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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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如何发挥自己的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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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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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校训

江西师大附中将 “做有责任的中国
人”作为校训，至少包括以下三层含义：

做。 “行胜于言”，反映了一种朴素、
辩证的人生哲学。 行动是花，成功是果。
行动之花， 只有经过汗水的滋润才会结
出丰硕的果实。 学校深知空洞的理论灌
输没有任何意义，只有“做”才能真正起
到培养人才的效果。 为此，学校将德育工
作摆到尤其重要的位置， 每学期都制定
详细的工作计划并认真抓好落实， 在寒
暑假布置德育作业， 鼓励全体师生深入
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得到自我提升；
同时，制定《江西师大附中学子素养 50
条》，并对学生素养进行考查，将“做”真
正落到了实处。

有责任。 责任是做人的准则、人性的
升华。 一个人无论能力大小，只要能够勇
敢地担负起责任， 认真完成好每一项工
作，所做的一切就有价值。 责任是一个人
能够立足于社会、 获得事业与家庭幸福
至关重要的品质。 做一个对自己、对社会
始终主动担负责任， 自觉积极践行道义
的人；做一个永远热爱祖国，视祖国利益

高于一切的人。 “少年强则国强”，青少年
是民族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更须有强
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中国人。 江西师大附中原校长汤赛
南是该校训的倡导者，他在《做有责任的
中国人》一书中曾这样写道：我们把校训

定为“做有责任的中国人”，寓意为：我们
办学校、搞教育，目的是培养人。 培养什
么样的人？ 他们应该是一大批志存高远、
修身养性、 有才有德的青年人。 但是理
想、志向、品德和才华，怎么去落实和体
现？这就要靠责任的力量！他们必须是这

样的一大批人，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化，
不管自己身在何地， 不管祖国是富强还
是贫弱， 也不管国家对你是厚爱过还是
无意伤害过，自己都必须是无怨无悔、终
身爱国和忠心报国的人。

（作者单位系江西师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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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9.23 13版教育家周刊

让管理成为教师需求

有什么样的校长就会有什么样的学
校。 一个校长，在办学过程中要注重自身
的能力建设以及对学校发展的影响，必
须不断提高领导力水平。 影响领导力形
成的因素多种多样，概括起来有：领导者
的自身因素、 组织环境因素以及机遇因
素。自身因素主要包括领导者的特质、能
力、行为态度与方式、成就动机与愿望、
担当意识等。 组织环境因素包括组织学
习力、组织文化、团队精神等。 机遇因素
主要包括政策机遇、职位机遇、公共关系
机遇等。 那么，如何提升校长领导力？

优化知识结构， 提升观念与能力。
一些校长领导力的匮乏在于缺少教育、
教学与办学理念的形成能力，缺少观念
形成的自觉性与能动性。 因此，在提升
校长领导力的过程中，首先应该从提升
校长的观念开始 。 一些校长的知识结
构不够优化 ，整天忙于事务 ，根本不读
书或读书太少，对实践工作缺少深入的
反思与体察。 因此，校长应该通过读书
获取知识，通过体察提升能力。 办学理
念、教育教学观念的形成必须建立在对
实践知识尤其是本土实践知识的深度
了解与反思基础之上 ，所以 ，校长必须
对实践知识尤其是本土、本校的实践知
识有充分的了解 。 在观念形成的过程
中 ， 理念知识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 理论知识的阅读可以增强对本土

实践知识反思的自觉性与能动性，同时
又可以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提供理念性
指导。 因此， 在校长的知识结构中，仅
仅有实践知识是不够的，还需要有解决
实际问题的理论知识，这样才能够更有
利于校长观念水平的提升。

学会科学思维与探究，提升决策力。
校长是学校的最终决策者， 是学校发展
的引路人。 校长的决策对于学校发展的
影响至关重要。 在学校组织内部，校长所
做的工作主要是决策性的， 而不是执行
性的。 因此，为了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
必须提高校长自身的决策力。 所谓决策
力， 就是善于作决策并就决策作出正确
判断的能力。 决策过程是一个理性思维
与直觉思维共同介入相互作用的过程。
若想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校长必须
具有科学的、理性的思维与探究能力，尤
其是对学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非程序
性、例外性的决策。 科学思维是探明事实
真相、寻求规律的求真、求实、求是的思
维。 科学探究过程实际上是求真、求实、
求是的过程。 因此，为了提高决策质量，
校长需要在决策过程中学会进行科学思
维， 熟练掌握运用科学研究的一些基本
方法，尤其是调查研究的方法。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校长在决
策过程中切忌将问题置于假设状态之
中。 要注重培养自己在决策过程中求真、

求实、求是的科学思维，注重对事物本质
与原因进行追问与探明， 这是保证提高
自己决策能力与水平的重要条件。

掌握沟通与协调技巧，提升执行力。
管理过程是一个沟通与协调的过程。 沟
通与协调是领导工作中一项很重要的内
容。 校长要会识人， 识人就是对人的能
力、个性特点有深入的了解，对其能够量
才而用。 否则，无才而用或用才不当都会
导致工作中不应该发生的问题发生。 校
长要识势， 识势就是识别事物发展趋势
以便顺势而为的一种认知活动。 人随势
行，势随人愿，是实施管理的一个基本定
律。 只有领导者能够分清势态， 因势而
行，顺势而为，才能够赢得群众的支持，
才能够把工作真正做好。校长要识时，沟
通与协调是有机会成本的， 机会成本的
高低一方面会受到机会本身因素的影
响，另一方面会受到时间因素的影响。因
此， 提高沟通与协调的水平需要选择恰
当的时机，考虑时间因素的影响。 校长要
识事，识事就是对事物的性质、本质、因
果关系作出正确分析的过程。 正确的决
策与有效执行建立在对事物正确判知的
基础之上，因此，在协调与沟通的过程中
首先需要对事物的本末以及事件间的因
果关系搞清楚， 否则就会出现协调与沟
通的失效。

掌握评价与激励艺术，提升权威力。

权威力是领导者权威的影响力， 领导者
的权威是由领导者的职权、威望、人格、
能力、品行等因素影响而形成的。 由职权
因素影响所产生的权威被称之为正式权
威，由威望、能力、品行、人格因素影响形
成的权威被称之为非正式权威。 校长不
仅要提高自己的正式权威， 更重要的是
要提高自己的非正式权威。 非正式权威
越高，越有利于校长观念力、决策力与执
行力水平的提升。 在提升校长权威的过
程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中介变量即评
价与激励。 没有评价就没有管理，没有激
励就不会有目标的达成。 在学校管理过
程中， 需要校长掌握的一项很重要的艺
术就是评价、 激励艺术。 评价是对一个
人、 一件事根据一定的标准所作出的价
值判定。 激励是为完成一定目标采取措
施对人的行为进行调动的过程。 为了发
挥评价的激励作用，提高领导者的权威，
需要将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 过程性评
价与结果性评价、 自评与他评有效地结
合起来。 此外，评价要及时，并且要对评
价对象多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 少给消
极否定性的评价。 校长在学校管理过程
中要保持积极的心态， 多从欣赏与鼓励
的角度对教职员工进行评价， 这样可以
更好地提升校长的非正式权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
授、博士生导师）

许多校长都有这样的经验， 约束性管
理只对服从管理的人起作用。 事实上，即
使没有约束， 这些原本服从管理的人也会
守住自己的底线。

由此，我想到，一般情况下，一所学校
面对的教师群体无非是三类人：

第一类是优秀者，大约占 25%。 有的
是热爱生活型，爱是这类人的生态特征 ，
为爱而活着；有的是追求理想型 ，怀有职
业梦想，为事业而活着。 优秀者是不需要
约束的， 他们是超越管理底线的那部分
人， 他们的榜样作用牵引和促进了组织
的发展。

第二类是合格者，大约占 70%，属应付
生存型，为饭碗而活着。 为了保住饭碗，为
了对得住饭碗，基本能够遵守组织的管理，
管理要求稍微高一点，做得到，再高一点，
超出底线更多， 就做不到了。 但管理即使
不到位，他们也能够凭良心做事，不会失去
底线。 这部分人是绝大多数， 管理对他们
是有作用的，但作用区间很窄。

第三类是后进者，大约占 5%，属愤世
嫉俗型， 不知为什么活着。 这部分人对整
个世界都看不顺眼，自己又不遵守规则，做
人做事都没底线， 视管理为无物。 目前的
组织体制， 对这类人基本没有多少办法进
行管理。 这类人数量不多，但副作用不小。

由此可见 ， 管理的显性作用区间其
实是非常有限的。 理不是管出来的，而是
与生俱来蕴藏在每个人内心的底线 。 人
之初，性本善，说的就是这个理 。 约束性
管理实际上是一种底线管理 ， 我们讲现
代管理，不应该只是守住底线 ，否则管理
就失去了意义。

近年来，我们提出美好教育的理念，美
好教育崇尚自然之理， 我们的管理主张不
是底线管理，而是发展型管理。

发展型管理，即通过提升教师的素质、
境界，帮助广大教师实现职业梦想、个人价
值，从而达到激发他们内在需求、自觉优化
工作行为、 强化学校运转效能的目的。 其
本质特征是： 让管理成为教师成长的一种

内在需要。
发展型管理摒弃了单纯依靠制度约束

优化教师行为的传统方式， 能够最大限度
地减少教师对管理行为的抵触。 教师看不
到管理的痕迹，管理却发生了，而且这种管
理是教师的成长需求， 是他们获得职业幸
福的来源。 发展型管理的基本任务是：帮
助和促进优秀教师向卓越教师发展、合格
教师向优秀教师发展、 后进教师向合格教
师发展。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激活发展梦想，搭
建发展平台，提供发展动力。

怎么激活发展欲望？ 靠梦想。 拥有职
业梦想的人， 都是向优秀、 向卓越走去的
人。 那么， 学校管理者又该怎样帮助教师
建立职业梦想？ 首先，学校要有梦想，并让
这种梦想内化为全体教师的信仰。 学校有
了明确的理念追求、发展蓝图，教师职业梦
想就有了生成土壤和放飞空间。 目前，多
数学校缺乏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和愿景，
造成多数教师丧失职业梦想。 我们提出美

好教育理念之后， 美好教育就成为全体教
师共同的价值追求。 其次， 学校要帮助教
师建立职业发展规划， 为每个教师量身定
制职业发展规划。 梦想是靠规划支撑的，
教师的职业发展规划建立起来，职业梦想
就有了翅膀。

怎么搭建发展平台？ 靠机制。 发展型
管理不是不要制度， 而是要用发展性制度
代替纯约束性制度， 用制度机制保障教师
的发展权益和发展机会。我校在评先评优、
职称评定、 专业发展等方面为教师的发展
打通渠道，并建立起公开、公正、公平的竞
争机制。 同时，美好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理
念， 就是让教师成为教育专家。 顾明远先
生大力提倡教育家办学，他说：教师是一门
专业的职业， 许多教师一辈子从事教育工
作，培养一大批人才，而且有教育思想，有
自己的教育风格，这就是教育家。 因此，学
校正在通过制度设计，采取多种措施，搭建
教师成才成教育家的通道， 把教师的梦想
变成现实。

怎么提供发展动力？ 靠激励。 一是关
怀。关怀不完全等同于为教师服务。关怀
的目的是在管理者和教师之间形成心灵
上的默契，这种默契一旦达成 ，教师的行
为就成为学校管理行为的一种自然呼
应。 关怀的核心在沟通 。 沟通的意义在
于，让教师感到自己是受重视的 ，让教师
明白工作的意义和价值 ， 让教师成为学
校的主人。 现在，我校管理团队已经多渠
道 、多途径 、多层次 、全方位建立了与教
师的沟通机制 ， 让学校的管理真正走进
教师的心灵。二是赏识。每个教师都有自
己的长处 ， 每个教师都有把工作做得好
的时候， 管理者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发
现教师的闪光点上，而不是吹毛求疵。 赞
美、鼓励、表达敬意，就好像赠人鲜花 ，是
令人开心的事。 试想，如果教师每天都能
收到一束赞美的鲜花 ， 校园里将会酿出
多少春意？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第一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校长）

□苏君阳校长的魅力来自领导力

□孙光友

治校方略

专家睿见 校长观察

校长要锻造成“家”
□井中振

校长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专业素
养、 管理能力如何？ 工作开展的效果如
何？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关系到
教师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好校长
应具备思想家的眼光、军事家的谋略、教
育家的学识、艺术家的魅力。 这些方面，
一般校长是很难达到的， 但它反映了对
校长的整体性要求。

校长应具备政治家的头脑。 校长是
一所学校办学方向的掌舵者， 是教育方
针的贯彻者，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学校运
转的组织者，师生成长的引领者。 因此，
校长首先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认真学
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国家法律法规，不
断提高政策理论水平。

校长应具备思想家的眼光。有思想，
才会有方向，才会有目标。 作为校长，一
是要有自己的思路，既有短期计划，又有
长远目标，既能做好眼前的具体工作，又
能谋划未来发展目标；二是要做好引领，
校长的引领重在理念引领， 主要是教育
思想的引领；三是做好引导，校长的引导
重在舆论引导， 促使师生的行为向正确
的方向前行； 四是校长要有独特的人格
魅力，校长不仅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
做师生的表率， 还要知识渊博、 素质过
硬、业务精通，有人格魅力的校长才会有
影响力，学校工作才会规范有序。

校长应具备军事家的谋略。 校长必
须对学校工作进行决策、策划和设计，因
此校长应该有战略眼光， 善于对学校发
展作出前瞻性、长远性、全局性的思考和
设计。 校长要深度思考、研究、谋划办什
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就要
求校长，一是要了解世界教育发展大势，
了解世界教育新动向， 以及先进国家创
办教育的成功经验； 二是学习和借鉴我
国当前教育改革的成功范例， 结合自己
学校实际，取人之优，发展自己；三是坚
守育人为本的教育理念， 站在发展学生
的角度，为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校长应具备教育家的学识。 陶行知
说：“国家把整个的学校交给你， 要你用
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学校。”校长要管理
好一所学校，不仅要有政策理论水平，更
要有过硬的学识魅力， 这是让教师信服
的重要指标。一个不学无术，只会夸夸其
谈，不懂教学的校长，只会让教师嗤之以
鼻，面服心不服。好校长要能在教育教学
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引领教师专业发展。
因此，校长必须加强学习，能够指导一线
教学工作， 与师生共享教学中的喜怒哀
乐，共享工作中的酸甜苦辣。

校长应具备艺术家的魅力。有人说，
管理是一门艺术，而不是技术。校长要有
独特的管理艺术。 学校是人才聚集的地
方，可以说，学校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
因此，校长要有正确的用人观，不能求全
责备，任人唯全，要做到知人善任，唯才
是用，用人之长，避其所短，达到人尽其
才，智尽其用，各有所得，各有其用。领导
艺术是校长智慧的集中体现， 校长只有
注重发展创新性思维， 学校教育才会不
断改革创新。同时，校长要平衡协调校内
外各种关系， 要抓住大事， 分清轻重缓
急；抓住重点，分清主次，做一个能够驾
驭全盘的领导者。
（作者系河北省临城县岗西中心小学校长）

江西师大附中：做有责任的中国人
□罗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