高度和层次，才开始
渗透、汇聚、交融成为一种新的“物质”，这
就是“校长领导力”。 校长领导力，与人格
有关，与教育品格有关，与管理品格有关，
但校长领导力，又不是单单的人格 、教育
品格和管理品格，它是“品格”之上的 “品
格”。按照冯友兰先生对人生境界的分层，
校长领导力已然达到一般校长难以企及
的“境界”。

校长领导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影响力，
它的综合、丰富、博大、高远、内隐常常无
处可见，却又无所不在，是一种精神层面
的“虚像”。校长领导力又相对稳定、持久、
富于耐性和定力，如缓缓东风轻轻唤来绵
绵春雨，滋润万物，化人于无形；这种不管
而治、不教而成之功，呈现出的是一种“软
实力”。校长领导力还是一种“慢教育”，在
校长管理学校的过程中慢慢显现，团队成
员在学校生活中慢慢感受 ， 由单向到互
动，由线到面，再由平面到立体，由被动到
主动，由认同到融入，最终与之浑然一体。

这种具有“虚像”“软实力 ”“慢教育 ”
特征的校长领导力 ，已然具有了 “文化 ”
的特质 、价值和魅力 ，具有一种 “文化品
格”。 正是一代代优秀校长尤其是教育家
型校长的 “文化品格 ”的示范 、引领和影
响 ，将学校带入了 “文化管理 ”的至高境
界，从而让生活其间的师生耳濡目染 、潜
移默化，富于“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
创造之才干”，使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真
正成为人生之必需。

（作者系江苏教育行政干部培训中心
副主任、研究员，江苏省特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