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力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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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0.28推进教育家办学 12版J I A O Y U J I A

陈悦：百年老校的新教育

有着厚重历史积淀的学校如何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简单的问题，却考量着许多校长的办学智慧。在江苏省昆
山第一中心小学，校长陈悦用自己独有的思考、实践和创新，将百年老校的“新教育”做到了精致入微，办出了不
一样的小学，不一样的教育。

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年代。 人们判断
事物的好坏 ， 似乎总会自觉不自觉地用
“新”与“旧”作为标准，至少作为事物境界
高下的标准。 教育也不例外，比如有“新教
育”“新学校”之说。 可往深处追究，其实，
新旧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属性。 对此，我们
往往有片面的认识，导致在实际的教育工
作中 ，在实际的办学过程中 ，会走入一些
误区。

我们不妨回顾近十多年来的经历：“新
学校”如雨后春笋，这绝对是教育发展的一
件幸事、好事。 可是也有许多遗憾。 这里的
“新学校”，不是指理念、概念层面的“新学
校”，而是物质层面的新建学校，包括百年
老校的移建、新建。 一些有历史的学校、有
文化记忆的学校瞬间被推倒了，校舍被拆，
连大树都要挪地方，因为大树所在的位置，
与新的布局不符。

记得有一所很有名的老校，近十年搬
迁了两次。 第一次，假如说是一次有着历
史意义的创举，带动了整个区域的整体提
升 ，那么第二次整体搬迁 ，只能说是遗憾

了。 在我看来， 这纯粹是为搬迁而搬迁，
仅是为了所谓的“新”、所谓的不落后。 又
如，近年来，我们对教育精神层面的坚守，
又做了多少？

某些教育改革，一味地引进、照搬国外
的东西，摒弃传统的、优秀的东西，长此以
往，师生的负担不仅没减，似乎越来越重。
“新”似乎是新了，有实质性变化吗？

自然界的许多现象， 可以说明教育的
问题。我多次到过西藏。那里，雄奇的山峦，
一字排开，头顶蓝天白云。 山上一年四季皑
皑白雪，山脚下是一片与蓝天一样的湖水，
波澜不惊。 静谧、纯美是它最大的特点，没
有人到此会不叫绝。

面对如此美景，我浮想联翩，不禁想到
了我们的教育。 教育也应该有万世不变的
东西存在，我们教育人不能浮躁，不能时刻
出新花样，不能整天想着日新月异，想着惊
天动地。 教育人应该安下心来，如这片山水
一样，端矗于此，在杳无人烟中坚守。

因而 ，我越来越体会到 ，除了要有万
变不离其宗的东西，教育人更应该有自己

的坚守，这或许更重要。 坚守民族的文化
传统，坚守核心的价值观。 我们教育人不
要每天都想着“新”花样，想着每天都有教
育的新闻 、学校的新闻 ，想着产生新闻效
应。 作为教育人，我们要耐得住寂寞，耐得
住孤独。

听说，有一所名校常年有新闻记者驻
守，每天的动态都会瞬间被捕捉、被提升，
不仅要传播， 而且要招引无数的参观者、
考察者， 然后再变相 “卖门票”， 名利双
收。 我一直认为，观察一所学校或一个校
长的教育境界，要从他们日常的学校生活
中 ，或不经意的言行举动中 ，才能发现真
实的东西。 “新”与“旧”不是标准，有时在
“新 ”的举动中 ，看似是 “高效 ”，其实是功
利 ；看似是热情 ，其实是浮躁 。 而那种灵
魂深处的坚守，体现于日常的教育生活细
节之中，那是对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
文化之精髓的坚守， 这也注定更重要、更
难 。 但是 ，我们还是要坚守 ，尤其要在静
谧中坚守。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校长）

名家专栏

□柳袁照

在静谧中坚守

那种灵魂深处的坚
守，体现于日常的教育生
活细节之中，那是对民族
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文
化之精髓的坚守。

□本报记者 冯永亮

1992 年， 年轻的陈悦从学校毕业后，
一门心思想着回到母校———江苏省昆山第
一中心小学任教。 当时的她想法很简单，
学校是艺术和体育特色学校，各种活动丰
富多彩，符合自己的个性，还可以追求高
品质的生活。

20 年过去了，陈悦当上了母校的校长，
她的想法在别人看来开始变得复杂：小学校
如何办出大教育；老校如何重现辉煌；学生
如何收获完整的童年；怎样促进师生的生命
成长……一系列教育的“大问题”，在陈悦这
个“小校长”的脑海中不断盘旋，而她所做的
就是在实践过程中将问题一一解决。

老而弥新
———让百年老校的文化血脉在

儿童身上流淌

“所谓百年老校，不仅是因为她有着沉
甸甸的历史厚重感，更因为其独特的文化
语言和表达方式。 遗憾的是，许多老校在
发展的过程中，慢慢地将那份独一无二丢
掉或者遗忘了。 ”

对于喜欢历史和文化的陈悦来说，割
裂历史的发展是她不愿看到也不能忍受
的，幸运的是，这种现象从来没有在昆山第
一中心小学出现———在学校的百年历史
中，昆曲始终伴随着学校的发展，成为学校
的文化血脉。

甚好，学校文化的“根”未曾断过。 陈悦
首先做的是， 将昆曲这一历史文化元素展
现在学校的庭院、 景观和走廊等地： 建设
“润雅园”景点，沿路图文并茂地介绍柳琴、
中阮等昆曲乐器；设置“昆声雅韵”戏曲小
舞台……更为重要的是， 学校专门成立了
“小昆班”，开设昆曲校本课程。

日前，记者走进昆山第一中心小学的
霓裳堂时，十多名一二年级的“小昆班”学
员正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练习踮步 、匀
步，每一个动作都一丝不苟。

“别看这些孩子小，招式腔调却有模有
样。 ”聊起“小昆班”，陈悦十分兴奋，她向
记者娓娓道来，“小昆班” 成立 20 多年来，
曾先后赴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进
行文化交流，曾接受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
的采访和专题介绍。 昆曲课本剧《海力布》
《牡丹亭·游园》等 7 个剧目获全国金奖，十
多名小演员获中国戏曲家协会颁发的“小
梅花”金奖，多名学生考入江苏、上海等省
市戏曲学校。 2004 年，“小昆班”被江苏省
文化厅命名为首批特色团队。

目前，“小昆班” 有小演员近 40 名，学
校聘请省市剧团专业演员担任指导教师，
利用双休日和兴趣活动时间进行训练。 从
传统折子戏的继承到课本剧的改编，在办
好“小昆班”的基础上，学校还着力开发昆
曲校本课程，在全校普及昆曲教育 ，编写
昆曲校本教材《走进昆曲》，通过浅显的讲
解、声像的再现、艺术的感染，激发学生对
昆曲的热爱和传承昆曲艺术的使命感。 如

今，学校“班班教唱昆曲，师生演唱昆歌”已
蔚然成风。

“文化是学校发展的内在优势，我们通
过传承昆曲传统文化，以‘小昆班’为龙头，
发展艺术教育特色，用艺术之美雅为学生
的幸福人生奠基。 ”陈悦自豪地说，如今，
不管你什么时候走进校园，都能从孩子们
的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古老昆曲青春的生
命力，艺术之花已经在这些新生代孩子的
心中盛开。

焕然一新
———给孩子一个七彩的童年

“这次我们画脸谱，你们可以根据自己
对昆曲角色生、旦、净、末、丑的理解发挥想
象。 ”在昆山第一中心小学的翰墨堂，美术
教师姜美娟正在给六年级的 20 多名学生
上美术兴趣课———《变幻无穷的戏剧脸
谱》。 作为每周三固定的兴趣小组活动，姜
美娟每次都会安排不同的绘画主题，在传
授美术绘画技巧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
学生的创意。

这样的兴趣课，在这所学校不胜枚举，
可以说是学校给孩子一个七彩童年的缩
影。 在陈悦看来， 学校应该是由生机勃勃
的个体按照独特的方式组成的群体，每一
个孩子都蕴藏着丰富的正能量，实践与体
验是孩子成长的重要方式，学校教育要做
的就是通过合适的路径找到蕴藏在孩子
身上的宝藏。

为了能使更多的学生得到艺术的熏陶，
学校以班级为单位， 组建了串珠、 布艺、陶
艺、编织、形体等艺术类兴趣小组，开设了古
筝、二胡、合唱、戏曲、书法、美术等十几个艺
术类活动小组。 学校还针对每个学生掌握一
项艺术表演技能开展考评活动，由学生自主
申报一项自己喜欢的艺术表演技能，然后再

组织教师进行考核。 全校学生在丰富多彩的
艺术兴趣活动中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特长，
将形体、串珠、昆曲等特色教育列入校本课
程，把优雅的昆曲艺术融入学校环境、课堂
教学、课外活动等方方面面。

每年的 5 月和 10 月，学校都会举办为
期一周的校园文化艺术节，开展丰富多彩
的艺术活动，如以艺术为主题的环境布置
评比、校园“十佳小歌手”比赛、器乐演奏
比赛等。 最吸引眼球的是昆歌演唱会，班
班合唱昆歌 ，令人耳目一新，经典的诗词
配上昆曲，让每个学生切身感受到“百戏之
祖”的经典之美。

近年来，学校又增加了体育节 、科技
节、读书节、美术节等，其中艺术节的形式
更加新颖，规模不断扩大，为每个学生提
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

“在精彩纷呈的各项活动中 ，每个学
生都从中体验到成功的喜悦，学校就像一
个欢乐的海洋。 ”陈悦介绍说，近年来，学
校围绕 “以美启真 ，雅润心田 ”的核心文
化，潜心营造和谐的校园环境，构建五大
课程体系（分别是品雅课程、艺雅课程、行
雅课程、智雅课程、心雅课程），着力培养
“品雅、心雅、智雅、艺雅、行雅”五雅少年，
从而为学生打下一生发展的底色。

革故鼎新
———唤醒教师的生命自觉

“学校文化的发展，需要学校管理的保
障。 ”陈悦认为，许多老校之所以在新的发
展机遇面前日渐“沉沦”，辉煌不再，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有着管理上的桎梏，而管理最
重要的是唤醒教师的生命自觉。

在老校新文化的建设中，陈悦努力探
索适合本校特色的管理模式，追求看似无
为而治、实则井然有序的管理。 其中，“自
主+团队” 是学校推行和尝试的一种管理
模式。 所有教师根据所在的办公室、年级
组进行岗位分配，每个团队都有自己共同
的室内、岗位目标，每个教师在团队中分
享智慧、得到归属、获得认同、寻找支持。

在管理过程中， 学校把一项项具体工
作交给一个个团队来完成， 对于团队内如
何分工合作，以何种形式完成，学校管理层
不干涉，而是由团队根据自身运作机制、发
挥团队智慧、制订工作方案并实施完成，学
校则定期对团队建设进行评比与表彰。

“学校将大小事务放手让教师去做，目
的是培养一种自主的成长文化，从而达到
教师发展的目标———做 ‘儒雅 ’ 之 ‘雅
师’。 ”陈悦介绍说，“儒雅教师”的培养，必
须在“雅”的氛围中慢慢熏陶、浸润，只有由
内而外的浸润才能实现“雅”的内化，最终
实现“雅”由内而外的自然散发。

为此，学校成立了教师发展学校 ，教
师自主发展联合会是教师发展学校的主
体和核心 ，下设多个活动站点 。 在 “艺术
殿堂 ”站点中 ，教师进行串珠 、手工艺培
训；在“文墨星期二”精神家园站点中，青
年教师自由阅读 ，广泛交流 ；在 “雅师雅
说”雅园讲坛，每一位教师既是讲者又是
听众，有青年教师的主题式演讲 ，教坛新
秀 、教学能手的微讲座 ，市级学科 、学术
带头人的主题式交流 ；“雅园地平线 ”则
致力于新教师的入职适应 ， 使其成为合
格教师；“五彩驿站” 服务于每一位教师
的业余生活，放松身心。

“教育从广义上讲，存在于生活的方方
面面。 而教师的特点决定，促进其职业发
展要有独特的眼光和做法。 其中，最关键
的是以文化的熏染促使教师自觉走上专
业发展之路。 ”陈悦在自豪于学校教师的
自主发展时 ，也清醒地认识到 ，学校文化
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坚持学校文化的
创生中，一定要有富含本校特色的文化主
张与精神骨架，在老校改造的进程中不断
继承、变革和创新。

在一次次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后，百年
老校重新焕发生命活力，再现辉煌。 慢慢
地，陈悦成为同行眼中的“大能人 ”，不少
人慕名到校请教。 但对于这一切，陈悦心
里清楚，“我和学校都还在路上，今后还要
继续努力整合校内的各种力量，服务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 积极探索校外教育资源，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

在中国，百年老校并不在少数。而发
展的过程中， 如何将原有的学校文化传
承并发扬光大？ 如何彰显独有的个性学
校文化， 让老校在新的时期焕发应有的
生命及活力？

昆山第一中心小学进行了有益的
探索，对学校文化资源的再开发 ，通过
新校做 “老 ”和老校做 “新 ”，将学校发
展与师生的生命成长结合起来 ， 将文
化的血脉融入到师生的生命中。

新校做“老”。不少百年老校，在一轮
轮的改造中，不仅校园建筑破坏殆尽，就
连文化都被丢进了历史的尘埃中。须知，
学校文化是一本立体的教科书， 其重要

意义在于对师生的精神文化层面的引
领，反映的是一种文化认同和追求。昆山
第一中心小学进行老校改造给出的启
示，既不是新文化的重建，也不能是老文
化的复制， 而是在对已有学校文化的挖
掘中进行梳理、筛选、提炼和重构。

由此， 学校追寻到了有根的历史渊
源。以学校的昆曲文化为例，在新的校园
环境中，重现学校厚重的历史感，并在重
建中努力让学校的物景印有历史的记
忆， 让学校变化的是 “形”， 留住的是
“神”，使学校文化有根基，并通过学生对
古老艺术的诠释，焕发青春的活力。

老校做 “新 ”。 在继承学校历史文

化的同时 ，学校的 “新 ”和 “变 ”在于学
校文化的再造 ，一切以儿童为立场 ，一
切以师生的生命成长为目的。 比如，在
“以美启真 ，雅润心田 ”的核心文化理
念指导下 ，修炼表里俱美的师生形象 ，
开展神形俱美的课程实践 ， 让学生做
文雅之雅士 ，让教师做儒雅之雅师 ，让
校园成为和雅之雅园。

除了学校历史文化资源的再开发，
学校在校史、 校友等资源上同样进行了
开发，这种系统性整体再开发，不仅使已
经毕业的校友保留了对母校的青翠记
忆， 还通过在校学生将历史与未来进行
链接，让文化在生命的发展中活起来。

再开发，老校发展的不二法门

陈悦，现任江苏省昆山第一中心小学校长。江苏省科技教育优秀校长、苏州市优
秀德育工作者、苏州市教育科研先进个人。

教育改革
需要外部认同与支持

吴康宁在其新著《教育改革的“中
国问题”》一书中指出，我们需要对教
育改革加以专门研究，进行冷静的审
视、客观的分析、深入的思考，以便不
断理解教育改革之真义，揭示教育改
革之秘密， 破解教育改革之难题，为
正当的、合法的、好的教育改革鸣锣开
道。 由于中国教育改革是在中国社会
的特殊场域中进行的，其能否顺畅前
行并最终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
取决于能否得到教育外部的普遍认
同与有力支持；且由于就中国教育改
革实际历程来看 ， 在较长一段时间
里，人们主要关注与强调的只是教育
系统自身的改造问题，基本上只是就
教育系统自身来谈论 、设计 、推进教
育改革，而很少意识到或者即便意识
到，往往也刻意回避教育问题的外部
根源，很少对教育改革的外部问题予
以专门审视与深入探究。 因而，关注
与思考教育的外部、尤其是教育外部
的“中国问题”，在教育改革的当下尤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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