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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总要接受
现实的煎熬
■程永康

从教三十年来， 不只在一所乡镇中心
学校担任校长的我， 对于“教育到底是什
么”的回答、做法曾一度有别于“常人”。 然
而，却经历了真心做却被否定、违心地做却
被肯定的尴尬与无奈。

我一直坚信， 教育不是要去刻意培养
伟人，更不是光宗耀祖的工具，而是让孩子
“自然生长”，把每个有着千差万别的孩子，
引领到人生正确的轨道上来，做有道德、有
责任、有担当，对社会发展各尽其能的人。

正是因为对教育有了这样的理解，在
教学管理中， 我坚持做到让孩子有一个快
乐的童年，尊重他们身上的差异性，助力他
们在自己感兴趣的方面有所发展， 并坚持
每天在孩子身上都要找到一个闪光点等。
但这样的做法， 很快受到孩子家长和社会
以及主管部门的质疑。 尽管这样的教育一
点不会影响孩子们的考试成绩， 但与违背
学生成长规律和教学规律，采用拼时间、拼
体力， 把学生当成接收知识容器的填鸭式
教学相比，“自然生长”的学生的考试成绩，
短期内肯定比不上接受过“专业”训练的学
生成绩提升更快。于是，耳边经常充斥指责
声。

迫于无奈，我不得不向一些中高考“加
工厂式”的名校学习，把学生的快乐抛之脑
后，把教育规律弃之一边，让学生耗尽时间
和体力接受“灌输”。如此蠢招，果然在学生
考试方面奏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一个中考成绩连续多年止步不前的农村中
学，甚至实现了史无前例的跨越，当年199
人考上省示范高中，700分以上的57人，中
考各项指标在全县同类学校名列前茅。 群
众、社会、领导赞声一片，说我是一个好领
导， 还被评上了名校长， 但我的心却在剧
痛，在流血。

更让我感到纠结的是， 眼下孩子自然
生长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异。别的不说，单就
目前的安全问题， 就把学生应有的许多权
利给剥夺了。 学生要快乐，要自然生长，是
要参与一些社会实践活动的， 是要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的， 是要经风雨的， 是要独立
的。 固然安全问题比天大，天天讲，时时讲
都不为过， 但因噎废食的做法实在是教育
的天敌。 如果把学生的常规教育以存在安
全隐患为借口，加以限制、禁止，而漠视学
生的能力培养和素质提升， 这种在教育界
短期内不仅看不见有什么不妥， 甚至是当
作有责任有担当的化身的“安全至上”思
想，会毁掉我们的下一代。 长此下去，下一
代人肩不能担担， 手不能提篮， 不能经风
雨，不能见世面，中国梦靠谁来实现，中国
民族的伟大复兴靠谁来完成呢？

也许， 理想真的就是总需要接受现实
煎熬吧。

(作者系安徽省颍上县八里河镇中心
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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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顺义城乡校联动提质促均衡

5月9日，北京市顺义区20所学校校长
在该区仁和中学， 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
理学院的学者，共同总结过去三年中“北师
大—顺义区教育综合改革合作项目” 在特
色学校建设与校长领导力提升方面所获进
步和经验，以及对该区“城乡联动教育改革
试验”的助推。

该项目通过集中培训、实践跟进、校际
交流、同伴研讨等形式，提升了这些学校在
文化建设、特色发展、课程体系建设、课堂
教学改革以及德育课程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质量， 并在与高校合作获得高端智力支持
稳步提质的同时，顺利实施了“高中校带动
义务教育学校、城区学校带动农村学校”的
策略， 推动了城乡学校联动发展、 共同发
展、 一体化发展， 实现了优质教育资源共
享，促进了区域教育均衡。 （齐林泉）

校长声音

南北名校长面对面———

当仁不让，做个名校长
�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虽然成长的路径
各不相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具有远大的教育理想、 强烈发展的意愿、
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高尚
的人格魅力。

———刘利民

探寻·校长圆桌系列

不同于名校校长出自名校， 名校长
是能把薄弱学校也搞出名堂的校长。 从
我个人的经验来讲， 名校长要想后劲很
足， 一定要经历在薄弱学校的历练， 因
为能把一所薄弱学校办好， 办成当地老
百姓和政府都很满意的学校， 必须要付
出比名校校长更多的努力和代价， 而且
也更知道普通老百姓孩子需要的教育和
环境。 我最初做校长就是在当地一所最
薄弱的农村学校， 在我被调走时， 师生
和家长都舍不得。

在名校做校长， 头顶有名校的光环，
脚底是前人闯出的路， 周围是家长、 社
会和政府源源不断的支持和创造机遇。
但在基层农村学校做校长则没有这么多
机会， 所有评价基本来自家长那边， 所
谓的金杯银杯， 不如家长的口碑。 我在

农村教学时，
真的准备一
辈 子 在 那 里
待下去———跟
农村孩子在一起
很幸福。

我始终认为有些名校校长尽管名声很
大， 但这种名声的积淀并非仅仅出自个
人。 除了学校固有的社会声誉和优质社会
资源的倾斜性支持， 校内历任校长以及历
届教师的成果积累， 也都归于其名下。 而
在农村学校则没有这些， 并且一个村民小
组长都可以随时来打扰。 在这样的情况
下， 校长除了钻研办学， 还要守住办学底
线， 协调与社区的关系， 为学校发展创造
一个良好的环境。 把学校办成名校对校长
的要求是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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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齐林泉

什么样的校长才是名校长？怎样才能成长为一名名校长？今天名
校长的时代担当是什么？近日，“校长国培计划”———卓越校长领航工
程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在京开班，作为一南一北两位学员代表，
来自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实验小学的校长柯中明和来自辽宁省
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的校长吴献新，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和深入思考，
畅谈了在教育现代化成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时代主题的大背景下，
对以上几个问题的看法。

今天， 教育现代化是基础教育的时
代主题， 若不能完成教育现代化就不可
能实现中国梦。 作为校长， 在办学实践
中， 要守住教育之根， 为了让生命快乐
绽放， 要构建符合现代发展的课程体系
和治理的体系， 尊重每位教师和孩子，
发掘他们的潜能。 同时， 让家长也参与
到办学中来， 建立跟老师和学校的良性
互动关系， 让他们成为学校的支持者。

对于行政主管部门， 要从校长自身
做起对其施加影响。 比如， 我校很重视
学生的环保意识， 在垃圾分类这一块做
得很好， 为当地政府垃圾分类顺利推进

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当地政府在受到我们
的影响后便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持。 再比
如， 我以前在一个村小学任校长， 很多人
都说我这里的孩子不行， 师资队伍不行，
设备设施不行。 但在这我就做自己学校所
能做的， 另辟蹊径， 做出成绩， 政府自然
就支持了。

所以说， 要影响和引导当地政府， 就
要让他们看到我们校长是在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创造价值的。 名校长的真正本领，
在于其不是被动应付上级要求， 而是立足
学校与社区进行文明治理， 进行现代教
育。

每个校长心中都有一个好校长的梦，
像梁簌溟、陶行知这些大家，当时那么高
的社会地位却能深入农村去办学，这样就
是一个好校长。所以，在我心目中，好校长
一定是有深邃思想、博大胸襟，有厚重的
学术底蕴，高尚的道德情操以及高超的学
校治理能力。这都源于他们相同的仁爱之
心———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名校长只有
怀着一颗爱心，把心静下来，沉下来，一定
就可以成为名校长。

作为名校长， 应该能够以身示范，影
响和引领一个区域甚至整个领域的教育

发展。尤其对一些政策的执行，能够正确理
解，并根据个人的理解和学校实际，通过创
造性的工作率先落实。 比如在学校布局调
整中， 我当初所在的农村校是很容易被别
人合并的， 可当我把学校做到很好时， 反
而把别的学校并掉了。 再比如， 我们在执
行绩效工资制度改革过程中， 教师也很快
乐地就接受了。 究其原因， 在于我们倡导
教师在学校里工作关系复杂化， 人际关系
简单化。 在这种氛围下， 很多新政策过渡
都很平稳。 这就为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提
供了好的样本。

什 么 是
名校长？ 名校
长就是 能 够
坚守自己的教

育理想和信念，
改造薄弱学校、创造

名校的校长。 而名校校长，可能到名
校多年后仍是普通校长。 就名校长的成长
来讲， 开始在什么样的学校既无法预测也
不能选择。 我开始就是在魏书生老师工作
的辽宁省盘锦市实验中学， 接着被调进一
所基层薄弱校做校长。 我的成长途径就是
先由重点校再到薄弱校。 人们往往都愿意
选择在名校起步和成长， 但绝大多数校长
还是需要坚守在普通学校的平凡岗位，通
过自己不懈的努力来创造奇迹。 我做过校
长的学校，绝大多数是薄弱学校，在这样的

地方干校长就必然肩负着改造薄弱学校的任
务。 尽管我也知道在名校好风凭借力，但到哪
个学校我就爱哪个，因为一名校长只要有对教
育的情怀和执着追求，无论在哪都会成为名校
长。

我目前这个学校算不上名校，但校名是用
魏书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学校承担的唯一科
研课题就是学习、实践、传承和发展魏书生老
师的教改经验， 而他已经做到那样一个高度
了，这对我有莫大的压力。但又是个机遇，因为
很多人看到这个校名时，会认为我能做校长一
定是因为小有成绩，这会对我起到助推作用。

名校具有丰富的资源，比如其已经固定下
来的办学理念、校园的文化及其名气等。 如果
一名校长到了名校来任职， 最为重要的就是，
在传承基础上又不局限于原来好的东西， 紧
跟时代变迁， 继续突破， 勇于发展。

辽宁省盘锦市魏书生中学的校长吴献新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桥实验小学的校长柯中明

一名名校长， 应该拥有极大的勇气尊
重与坚守教育规律，对自己的教育理想和信
念有执着的追求。另外，要做名校长，还要能
淡薄名利，不惧威胁，顶住诱惑。魏书生一直
到退休的前一天仍在上课，我觉得这就是教
育家。 我是一名和学校一起成长的校长，最
大的挑战就是始终保持对他人和自己超越
的信心和耐心，但我没有烦恼，因为教育最
终就是一种平淡，把学校办好就是全部。

一名名校长， 除了影响和引领所在区
域乃至全领域的教育发展之外， 还应该勇
于建言献策，分享自己的教育思考。比如当

前的学校布局调整，我认为应该在不破坏教育
生态的前提下，进行适量调整。 前几天北京撤
并了几个学校，包括北京市陶行知中学。 我不
知道这个学校办得怎么样， 但作为一个教育
者，我深感遗憾：教育均衡或优质资源共享，其
实可以通过教师流动、政策倾斜等多种方式实
现，而不应一味用好学校的牌子中止一所所普
通学校的生命———我们不可能把全国的学校，
都变成同一所目前中国最好学校的分校。现在
一方面提倡教育家办学和对教育规律的尊重
和遵循， 可另一方面又没限度地进行行政干
预，这是一种矛盾。

对于教育现代化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
教育观念的问题， 因为观念决定方法， 决
定思路， 思路决定出路。 教育的现代化不
仅是校长其实还是行政主管部门观念的现
代化问题。 实际上， 这一过程中校长面临
的最大困难， 就是教育行政部门、 社会、
师生及家长等缺席而造成的校长孤军奋战
的局面———不要忘了， 我们本应都是教育
现代化的同盟者， 是战友和合作伙伴， 只
有我们在一起共同努力， 教育才会好。

作为名校长， 要改变他人的观念，
首先还是要自己做， 由此去引领别人。
正因如此， 首先我得把自己这个学校管

得精神了， 管得干干净净， 然后再去影响更
多的人， 最终观念都达成一致， 行走到教育
现代化的路上， 教育现代化的目的就能得以
实现。

学校所有的东西， 实际都是为未来服务
的， 是为学生的发展奠定基础的。 这里边没
有大的事情， 都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做起的，
但最终我们希望培养一个具有健全人格、 独
立个性， 具有儒家品质、 世界眼光的合格公
民， 而没有必要非要把孩子培养成杰出的人
才， 我们最终的办学目的， 就是培养未来的
人， 而这个未来的人首先应该是一个合格的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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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实推进基础教育现代化
■刘利民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的提高和公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
于人的综合素质提高的期待越来越高， 对于
多样化、个性化的教育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迫切。人的身心健康成长、综合素质提高
以及主动多样化发展， 需要教育现代化。 所
以，只有加快基础教育现代化，提供给受教育
者不断学习的基础知识， 才能够使受教育者
在将来主动谋取个人在社会上的发展， 并主
动投入到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浪潮中。

教育现代化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时代
主题。基础教育现代化，指的就是以更高的水
平来普及教育， 以更加惠及全面教育公平为

重点、以更加丰富的优质教育为核心、以更加
健全的教育体系为保障、 以更加灵活的教育
机制为动力的教育基本现代化实现过程。

高水平的教育普及， 能够提高劳动力的
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 适应经济增长和经济
结构调整的需求，改善就业结构。 所以，普及
教育不仅要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而且要普及
学前教育，高中教育。同时，为促进公平，要着
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城乡教育一体化
发展， 推进学校布局合理化、 学校建设标准
化、学校管理规范化、办学形式多样化；通过
合理配制教育公共资源， 实现基本公共教育
服务均等化，全面提升义务教育的办学质量，
缩小差距。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
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

随着人民群众对子女成人成才的希望值
增高，对教育资源的需求也同样增高，针对我
国优质资源匮乏的现状， 要扩大优质资源的
总量，提升人才培养水平，提高我国人力资源
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提供丰富的优质教
育，就要提供适合每一个学生发展的教育，为
学生个性化可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构建完善完备的教育体系，就要求学历
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协调发展，要打通相互沟
通的渠道，体现职前教育发展，力争从业人
员继续教育，促进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学有
所成，学有所用。

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于更加灵活的
教育机制。针对我国教育办学体制单一的问
题，基础教育要提高教育的开放水平，全面

形成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充
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
展的教育体制。

基础教育现代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主
体地位，是由其固有的特点所决定的。 它具
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 是一切教育的基
础，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而当前，
尽管各地教育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
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深入，许多矛盾更加凸
显，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例如教育理念保守，
育人模式转型、课堂教育改革以及管理方式
的滞后，不能适应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以及教
育国际化的需求。这些教育问题是千丝万缕
的，它涉及教育方方面面，也决定教育改革
的成败。 所以，教育治理其实就是基础教育

现代化不断推进的一个过程。
为此， 我们要在以依法执教为重点的制

度建设方面作出努力， 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
依法健全教育督导体系，依法保障校园和谐稳
定。同时，要以巩固义务教育为中心，大力发展
学前教育，全面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水平；要关
注打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的教育，大力发展特殊
教育； 还要通过中西部地区教育发展行动计
划，来缩小城乡、区域、学校之间的差距。

基础教育现代化是个综合的过程， 是
教育概念、 教育制度、 教育技术、 教育方
法等方面的全面变革和发展。 它的动态性，
要求我们在不同发展阶段要突出相应重点，
在不同领域要找准合适的突破口。

（作者系教育部副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