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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教育可以没有我，而我决不能没有教
育。” 四川省泸州师范附属小学（下文简称

“泸师附小”）校长李维兵说。对于教师这个
职业，他近乎“痴迷”。他曾有多次机会可以
到条件更好的城市、待遇更优渥的岗位工
作，“想来想去，还是觉得离不开学校，离不
开老师和学生。”从“一支粉笔、三尺讲台”诲
人不倦的师者，到在教育的“星辰大海”中沉
思的一校之长，他不断思考、感悟，不断探
索、创新，提出“和雅教育”的办学理念和主
张，把关注点投向学校中最重要的人——教
师和学生，不仅让百年名校历久弥新，更让
诗意充满校园。

铭记成长中“命定缘分”

李维兵与教育有着命定的缘分。
20 世纪 90 年代初，整个中国还处于物

质比较贫乏的年代，那时的李维兵正上初
中，每周一至周五在乡村中学住校学习，周
末赶回农村家里，帮助多病的父母干农活。

屋漏偏逢连夜雨，体弱多病的父亲病倒
了。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之后，李维兵找
到班主任朱老师，准备辍学回家。朱老师坚
决不同意，并给予他多方面的帮助。

求学路上的点点滴滴，李维兵铭刻于
心。出于对学校、老师、学生的感激与敬重，
初中毕业之际，李维兵义无反顾地填报了师
范学校。1994 年 9 月，十几岁的他从泸州
师范学校毕业，作为优秀毕业生留在泸州师
范附属小学。

青涩的他站上讲台，终于实现了教育梦
想。李维兵说，那时心里铆足了劲儿，就是
希望将自己曾得到的关心和呵护，传递给自
己的学生。

工作后，李维兵每年都会抽时间去看望
教过他的朱老师，跟老师聊工作、聊生活，把
朱老师当父亲一样看待，“也希望自己能做
一名优秀教师，用知识帮助更多孩子改变命

运。”
李维兵所在的泸师附小成立于 1902

年，至今有近 120 年的办学历史，学校教育
质量誉满川南，是川滇黔渝接合部一颗耀眼
的“教育明珠”。

“百年名校泸师附小像一个巨人，我是
站在它的肩膀上成长的。”李维兵说。学校
里的学习研究氛围浓厚，在工作中，他向优
秀的一线教师学习，向教育专家学习，向书
本学习。短短几年时间，他的教学能力进步
飞快，开始在各种教学技能竞赛中崭露头
角。25 岁时，便被破格晋升为当年泸州市
最年轻的小学高级教师。

李维兵说，荣誉于他而言，与其说是一
种肯定，不如说是一种鞭策，让他不管对自
己还是对学校，时时处处都要求更优秀，更
出色，“做到出类拔萃，成为一个群体、一个
行业的标杆。”

破解名校的“高原现象”

2011 年，李维兵担任泸师附小校长。
彼时，教育正面临着时代的追问：城镇化加
速发展带来教育人口的空前流动，新技术、
新理念对教育带来多方位冲击，公平与效
率、质量与水平是每一个教育人亟待作答的
时代命题。

泸州市提出，要建设川滇黔渝接合部教
育培训中心和江阳区全域品质教育战略。
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如何突破“高原现象”，
让高原之上有“高峰”，让老百姓享受更优质
的教育，是李维兵成为校长后面临的第一道
难题。可学校要持续地高位发展，他面对着
四大挑战：学校如何转型升级？如何传承优
秀文化？怎样在信息化背景下提高教师水
平？教育精神如何坚守？

“我们需要凝练出百年办学思想，提出
办学主张，让改革找到落脚点。”李维兵说。
通过梳理学校百年办学理念，他发现，学校

首任学监教育家赵熙，在创办川南经纬学堂
及学堂幼稚班（泸师附小前身）时曾说：“为
学要为上下古今之学，不能只求耳目尺寸，
为学当为大通世界之学，不能拘守方隅。”

“着眼当下，新世纪以来，我们提和谐教
育的理念，以此让教育的节奏符合学生发展
的节律，进而使教与学产生谐振效应，促进
学生基本素质获得全面发展。”李维兵说，每
一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个体，都有一片独
特的心灵世界，课堂教学不仅仅关注个体的
生命，更应关注课堂上迸发出的生命的体
验，使学生获得感动和收获。

串连起过去与现在，“和雅”的概念慢慢
浮现在李维兵的脑海中。“‘和也者，天下之
达道也’，将孩子置于天地之间，以天地万物
为师，顺应社会发展创新，传于古而宣于今，
方能成就人生智慧。‘正而有美德者谓之
雅’,培养博学多才、温文尔雅的‘君子’，自
古就是教育追求的目标。”

在李维兵的引领和推动下，“让和雅之
花绽放校园”成了学校改革发展的主线和抓
手。学校建立了“一个中心，四大愿景，七大
平台，三十五个参照点”的特色学校立体建
构模式。围绕“和雅共育，自主成长”，着力
进行了校园环境创设、教师团队建设、学生
自主成长、家长家教指导、班级特色建构、课
堂教学改革、社团课程开发，用“和雅之魂凝
聚教育合力，和雅之风彰显红色风范，和雅
之德引领师生成长，和雅之行提升生命质
量”。

“让学生多元发展、适性发展，不能以牺
牲课堂教学质量为代价，学校要找到一种平
衡，使学生在学好基础知识的同时，发展个
性，增长才干，形成特长。”在学校教育教学
管理改革中，泸师附小以“精、细、实、活”为
导向，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提高课堂教学
的效率，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并通过
特色社团、大课间、晨练、艺术节、主题朝会
展示、学科知识竞赛、特长之星评选等活动，

延展学生的整体发展空间。
改革过程中，李维兵也在不断地思考：

“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对学生未来负责的真教
育，什么样的管理才是更好的现代学校治
理？”

在不断反思和求索中，他的内心愈发平
静，开始在不为追求短期效益的思维下，潜
心思考教育，静心治理学校，也从校长职业
中找到了自己源源不断的幸福感。

引领同行走向“教育家办学”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一门永远不会
过时的课程。”在李维兵看来，教师永远是学
校的第一资源，学校教育教学质量提升的关
键在教师。

哪位教师教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个性在
哪里？哪位教师在教学上遇到了什么困
难，怎样去克服？在日常工作中，关于教师
的问题，李维兵都努力做到了然于心。他常
常和教师们交流，与他们探讨教育规律，总
结教学经验，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青年教师如何更好更快地成长，从而
“挑起教学的大梁”，是不少学校在发展中面
临的老大难问题。在泸师附小，李维兵做起
了试验：创新“2+1”教师培养模式，让任课
教师与班主任组成双导师，负责一名青年教
师培养，让青年教师在专家引领、同伴互助、
个体反思中实现专业发展。同时开展个体
自主研修、教师团队研修、学校集中研修三
个层次的教研活动，让教学研究在校园里蔚
然成风。

李维兵特别重视学校集中研修，他说：
“学校集中研修，是教师个体自主研修和团
队研修的风向标，可以为教师个体研修和团
队研修导航。”每个假期，泸师附小都会开展
假期教师培训，内容包括教学专题赛课、主
题论坛等。

2018 年，教育部启动“国培计划”中小
学名师名校长领航工程，李维兵入选成为学
员，开启了他校长生涯的新阶段。在领航工
程培养基地，全国各地的名校长在一起交流
探讨，让李维兵对校长这一岗位有了更深入
的思索，也让他明确了进一步的发展目标，
即“在教育与管理之路上立德、立功、立言，
做一名教育家型校长”。

2019 年 3 月 20 日，教育部校长国培计
划卓越校长领航工程——李维兵校长工作
室在泸州市江阳区挂牌成立。从此，李维兵
为自己做好了明晰的规划：以校长工作室建
设为依托，领航中青年校长快速成长，辐射
和引领泸州乃至市外学校更好更快地发展，
推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从那以后，“跑”成了李维兵生活中的常
态。他常常带着来自泸州、凉山等各地市州
的16个学校校长团队，到各地支教，开展教
学讲座、交流教育管理经验、指导一线教学。

“一所学校，如果不能让朝夕生活在其
中的学生和教师感到幸福和快乐，无论学生
成绩有多好，它都算不上一所理想的学校。”
李维兵说，曾经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教师，
现在他的梦想是，让越来越多的学校都拥有
好老师、好校长，让越来越多的学生感受到
学习的幸福和快乐。

四川省泸州师范附属小学校长李维兵——

和雅共育，自主成长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张瑞波

天朗风清万物葱郁，疫
情阴霾渐渐散去。山西省太
原市小店区恒大小学师生，
结束了几个月的居家生活和
在线教学，盼来返校的日
子。校长郭晓娟站在校门口
的大树下，用微笑迎接着每
位师生。在这段特殊时期，
网络牵情，郭校长“见字如
面”的几十封书信紧扣学校
办学思想，拉近了她和师生
心与心的距离。

遇到好校长

新冠肺炎疫情为全国人
民的工作和生活按下了“暂
停键”，却为教育教学按下
了“快进键”。当三尺讲台
压缩成一方屏幕，当一方屏
幕转化为坚守的“战场”，
第一次当“主播”的老师
们，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为了更好地帮助老师们
尽快适应“主播”身份，郭
晓娟每天进钉钉群听课，并
电话或微信给授课老师反馈
听课后的感受，指导老师如
何把课上得更好。比如第
15封信《给主播老师们的
10 个小建议》，第 57 封信
《教师如何帮助孩子们度过
‘网课倦怠期’》等。

有一次郭校长“走进”
了一节数学课，她记录下这
位老师特别的课堂语言，并
在信中举例：一个孩子连麦
老师，但网络卡顿。贾老师
这样说：“连麦的时候听不
到你们的声音，老师心里就
好着急！”言语里，分明让
人感受到——有想尽快和孩
子互动的希冀，有对课堂每
一分每一秒的珍惜，还有当
下我们接受这一切的平和与
淡定⋯⋯这就是贾老师语言
的魅力。

郭校长的每日一信，带动全校班主任纷纷给孩子
们寄去“每日一信”“每周一信”。在无法见面、居家
上课的日子里，每位班主任在郭晓娟的影响和感染
下，用温暖的语言，句句叮咛嘱托，带给家长、孩子
们无限的信心与力量。

在学校领导班子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线上
课堂收效良好，老师们不仅“转型”成功，还在网络
教学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技巧。一位老师在“读
郭校长书信的感想”中这样写道：“学生最幸运的事，
是遇见一位好老师；我要说，教师最幸运的事，是遇
见一位好校长。”

送上“四颗糖”

“亲爱的老师们，见字如面⋯⋯”这是恒大小学老
师们天天在微信群里的渴望和期待。居家抗疫保学的
日子里，读郭晓娟的来信已经成为恒大小学全体教职
工生活、工作的一部分。因为初试网上教学的老师们
不仅期待校长的关注、肯定，更期待校长的提点和指
导。

在第19封信《师爱的模样》中，郭晓娟与老师们
一起复习了陶行知先生“四颗糖”的故事。“⋯⋯陶先
生的关爱、宽容、信任、激励尽在四颗糖里。值得我
们常常回味、借鉴⋯⋯”在这封信的评论里，写着这
样一句话：其实老师更需要校长的“四颗糖”。

居家隔离、在线教学期间，郭晓娟不仅关注全体
教师的朋友圈、关注教师的教学动态，更关注教师的
思想动态，并敏锐捕捉、有效利用书信潜移默化疏导
教师情绪。一位教师的烦恼引起她的关注。这位老师
在微信中感慨道：“一晚上批作业，联系‘钉子专业
户’！通知催作业改作业⋯⋯心有余力不足。教学真的
是一场修行，渡的是有缘人，万不可强行渡人。”满屏
的烦恼与焦虑，引发了郭晓娟的关切和思考，在当天
题为《一位尽职教师的烦恼》的信中，她给出这位年
轻教师极好的建议，同时引导全校教师“渡人也渡
己”，保有好心态，不被熊孩子们扰乱心性。信中给出
许多催收作业小妙招，还鼓励老师们情智并举、想方
设法，使“熊孩子”“改邪归正”。鼓励全校教师怀医
者仁心，行师者厚德。

爱在云端，智在课堂。《把思维扶正》《让人心觉
醒》《暗时间》《悦纳不一样》《活成孩子们的太
阳》⋯⋯一封信、一个主题，从问候到鼓励，从检点
到表扬，从提醒到指导，字里行间写满了郭晓娟的温
情、智慧和仁爱之心，让老师们感到美在文字、服在
心里。郭晓娟给教师的是典型的成功教育的“四颗
糖”。

珍爱校长荣誉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我们都会盼着郭老师的信，
期待着今日信件的内容。一封封来信，承载着郭校长
对学校工作的责任，也载满了对全校师生的关心爱
护。作为老师，读信之时我感觉自己就是一名学生，
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聆听教诲的孩子，而郭校长更像
是我们的师者。”教学副校长温海燕老师在“郭校长书
信读后感”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第59封写给全体教师的信中，她对三位老师的
在线课堂教学进行了分析和激励性点评后写道：“没有
什么问题是我们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解决不了的！没
有什么困难是我们这样一支优秀的团队战胜不了的！
也没有什么挑战是我们这样一支智慧的团队不敢面对
的！身为你们其中的一员，我倍感幸福与骄傲！当你
们的校长，对我来说不是一个职务，而是一项荣誉。”

多么有温度的文字啊。当老师的，习惯称晓娟为
“郭老师”；当校长的，把职务当成荣誉，恒大小学的
平等和谐氛围可想而知。

真爱、真智、真情怀、真坚持，伴随郭晓娟从好
老师、好教研员到好校长，郭晓娟与师生们相互滋
养，共同成长，短短十年时间，共同“为学生高尚而
智慧的人生奠基”，使学校由建校初期的38名学生，发
展到今天的256名教师、4200余名学生。郭晓娟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为了当校长的校长不是好校
长，为了实现教育理想的校长才是好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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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耀彬

通讯员

王俊珍

中国好校长

作为教育人，我们应当
立好教育的德、干好育人的
活、做好暖心的事、筑好教育
的魂。构建“校以育人为基、
生以成人为根、师以从教为
乐、家以助教为荣”的良好教
育生态。

——李维兵

小档案：
李维兵，四川省泸州师

范附属小学校长，正高级教
师，四川省特级教师，教育部
校长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
领航班成员。

拥有 1815 名学生、99 名教师的湖南省
郴州市苏仙区栖凤渡学校，在近两年的全区
教学质量监测中，稳居全区 16 所乡村小学
头名，即使在全区 26 所小学中也排在第 3
名，实现了“一年大起步、两年大变样、三
年大见效”的目标。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校长
樊桂芽的“分校式”年级组管理改革。

大年级倒逼大变革

2016年，樊桂芽被调到栖凤渡学校任校
长。当年 9 月初，苏仙区教育局给樊桂芽打
来电话，直问：“为什么别的学校能按时交报
表，你们学校却拖后腿？”樊桂芽哑口无言。

原来，学校规模较大，每个年级就有6个
平行班，相当于山区一所小规模学校，中层干
部管理难度大。在校委会成员就此研究讨论
时，樊桂芽建议：“何不借鉴中学年级组管理
模式和新课改学生分组学习的经验，成立年
级组呢？这样，就会由组长管理 6 个平行班
级，3 位副校长分管高、中、低年级组组长，形
成‘分校式’年级组管理模式。”

这个建议被一致通过，“栖凤渡学校年级
组考核评比方案”应运而生，“管理中心下
移，领导工作下沉，权力范围下放”的“低
重心管理”得以实施。方案对各年级组老师
和学生实行“捆绑式”量化考核，每周将考
核结果进行公示，并对每期结果进行总评，
由此量化等级，将之作为年级组及教师评先
评优的依据。

为了提高日常管理效果，樊桂芽决定尝
试校长—分管副校长—相应处室—年级组—

班级的层级管理模式，将学校原来的教研组、
备课组合并到年级组，将日常教学常规管理
权限下放到年级组，各处室不再以各班级考
核为单元，而是直接以年级组考核为单位，每
学期实行量化考核，对考核分进入前 3 名的
年级组实施重奖。

年级组则以班级考核为单元，强化对班
主任的管理。各班主任在管好本班学生的同
时，遇到本年级其他班学生违纪违规行为，同
样也管理，以此构建本年级命运共同体。同
时，对学生强调自主管理。中高年级学生在
班主任指导下，自己制定目标，自己选择方
式，自己检查结果，自己总结问题。每个班级
考核结果直接与本年级组挂钩，采取一损俱
损、一荣俱荣的捆绑方式，形成你追我赶的积
极向上局面，在团结协作中良性竞争。

新举措带来新变化

求导向于上级，问策略于师生。在管理
上，樊桂芽带领班子成员走的是一条民主化、
精细化管理之路。

内部管理工作走上正轨后，学校又立即
抓与区教育局的工作对接。校委会经过多次
集体讨论决定，对外实行“线块式”管理模式，
各处室与区教育局相关股室进行对接，各处
室称为“线”，年级组称为“块”。在具体工作
中，分管副校长、处室负责人一竿撑到底，谁
接手谁负责。

比如，区教育局每年都要举行论文大赛、
教学比武等活动，以往由学校教研室负责。
实行年级组管理后，教研教改的权限细分到

各年级组。师徒结对、青蓝工程一般先是在
年级组“一对一”地进行，因为教学内容一样，
老教师对新教师的指导更有针对性，对新教
师成长更加快捷方便。经过年级组的推选，
一名教师参加学校初赛，再由学校组织复赛，
荣获第一名的，代表学校参加区教育局比
赛。这时，学校就会组织骨干教师轮番对参
赛代表进行反复磨课、多次试讲，直到满意时
才会让其参加区级以上的教学比武。陈清
平、李玉婷、邓姝萍等年轻教师就是这样脱颖
而出的，他们代表学校参赛并拿到了省市级
教学比武大奖。

目前，“线块式”管理模式已见成效，
学校指令下传准确快捷，教师的积极性得到
极大调动。在教学常规管理中，学校每月一
次的备、教、批、辅大检查，先由年级组长
检查，按学校设计的表格对每个教师的情况
进行记载，里面有典型案例、不足之处、改
进措施等。教研处对各年级组进行抽查，然
后将检查情况汇总表交到校长室，每月针对
教学常规检查情况进行通报，优秀的继续发
扬，期末按量化分进行适当奖励；不足的督
促改进，考核时要适当扣分。这样，年级组
管理产生的“鲇鱼效应”，激活了教师们的
工作积极性。

最繁忙变成最轻松

作为一所拥有38个班级的学校，正副校
长工作应该比较繁忙。然而，担任过 8 年校
长的樊桂芽微笑着说：“自从学校实行年级组
管理后，我当校长轻松多了！”

为什么校长感到很轻松呢？分管后勤的
副校长彭波深有体会地说：“以前一些调皮
的学生就餐时不遵守纪律、浪费粮食的现象
每天都会发生。后勤处人员少，对学生不熟
悉，由后勤处来管理，这种现象很难根治。
实行年级组管理后，学生分低、中、高年级
分时段就餐，由各年级自主管理，班主任守
餐。这样年级组作为一个团队，组内老师团
结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年级
组的荣誉而战！”

“年级组管理涉及方方面面的人和事，
工作随着教学、教育对象的不断发展而变
化，有一定的不可控性。”四年级组长李玉
婷说，“但只要你掌握了方法，管理起来就
很简单。”在李玉婷看来，激发组内教师的
热情是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要充分挖掘组
里每个老师的“闪光点”，并加以充分“利
用”，让每个老师的价值都得到体现。目
前，她管理的四年级有7个班级，她建立了
一个班主任工作群，主要是交流学生行为习
惯的管理，还建了一个年级组教师群，主要
是探讨共同管好学生的教育等，让管理更具
有条理化和高效性。

“大年级、小分校”，在年级组推行“捆
绑式”考核，引导全年级教师拧成一股绳，
在绳索的牵引下，每位教师都心甘情愿努力
工作。

“学校管理一定要结合校情实际。”从教
26 年、当校长 8 年的樊桂芽，从“分校
式”年级组管理模式改革中，探索出了一条
适合栖凤渡学校的管理模式。

樊桂芽：“分校式”改革为管理减负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张贵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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