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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教育家办学是众望所归。然而，教育家不是培训出来的，教育家的基本素质也不是通过培训的手段成就的，但培训可以成为教育家成长的“催化剂”。要成为一个
教育家，无论是一线教师、校长还是学者，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必须在教育实践中努力探索，通过培训、反思等途径，具备教育家的精神和风格。

让懂教育的教育家办学是近年来教育
改革形成的一个共识。 社会之所以呼唤教
育家办学， 是因为现在的教育出现了一些
偏差，学校办得像机关、像企业，没有学校
的味道。 学校高度僵化、功利化，太看重眼
前利益， 过分注重分数， 忽视了对人的培
养。 大家希望教育家按教育规律办学，让
教育更多地体现理想价值，注重人格陶冶。
但什么样的教育工作者才能称之为教育
家，如何才能培养出教育家？

教育家要立功、立德和立言

教育从业者中的佼佼者，有名师、名校
长，也有教育思想家、教育学者，还有教育
政策专家、 学科教育专家和教育社会活动
家等等。 教育家无疑是比以上各类人层次
更高的人。 作为教育家， 首先要有教育情
怀，具有慈悲心、有利他主义倾向和强烈的
社会责任感。其次要在业内有良好的口碑。
教育家办学应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根据学
生个性特点和时代发展要求， 为学生提供
相应的教育。 最后要有明确的教育主张，
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区域内产生过广泛的社
会影响。 也就是说，教育家要立功、立德和
立言。 简言之，教育家要有情怀、有实践、
有理论。

陶行知作为我国近代公认的教育家，

一心想通过教育改变当时落后的社会面
貌，除自己亲自举办幼稚园、中学、师范学
校和大学外，还提出了许多教育主张，如提
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等。 他的思
想、主张和办学实践影响了许多人，所以被
尊称为教育家。

打通教育家成长的通道

在各类教育从业人员中都有可能产生
教育家。 一线教师和校长是教育从业人员
的主体，数量众多，产生教育家的可能性最
大。 苏霍姆林斯基就是从一线成长起来的
教育家。 与此同时， 学者经过教育实践也

有可能成为教育家， 如陶行知等民国时期
的一批教育家， 就是走学者办学的路径成
长起来的。 当然，其他教育从业者只要有
情怀， 愿意向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个方
面发展，也有可能成为教育家。

一方面， 一线教师和校长中最有可能
成为教育家的首先是校长。 他们一般是从
学科教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成为校长后
办学业绩突出，会逐步成为名校长，并在业
界获得较高的声誉。 另一方面， 学者办学
是产生教育家的一条途径。 他们有相对宽
厚的知识基础， 对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的
理解有认识上的优势， 通过办学容易取得
良好的社会效应，相对容易成为教育家。

以上两种途径是教育家成长中最为常
见的。 这两种类型的教育家各有所长，苏
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来自一线， 他们对
于教育问题的论述比较具体，著作中有许
多生动的案例，在实践中很受欢迎。

陶行知是走学者办学路径成长起来的
教育家， 他本人曾做过东南大学的教授。
陶行知留给我们更多的是 “生活即教育”
“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思想，以
及通过教育改变儿童贫困命运的情怀。 陶
行知的教育更多的是和他的教育救国梦与
通过教育改变现实的社会理想结合在一起
的。 学者型教育家往往有更强的社会责任
感，对教育有更深入的思考。 当然，这两类

教育家各有所长， 都是当今社会特别需要
的教育家。

培植教育家成长的沃土

强化行动研究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之
所以成功， 在于他一直致力于研究解决办
学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在行动中进行研究，
从中总结出解决教育具体问题的有效办
法， 并加以思考总结与提升。 要想成为苏
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 校长必须做有心
人， 认真细致地研究学校教育教学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然后尝试用各种办法去解决，
并进行思考、总结和提升。

提升理论素养。 名校长管理学校有经
验，但知识面普遍偏窄。 现在，有各级各类
培训中心承担对校长的培训任务， 为名校
长成长提供支持。 这种培训的范围是全方
位的，既有国外考察、同行交流、专题研究，
也有各学科的高端学术讲座， 无疑是推动
教育家成长的“催化剂”。

教育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 研究
教育没有宽厚的知识基础不行。 教育是与
人类自身再生产有关的学问， 教育的对象
是人，没有相对宽厚的知识基础，我们可能
就不了解某类知识对人成长的价值， 实际
工作中可能会指错方向。
（作者系北京门头沟区京师实验小学校长）

如何推进教育家办学

在各种教育从业人员中都有可能产生教育家。 一线教师和校长
是教育从业人员的主体，数量众多，产生教育家的可能性最大。

教育家成长的通道在哪里
□乔锦忠

提倡教育家办学， 并不是意在苛求让
教育家办学或让校长成为教育家， 其实质
是让校长能够用教育家的精神与品格办
学。 教育家精神是指在培养人的过程中体
现出来的那种持续不断地探求教育教学规
律、引导人从善求真，并最终使教育对象能
够发生积极变化的精神。 教育家品格是指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恪守学为人
师、 行为世范的品格。 学校是一个国家与
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机构，若想完成这一
使命， 除了需要那些在教学一线懂得教育
教学规律、辛苦工作的教师之外，更需要对
学校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者———
校长，在办学过程中懂得教育教学规律，养
成教育家的精神、情怀与品格。

让校长用教育家的精神与品格办学，
一方面需要校长进行积极的自我养成与修
炼， 另一方面也需要对其开展多种形式的
培训。

让校长掌握教育之道

校长办学既要有管理理念，又要有教
育理念， 两者在办学过程中都不可或缺。
因此，在校长办学理念中，不应只有对学
校管理问题的理解与回应，同时还需要有
对教育问题的理解与认识。 否则，校长在
办学中很容易陷入功利主义与行政主义
误区。 如果没有对管理的理解与认识，以

及由此形成的管理规程，就会出现学校发
展和办学的低效与无序。掌握正确的教育
理念是校长办好学校必备的前提，更是一
个教育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 。 教育之
道是校长教育理念形成的基础 ， 是教育
家的精神与品格养成的必要前提 。 教育
之道存在于教育教学以及学生成长与发
展的过程中，最终以理念、原则、理论 、规
律 、手段 、方法和程序等形式表现出来 。
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对教育之道需要有深
入的认知与了解 ， 否则易出现学校管理
与发展的异化和扭曲。在对校长进行培训
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重对其进行理念、理
论、规律等方面知识的培训 ，这是校长掌
握教育之道的重要源泉。

让校长掌握科学研究之道

促进学校持久、根本性发展的动力，不
是来自于在对外部经验学习的过程中对他
者做法的简单移植与复制， 而是来自于根
植于学校自身文化的自生自发的做法与经
验。 学校是一个复杂的组织， 教育与管理
皆是非常复杂的活动， 仅仅凭借经验难以
形成解决这些复杂组织与活动的良策。 为
此，需要依托于科学探究的技术与方法，弥
补经验理性解决问题的局限。 科学研究之
道既要知晓科学研究是什么， 又要知晓具
体的科学研究程序与方法。 现在， 许多培
训囿于科学研究，与校长的实用需求有些

遥远， 原因在于培训课程中很少涉及科学
研究之道的培训。 培训课程设计大多停留
在校长实务管理所需的理念、 技术与方法
的知识培训层面， 而忽视了校长观念自生
能力的培养与发掘。 让校长掌握科学研究
之道不能仅仅停留在知识讲述层面， 更重
要的是让校长参与到科学研究之中。 实际
上，指导校长参与科学研究的过程，本身就
是一个参与式培训过程。 校长做的研究课
题既要考虑研究技能提升的需求， 同时亦
需考虑校长现实工作开展的需求。 因此，
校长参与的科学研究，是一项基于自身工
作开展的需求式行动研究。 所以， 校长培
训中必须克服急功近利与实用主义思想的
侵扰，必须着眼于未来，从长计议。

让校长掌握创新之道

教育家的另一个重要精神与品质是
敢于创新、敢于突破自己。 其在教育教学
过程中的表现就是根据外部环境以及学
生的变化 ， 而改变自己的教学内容与方
法，能够做到与时俱进、因材施教。人不可
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学校组织每天都
在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校长在办学实践
过程中，应该努力做到因势利导 ，见机而
行。 在学校组织管理与发展过程中，不存
在一劳永逸的做法以及放之四海皆准的
真理。如果校长长期恪守固有的观念与做
法，那么，就难以适应学校组织的内在性
要求。 因此，要对校长创新精神与能力的
培养给予足够的关注。让校长掌握创新之
道，首先需要让校长对学校组织中变化与
静止、稳定与发展、创新与发展的关系有
深刻认识 ， 让校长能够明晰哪些是可变
的，那些是稳定的。 其次需要让校长树立
一种敢于突破自我的信心与勇气，培养校
长的创造性思维 。 要让校长学会从多角
度、多侧面、多层次看待和分析问题，并在
此基础上进行深入分析 ， 探究事物的本
质，以此寻求和发现问题的破解之道。 最
后需要让校长在办学实践中学会创新。正
如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所说 ：“‘人 ’之
可贵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 ”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对学校发展方向具有重要影响的领导者———校长， 在办学过程
中要懂得教育教学规律，养成教育家的精神、情怀与品格。

校长要用教育家精神办学
□苏君阳

专家引领，唤醒校长的成长“渴望”

教育家型校长的培训， 应采用导师引
领、专家指导、个人读书研习等多种方式，
切实撬动校长个人的内在生长动力，激发
校长投身于教学变革的实践。

榜样引领。让优秀校长领略大家风采，
感受大家情怀，感悟大家成长之路，看到自
身差距，激发内驱力。 可采取事迹报告、专
家讲座、跟岗学习、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
也可采取如“新学校行动计划”组织研究团
队的方式进行。

专家指导 。 一方面 ，专家实地指导
能让校长从战略高度把握基础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方向 ，准确把握世界教育发
展的动态与趋势 ，增强教育改革创新能
力 。 另一方面 ，也有助于校长确认自己
办学理念的学术价值 。 因此 ，专家指导
式培训 ，要特别关注校长的专业引领和
指导 ，尽可能遴选一些相关教育专家组
成专门导师组 ，通过与校长结对 、全程
跟踪 、专家会诊 、项目推进 、对话交流 、
课题研究等环节 ，帮助校长明晰发展方
向和存在的问题 ，梳理办学理念的内在
逻辑 ，总结提升办学思想和办学体系的
学术价值 。

读书研习。 学校本身是一种学习共同
体， 作为校长要加强终身学习。 以读书打
“底气”，以学习增修养，应该成为校长的必
修课。 除一般的教育理论、 实践课程的学
习外，校长还应该着重加强教育哲学、教育

史、教育家思想、转型期的中国政治经济和
文化等课程的研习，这是做教育、办学校的
素质养成之必备。

实践培训，挖掘校长的“潜能”

校长的办学理念 、 办学思想最终必
须回到学校实践 ， 只有对办学实践有切
实的指导意义 ， 才能称得上具有真正的
价值。

示范基地实践。 已经成名的校长所在
的学校， 或是国内外非常知名、 优秀的学
校，其办学思想、办学理念已趋于成熟，遴
选这样的学校作为培训未来教育家型校长
的示范性实践基地，采取跟岗实践、挂职锻
炼、 影子校长等形式， 让培养对象深入其
中，体验求知，吸收精华，是很好的实践培

训形式。 2013 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
材发展中心在全国遴选了 13 所学校作为
“全国课程改革骨干教师研修基地”，每年
由中心派学员到基地跟岗挂职学习。目前，
几百位校长在这样的实践培训中受到了锻
炼，获得成长。

在职学校实践 。 校长自己所在的学
校，是工作的大本营，是“自留地”。校长的
教育理念、教育思想以及在培训中学到的
理论知识、在示范基地实践所获得的经验
和反思，都要回到自己的学校在实践中反
复践行修正，不断提炼、创新、总结，这样
才能既办好自己的学校，又能形成自己的
教育思想和体系。在职学校实践作为一种
培训方式，需要理论导师和实践导师的定
期指导。

帮扶学校实践。 作为教育家型校长，

不仅要有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而且要有
指导能力。 应为教育家型校长培养对象
确定一定数量的薄弱校 ， 作为他们的帮
扶实践基地 ， 通过对这些薄弱学校进行
辅助和指导， 能够对自己的办学思想进
行验证、修正，更重要的是锻炼他们的指
导能力，提升他们的信心与水平 ，也会带
动一批学校成为优质校。

当然 ， 把实践作为一种培训方式 ，
还要辅助采取专题汇报 、 成果展示 、论
证答辩等方式 ， 锻炼培养对象总结提
升 、逻辑思维 、演讲表达等能力 。 同时 ，
借机由专家 、导师和培养对象对办学思
想 、操作体系 、学校改进等给予再次打
磨 ， 帮助其最终确定办学理念与思想 ，
并以论坛 、讲座的形式 ，进一步检验与
传播其办学智慧 。

反思感悟，凝练校长的“理念”

如果说，专家引领和实践培训是校长成
为教育家的外在因素，那么，反思感悟就是
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内生催化剂。 反思感悟的
目的是指导、帮助校长通过对自身工作的批
判性思考，找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寻求解
决问题的有效途径，进而提升自己的思维品
质，增强改革和发展学校工作的行动能力。

反思感悟作为一种培训方式， 需要培
训者搭建平台。比如，在专题讲座中有目的
地引导校长反思，组织校长通过系统总结、
交流经验或著书立说进行反思， 组织校长
就学校管理问题进行陈述、 答辩反思，等
等。 反思感悟的形式也很多， 如校长的自
我反思、 同伴互助式合作反思、 群体性反
思，等等。 总之，通过反思感悟，校长对学
校管理问题的认识得到深化， 知识基础得
到扩展，知识结构得到优化，批判性思维能
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提升， 进而使自
己的教育理念得到凝练和完善。

教育家型校长要有自己独特的办学思
想和体系， 而凝练思想和体系是一个由实
践上升到理论、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这就
意味着， 除了校长个体要积极深刻地进行
反思外， 更需要加强同伴互助式互动环节
及专家引领式指导， 加速校长逼近教育真
理、洞察教育真谛的步伐，从而进一步清晰
自身独特的教育理念。

（作者系山东潍坊广文中学校长、国培
计划“领航班”首批学员）

如果说，专家引领和实践培训是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外在因素，那
么，反思感悟就是校长成为教育家的内生催化剂。

教育家型校长的成长路径
□赵桂霞

思想峰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