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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创意

校长要做教师发展的“开发商”

■毛道生

每一位校长都期望自己的学校有
“大师”， 至少有一批“名师”。 然而，
我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 对于绝大多数
学校而言是没有“大师” 的， 甚至是没
有几位“名师” 的。 即或名校也不例
外， 因为“名校里的老师≠名师”， 名
校也面临师资队伍参差不齐的困境。 怎
么办？

这让我想起前不久新教育研究院名
誉院长、 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卢志文在
其微博中提出的一个观点， “校长也是
‘开发商’ ———校长就是要做‘开发’
的事， 开发学生和教师的潜能！ 特别是
教师。” 他说， “校长重要的不是怎样
去管教师， 而是怎样去引导教师， 怎样
去激发每个教师的潜能。 换句话说， 校
长的工作成效不在于自己做了什么， 而
在于引领和鼓励教师去做什么， 并成功
地做了什么。” 我深以为然， 归根结底，
学校是要通过教师来实现办学理念， 达
成办学目标， 而不是仅靠校长有多么能
干。 所以， 校长要做教师发展的“开发
商”， 要主动出击， 发展好现有教师。

经常接待兄弟学校到树德中学交流
和考察， 之后必和带队校长进行交流，
听到最多的就是两句话： 一是“可不可
以把管理制度给我们借鉴一下”， 二是
“你们学校的师资真不错， 工作投入，
水平又高。 我们学校的教师太差， 跟不
上学校的要求”。 对于前者， 我说：

“树德中学主要依靠文化管理， 硬性
的管理制度， 特别是你想要的惩罚性
制度文本的确没有。” 对于后者， 我
说： “没有天然优秀的老师， 师资队
伍建设主要靠培育和优化组合， 而不
在于寻找拿来就用的‘熟手’。” 依靠
简单的管理制度是无法激励教师专业
自主发展的， 坐在那里等是等不来优
秀教师的， 必须去激发教师的专业发
展自主性。

教师专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学校文化和机制的激发与推动。 面
对教师专业发展， 薄弱学校的校长不
要自怨自艾， 而要换个角度去欣赏教
师， 采用多种方式去激励教师。 同
样， 相对优质的学校也要注意， 教师
不是天然优秀的， 不是人人优秀的，
也不是始终优秀的， 要始终如一地去
抓教师专业发展。

每位校长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方
面都有很多手段， 如师徒结对、 名师
工作室、 专家报告、 主题教研、 考察
学习、 校本研修、 建立名师后备人才
库， 等等。 这些都是很容易做的， 但
也很容易就停留在表面层次， 而要达
到有效、 深层、 个性化的境界， 关键
在于构建能激励教师主动发展的“气
场”。 开发教师专业发展激情， 既是
学校管理的秘诀， 也是校长义不容辞
的责任。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
副校长）

挖掘地域文化富矿 丰富学校教育资源
■管少英

“徒步索源走檀溪”

湖北省襄阳市有2800多年的建城
史， 历史厚重， 人文多彩， 地域文化底
蕴十分深厚。 我们借此拓宽办学途径，
跳出学校办教育， 巧妙利用襄阳丰富的
历史文化， 使之转化为新的课程资源。

第一次， 我们组织了一个叫做“徒
步索源走檀溪” 的活动。 檀溪， 是一条
很小的河流， 但在历史上却非常有名，
在这里曾经发生过著名的刘备马跃檀溪
的故事。 更重要的， 檀溪是古襄水的一
部分， 而襄水正是襄阳这座城市名字的
由来。 选择这样一个活动地点， 目的在
于激发学生对自己家乡历史、 地理的兴
趣， 并进一步激发起对家乡的自豪感。

学生从马跃檀溪遗址出发， 沿着
美丽的檀溪两岸， 经过几个小时不断
地行走、 讲解、 探讨， 终于在一个叫
作柳子山的山谷中找到了檀溪的源头。
让我意外的是， 学生在活动中表现出
对本土文化强烈的好奇心、 求知欲和
自豪感。 这次活动， 我们专门邀请了
一位研究襄阳历史文化的老专家与学
生同行， 一边走一边讲述这个城市发
展的历史。 一路上， 老专家对城市历
史如数家珍的讲述， 引起了学生极大
的兴趣。 与此同时， 檀溪下游的污浊
与上游及源头的清澈， 其间的强烈反
差深深震撼了同学们。 在回程中， 他
们自发地寻找檀溪受到污染的原因， 还
收集了一些水样带回检测。 回到学校
后， 同学们联名给市民发出一封倡议
书， 呼吁保护襄阳的源头河流， 并附上
了相关的检测报告。

“徒步索源走檀溪” 活动取得了圆
满成功， 同学们受到一次生动的关爱家
乡教育， 也近距离感受到了环境污染的
危害。 在远程的徒步中， 他们的意志力
得到了磨炼， 团队合作精神得到加强。
这也鼓励我们把地域文化活动持续地开
展下去。

从2008年至今， 我们又先后开展
了“走进古隆中， 走近诸葛亮”、 “诵
孟浩然诗歌， 摄鹿门寺美景”、 “游旅

游村， 赏回龙湖”、 “汉水建桥40
年”、 “探幽习家古池， 探访私家园
林”、 “相约穿天节， 相聚鱼梁洲”、
“寻根老龙堤， 亲近汉江水”、 “认识
中医中药， 倡导健康生活”、 “登岘
首名山， 爱名城襄阳” 等12项活动。
地域文化活动， 已经成为我校的一个
系列、 系统的教育活动， 在全省独树
一帜。

“爱国，从家乡开始”

经过不断探索， 我校地域文化活
动逐渐形成独有的模式， 活动方式为
实地考察与专家讲解相结合， 让知识
教育、 情感教育延伸到校园之外、 生
活之中， 并与学生的生活环境紧密相
联， 使学生在实地考察中锻炼动手能
力， 培养严谨细致、 实践探究的科学
精神。 由于考察对象是家乡的历史和
现状， 也让学生对节约资源、 保护环
境等有更直观的体验。 同时， 襄阳的
檀溪、 古隆中、 鹿门寺等名胜古迹本
身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传奇魅力， 进
一步激发了学生的爱家乡、 爱祖国的
情感。 把地域文化与学校教育有机地
结合起来， 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实践能力， 也推动了学校办学
特色的形成与发展。

丰富的地域文化， 是我们对学生
进行科学文化教育和加强未成年人思
想道德建设的巨大财富。 以地域文化
为载体， 我们选择其中具有科学元素
和文学色彩的人物、 故事、 诗词来对

学生进行科学文化教育。 以襄阳为
例， 选取孔明灯制作燃放、 水淹七军
古战场、 老龙堤的防汛功能考察等，
可以让学生认识古代襄阳人民的生产
智慧和军事智慧， 还能与数学、 物理
等知识结合起来； 在文学方面， 对襄
阳众多的古代诗人和浩如烟海的文学
作品的了解和阅读， 可以提高学生的
文学素养和写作水平。

“爱国， 从家乡开始。” 我校开展
地域文化活动的宗旨是“知襄阳， 爱
襄阳， 爱祖国”， 我们精心选取那些
足以让学生产生自豪感的家乡风物，
培养他们热爱家乡、 热爱祖国的思想
感情。 爱祖国， 从爱家乡开始； 爱家
乡， 从了解家乡开始。

地域文化活动的教育优势

地域文化可以转化为丰富的课程
资源。 当前， 我国正在进行新一轮的
课程改革， 新课程改革追求拓宽新的
课程领域， 开发新的课程资源， 强调
课程的选择性。 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差
异性， 为课程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 学校处在一定的地域文化之中，
不同的地域文化在课程资源的构成、
课程实施的对象、 课程实施的环境等
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巨大的选择空间。
举凡发生在本地的历史事件、 历史遗
迹、 历史人物、 传统生产工具、 生产
方式、 生活方式与习惯、 风情民俗、
建筑风格、 歌舞戏剧， 以及自然景
观、 自然资源等， 都可以转化为学校

的课程资源。
地域文化是深厚的生活教育的土

壤。 “生活即教育”， 就是要把教育
放到生活的广阔背景中去， 让学生在
生活中学习。 我们的地域文化活动是
有“生活” 的教育， 构建生活与教育
之间的联系， 搭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
桥梁， 让生活和教育互相渗透。 学生
在活动中， 首先自主查找资料， 然后
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后续的交流活动，
或完成自己观点的陈述， 或写出小论
文， 或进行摄影创作； 通过举办“论
文沙龙”、 演讲比赛、 摄影作品展，
推荐到相关报刊上发表等。 这些活动
趣味性强， 有一定的创造性， 学生都
很乐于去完成， 从而体验到成功的快
乐。

地域文化活动具有独特的学科融
合的特质。 地域文化包含的内容往往
是多元的， 学校开展地域文化活动，
可以将学生探究与创造的触角， 延伸
到各个学科和领域。 比如， 围绕古隆
中和诸葛亮， 我们开展了“造” 隆中
模型制作活动， 通过实地考察， 诵读
《出师表》 和 《隆中对》， 收集废纸做
纸浆， 按比例制作缩小景观、 串联景
点电路等， 就把历史、 地理、 文学、
数学、 物理、 美术等学科知识以及节
约资源、 保护环境的教育综合在了一
起； 制作完成后， 通过举办“我是隆
中小导游” 竞赛活动， 让学生的中
文、 英语表达能力得到锻炼； 市科协
的专家还为学生介绍隆中特有的珍稀
树种， 让他们又学到了生物学的知
识； 最后， 我们在高年级学生中开展
了“诸葛亮的躬耕地———南阳还是襄
阳” 的学术讨论， 极大地激发了学生
的探究精神。

地域文化是一座教育的富矿， 地
域文化走入学校教育， 受到广大师
生的热烈欢迎。 我们由衷地希望，
地域文化的教育作用能被真正重视
起来， 让学生关注家乡成为一种习
惯、 热爱家乡成为一种自觉意识，
并由此促进他们为家乡的进步而勤
奋学习与探究。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第二十五
中学校长）

教师管理不要“剥珍珠”
■李汉泽

曾读过这样一个故事： 从前， 有
位渔夫捞到一颗晶莹圆润的大珍珠，
但珍珠上面有个小黑点。 渔夫想， 如
果把小黑点去掉， 珍珠就会完美无瑕，
价值也会不菲。 于是， 他开始耐心地剥
珍珠上的黑点。 可是， 他去掉一层后黑
点依然存在， 再去掉一层后黑点还存在
……最后， 他终于去掉了黑点。 不过，
令人惋惜的是， 那颗硕大的珍珠也不复
存在了。

读了这则故事， 我感触很深， 由此
想到了我们的教师管理。 我想， 我们的
教师就是那颗硕大的珍珠， 而像渔夫那
样的学校领导也大有人在。 我们有些学
校领导， 总是不辞劳苦或不遗余力地想
把教师身上中的“黑点” 剥掉， 以为这
样的教师就会没有缺陷， 就会符合“完
美” 教师的标准。 其实， 学校领导这样
一厢情愿地管理教师是“得不偿失”
的， 因为得到的是自己打造出来的“标
准” 教师， 而失掉的则是更有价值的教
师的真实感受和真实思想， 以及教师用

自己的经验、 个性审视生活和世界后
产生的教育行为和智慧。 我们常说，
不能用一把尺子衡量学生。 教师也是
千差万别的、 活生生的人， 他们的成
长经历、 学习背景、 认知特点、 个性
风格迥然有异， 怎能用“一把尺子”
来衡量呢？ 即便是夫妻我们尚不能把
对方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更何况
是我们的教师呢？

某学校有一间计算机室， 开始
时只有一位计算机教师。 后来， 又
分配来一位， 自然就应该是两个人
一间办公室了。 可是那位先来的年
轻教师不接纳， 说自己习惯一个人
在办公室办公了， 不让新同事进门。
校长听说后赶紧过去， 没说几句，
这位年轻教师就与校长吵了起来。
因为马上有个行政会议， 校长就让
大家先散了。 开会时， 校长看到那
位年轻教师在会议室门口转来转去，
放学了也没回家。 校长知道他当时心
里一定很不安， 就暂时中止会议走了
出去。 经过简单的交流， 这事也就这
样解决了， 现在两位教师在一个办公

室里相处得很融洽。
用这位校长的话说： “年轻人一

时冲动也可以理解。 有时， 大家想法
不一样， 用强制的办法只能收一时之
效。 要真正从观念上改变别人， 就得
首先理解、 尊重别人的想法。” 在校
长的宽容下， 所谓问题就根本不是什
么问题了。 如果校长一直认为这是这
位教师身上的“黑点”， 必须马上剥
掉， 对我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 可
能简单的事就会变得复杂， 会造成矛
盾升级， 甚至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
步。 台湾作家龙应台说过一句话：
“人懂得尊重自己， 所以不苟且， 因
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 人懂得尊重别
人， 所以不霸道， 因为不霸道所以有
道； 人懂得尊重自然， 所以不掠夺，
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生命。” 教
师也是人， 是有思想、 有情感的人，
难免会有服软不服硬的犟脾气。 对
此， 校长要以情动其心， 以德导其
行。 其本身就是对教师的尊重。 你尊
重了教师， 教师就能感受到你的关
心， 进而从心里接纳你、 认可你、 视

你为知己。
为什么我们一些校长习惯于

“剥珍珠” 呢？ 首先是对教师“完美
形象” 的认知误区使然。 长期以来，
由于社会对教师角色的过高期望，
教师角色已成为完美的化身， 如知
识渊博、 乐于助人、 富有爱心和耐
性、 性格温和、 淡泊名利、 人格完
美等。 一部分学校领导受此影响，
便对教师产生出过高的期待， 便会
出现一次次地“剥珍珠”。 殊不知越
剥离珍珠越远。 因为我们的教师承
受不起过高的“期待”， 他们也有普
通人的一面， 需要理解、 尊重。 如
果一所学校的教师都是经过校长剥
过的“珍珠”， 对于学校来说一定不
是好事。

校长的勤劳不容置疑， 但“剥珍
珠” 这样的勤劳对教师的发展却是一
种伤害。 有时， “黑点” 也是美丽
的， 因为它呈现的是生活的真实， 是
生命的本真。

（作者单位： 河北省玉田县教育
局）

新课程改革追求拓宽新的课程领域， 开发新的课
程资源， 强调课程的选择性。 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差异
性， 为课程的选择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地域文化活动是有“生活” 的教育， 构建生活与
教育之间的联系， 搭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桥梁， 让生
活和教育互相渗透。

地域文化包含的内容往往是多元的， 学校开展地
域文化活动， 可以将学生探究与创造的触角， 延伸到
各个学科和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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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话直说

让教师动起来
■张瑞才

经常与教师接触， 总被他们的敬业
精神所感动； 不时与他们倾心长谈， 感
到他们都非常渴望进步， 也对学校的发
展充满了关切之情。 但有时我也能感受
到他们内心的苦闷。

这是一位教师向我吐露的心里话：
读书时， 我们非常佩服那些有运动天赋
的教师， 感到他们浑身充满了活力。 工
作的头几年， 还有些“童心未泯”， 经
常上场与学生一起过过球瘾， 平时和
学生的关系也很融洽。 但不知从什么
时候开始， 我觉得自己变“懒” 了，
不愿意运动， 和学生在一起进行体育
活动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 虽然天天
和学生接触， 却觉得我们之间越来越
疏远。

我相信这是很多教师内心的真实写
照。 尤其是我校的教师， 工作经历都在
十年以上， 他们虽然都曾经有过如火的
青春， 都曾经朝气蓬勃， 但不少人在忙
忙碌碌中变“老” 了， 失去了往日的激
情， 也失去了很多欢乐。

教师大多数时间都坐在办公桌前、
站在讲台上， 生活有些单调， 年复一
年， 身体难免有些“吃不消”。 我校刚
刚建校， 工作压力很大， 如果能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到操场上舒展一下筋骨，
不仅能减轻压力、 展示活力， 无形中
也会感染学生。 作为一名教师， 离运
动场远了， 必将导致身体上的疲惫；
离学生远了， 必将导致心理上的疲惫；
身心俱疲， 必然产生职业倦怠。 当务之
急是让教师们动起来， 让每一个教师都
动起来！

一是创造条件， 让教师们积极进行

体育锻炼。 为了让每一个教师都动起
来， 我们除了组织教师进行体育比赛
外， 还专门组织体育教师对一套健身
操进行了改造， 使其运动强度适合绝
大多数教师。 先让艺体组的教师进行
练习， 然后在全校教职员工大会上进
行演示， 他们的精彩表演引起了阵阵
掌声， 也激起了广大教师健身的欲
望。 下一阶段， 我们将要求全校教师
练习这套健身操， 每天在大课间与学
生一起锻炼。

二是要求教师定期与学生进行情
感交流。 为了使这项工作取得实效，
我们要求教师对情感交流的情况进行
记录， 引导教师进行反思。 开始时，
不少教师碍于面子， 甚至担心与学生
走得太近， 不利于今后的管理。 但过
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感慨地说： 原来
学生的内心世界如此丰富， 没想到他
们这么渴望与教师沟通， 原来还担心
失去了“尊严”， 现在看来要使学生
“亲其师而信其道”， 教师就必须先亲
近学生。

我们相信， 这两项举措如果坚
持下去， 必将使教师们焕发出新的
活力， 使师生关系更加和谐。 当然，
要让教师动起来， 我自己更要先动
起来， 我对自己提了一个要求： 不
管多忙， 都要坚持和教师谈心， 现
在已经有一些教师和我“约谈”。 我
有一个设想， 要在我校建立领导与
教师的“约谈” 制度。 我更盼着天
天能与教师一块儿健身， 全校两千
多名师生在操场上共同健身的场面
一定非常壮观！

（作者系山东省烟台市福山区崇
文中学副校长）

设置“把关教师”并非长久之计
■庄华涛

时下， 素质教育虽然已施行多年，
统考、 升学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 于
是， 有一个称呼就应运而生———“把关
教师”。

所谓“把关教师”， 是指将相对优
秀的教师放在相对重要的年级、 相对
重要的科目上。 这里的两个“相对重
要”， 其实指的就是毕业班、 主科。 确
实， 有了这些“把关教师” 的执教，
相对来说， 一个班级的成绩也好、 面
貌也罢， 都会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但
这样的设置， 却给教育带来了一定的
负面影响：

首先， 教师的心理压力增大。 很多
优秀的教师在“把关” 的同时， 忍受着
别人难以忍受的压力： 考好了， 有人认
为他捡了个便宜； 考差了， 则难以面对
学校领导的嘱托。 同时， 无奈地交出班
级的教师心理也会失衡。 因为交出自己
已经带了几年的班级， 即使没有一句批
评的话， 也会感受到自己被贴上了“无
能” 的标签。

其次， 学校气氛相应紧张。 在这样
的心理压力下， 学校领导与部分教师之
间的紧张关系就不需要多说了， 连教师
与教师之间关系也紧张起来。 不得不交

出班级的教师对“把关教师” 有意
见： 看把你能的； “把关教师” 对交
出班级的教师有意见： 一天到晚不努
力， 事情到头还要我来解决。 甚至教
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十分紧张，
“把关教师” 来的目的是整顿纪律，
强化教学。 而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学
生， 与学生发生矛盾的可能性加大，
甚至导致学生产生对抗心理。

再其次， 学生学习受到影响。 虽
然把关教师的业务能力可能比被替换
的教师强， 但毕竟才接手这个班级，
对于学生的各方面情况不熟悉， 也就
很难做到因材施教。 更重要的是， 将
这些教师抽上来加强毕业班后， 被替
换的教师仍然继续着教育教学工作，
也在教着一个班。 如果说这位教师教
不好毕业班， 那么其他年级就一定能
教好吗？ 因而， “把关教师” 的设
置， 难免给人以“拆东墙补西墙” 的
感觉。

由此我想， 如果可以的话， 还是
不要设置“把关教师”， 而应该从加
强教师的业务素养上着手， 让每个教
师都能够胜任所在年级的教育教学工
作。 这样， 才是教育的长久之计。

（作者单位： 安徽省芜湖县陶辛
镇保沙中心学校）

治校有方

构建心中的
美丽家园

青岛市市北区寿光路小学积极开
设校本课程， 组织学生开展“缤纷童
年” 木屋模型、 “绿野春天” 花园别
墅模型、 “梦想家园” 小建筑创意模
型制作， 构建自己心中的美丽家园。
通过参加建筑模型制作活动， 让学生
在学习建筑科学知识的同时， 培养动
手设计、 绘画、 制作以及思维创新能
力， 激发参与科学探究、 科技创新的
兴趣。

本报记者 孙军 摄

管理笔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