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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教师：
以自我成长带动群体成长

■林茶居

今年8月“上海书展”期间，应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邀请， 郑杰携新书
《首席教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到书展现场作公益讲座———“教育
新姿态：平等中的首席”。说实话，我有
点担心：会不会冷场。毕竟，对于参与
者以市民为主的上海书展来说， 这个
话题有点“偏冷”，而且时间被安排在
下午4点45分， 是看书展的人逐渐少
去的时候。

很快，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来的
人坐了半个会场，随着时间的推移，越
聚越多，到后面的互动环节，有三四十
位听众递了纸条， 其中几个年轻朋友
提的是有关考试、作业、劳动、玩手机
的问题。当时我坐在第一排，不时听到
身后传来会心的掌声和笑声。

郑杰并非以噱头、段子、绯闻之类
的元素引发听众的热烈反应， 而是巧
妙地把“首席”这一概念嵌入家庭教育
中， 阐述了父母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做
一个“平等中的首席”，如何利用及时
反馈、减少奖惩等来引导孩子的行为。
很显然，听众的掌声和笑声，表达的是
对一个热爱生活、 富有生命情趣的教
育思想者的尊重和赞许。讲座结束后，
我们就这本书作了交流。

林茶居：在我看来，《首席教师》这
本书的出版，意味着你在“教师学”的
思考和研究上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对

于那些正在寻求突破、提升、转型、期
待能够实现“关键性一跃”的优秀教师
来说， 相信这本书是很不错的导引和
启发。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郑杰：首先要感谢你的肯定。两年
前我们在上海见面， 我谈到这个写作
计划，然后花了很多心思写作。提“首
席教师”这个概念，是受到交响乐团中
的首席小提琴手这个角色的启发。这
本书确实寄托了我对优秀教师的某种
期望———更好地自我成长， 并带动身
边的同事一起成长。

我现在的社会角色或者说自我定
位，就是一个首席教师。从2006年10月
正式离开“学校”，不再做校长，我就一
直走南闯北，行动、思考，甚至阅读，大
体上都是围绕这个“身份”来展开的。

林茶居：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
首席教师这样一种身份感的？

郑杰：这和我这些年的经历有关。
我现在主要从事教育咨询与培训工
作，我非常喜欢这项工作，这不仅是因
为工作本身的价值， 更在于它的过程
很值得我去享受———不是自己滔滔不
绝地讲述，而是与同行们对话、切磋。
我格外兴奋于大家对我的发问， 我把
获得回答问题的机会看作是对我之前
“滔滔不绝”的一种补偿。

可以说我找到了一种非常合适的
方式， 即以工作坊的方式来展开学习，
大家结成学习共同体，我也是一个学习
者，与大家是平等的关系，是“平等中的

首席”。我不想扮演权威的角色，我想强
调的是， 工作坊是一个共同学习的地
方，而不是教堂，也不是比武场，大家可
以忘记输赢，忘记面子之类的东西。

现在参与这个工作坊的都是教学
骨干，或者教研组长、年级组长，他们
在自己的学校里起着“领头雁” 的作
用。所以，我给大家确立的发展目标就
是：成为一个首席教师。也就是说，我
是以“首席教师”的身份带动大家一起
成长为首席教师。

林茶居： 这个首席教师似乎也可
以视为你的一个新的思维框架， 有关
教师成长的思维框架。

郑杰： 它确实包含了我对一个优
秀教师、卓越教师的理解。我所说的首
席教师有三个方面的内涵： 专业成长
中的“首席”、团队建设中的“首席”、校
本研修中的“首席”，它们也正是我们
这个工作坊的三个学习领域。

教师要真正成为“首席”，就必须
通过不断学习， 让自己成为值得尊敬
的专业楷模。在此基础上，再设法将自
己所在的教研组、 年级组打造成一个
高绩效的团队。当一个个教研组、备课
组都变成了真正的专业共同体， 校本
研修的效益才可能提高， 也才可能成
为教师实现专业发展的载体。

林茶居： 还是要落到学习这件事
情上。

郑杰：是的，首席教师首先要解决
好自我成长的问题。 教师作为社会个

体， 要善于通过独立学习和交互学习
来实现自我成长。所谓独立学习，包括
自我反思、阅读专业文献、上网收集资
料、阅读报刊、收听或观看媒体节目、
参观或观察等方式和途径。 所谓交互
学习，则包括与同行 (网络中的同行)
交流探讨，向他人请教咨询，与学生交
流， 参与非正式团体组织的教学研究
活动，互相观摩，阅读与工作相关的博
客，到教育论坛上发帖、跟帖等。

林茶居：我一直有一个想法：自我
成长的不断深入总是伴随着自我认同
的日益增强。 没有自我认同的自我成
长，可能很难持久。

郑杰：这一点说得太对了！我们身
处在一个特别容易迷失自我的时代，
更需要把自我成长与自我认同联系起
来考量。所以，我认为教师要给自己制
订一份至少能管未来五年的“个人专
业发展计划”，这不只是为了谋划自己
的未来，更是为了发现自我，对自我作
一番“反思性理解”，确认自己在专业
发展中的价值与身份。

林茶居： 这应该是一位有志于成
为首席教师的精神起点。

郑杰：当然，这只是起点。在我看
来， 一个教师是否真正成为首席教师
（乃至成为教育家）， 关键在于是否具
有“个人理论”，即“教师个人关于教育
的实践理论”,也就是教师个人所持有
的教育观念，包括教育目的、教与学、
学生、学科、课程、自己的角色和责任
等的观念。只有个人理论，才可能具体
落实到每天都在发生的教育教学过程
中。比起教科书上的或者专家所表述的
那些理论，教师的个人理论对实践有更
大的影响。一个首席教师、一个教育家，
一定是形成了鲜明的个人理论的人，一
定是一个对教育有自己的解释性框架
并能够有效指引自己行为的人。

那么，教师的成长是将公共知识、
公共理论，经由个人的实践、研究、反
思、感悟，内化为个人对教育教学的认
识和观念， 以及自己在实践中信奉和
遵循的准则。 这样的成长不是外在的
和被规定的，而是将自己的教学生活、
经验和外在的知识、理论进行整合，是
“我”和外在世界（知识）的主动对话。

林茶居：从“在团队中的责任”来说，
所谓首席教师， 与现在每一所学校都有
的教研组长似乎有点类似，是这样吗？如
果它们有本质的不同，区别在哪里？

郑杰：什么是教研组长？在我看来，
他必须做好发挥教学示范、提升组织效
能、规划学科发展、引领教师成长、协调
公共关系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如果他做

到了这些，那么他同时也是一位首席教师。
问题在于，在行政化体制中，教研组

长是一系列被称为“长”的职位中的一个，
但与其他被称为“长”的职位明显不同的
是，你根本没有什么权，不能指挥组员，不
能奖励他们，更不能批评和惩罚。上面一
大堆工作布置下来，你基本上只是起到传
声筒的作用， 你对组员们几乎没有什么
“领导力”，有时候还可能成了大家的“出
气筒”， 尤其是当大家对学校领导不满的
时候，你好像还是领导们的“帮凶”。同时
还要看到，就是你有“权”，要有效领导这
个组织单位也是不够的。不少学校在课程
与教学专业领域内的改革举步维艰，未必
是人们不够努力，很可能是包括教研组在
内的整个组织系统存在障碍性问题、结构
性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教研组长
能发挥多少专业作用，可想而知。

我探讨首席教师的责任和使命，其
中一个目的， 正是希望我们的教研组长
们能够回到自己的专业位置上来， 真正
发挥本来就应该发挥的专业作用， 做好
自我成长，带动群体成长，从而促进学校
发展。我也期望，我们的学校能够创造适
合首席教师涌现出来、成长起来的条件、
环境、 机会， 这才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
“教育投入”。

林茶居：能不能深入一步谈谈，在你
的观念体系里面， 首席教师蕴含了哪些
价值要素？

郑杰：这个问题需要超越“与教研组
长相比较”这个层面来谈。其一，我给我
们工作坊制订的规范只有两个字：尊重。
尊重不是随声附和，而是相互的倾听、理
解和包容，这是基本前提，也可以视为第
一位的价值要素。其二，平等。首席教师
主要是一个比较性概念， 是就一个团队
而言的，而不是一个等级性的名堂，不是
教研组长、备课组长那种“长”，他跟团队
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合作、 分享的平等关
系。其三，实践取向。从个人的专业成长，
到整个团队的建设， 再到服务于学校发
展的校本研修， 首席教师都应该以改进
或解决实践问题为核心取向。 他不能只
有“个人的胜利”，只有“理论的胜利”，他
的成功主要体现于团队成员的共同成长
和学校教育品质的提升、 教学效益的提
高。其四，实证精神。不管组织经验交流
还是参与问题探讨，不管是制订活动计划
还是设计活动流程，作为首席教师，必须
具备实证精神，善于利用案例、数据、图表
等工具，做到既有理，又有据；既能高屋建
瓴，又能贴近现实，使参与者感同身受，豁
然开朗，经验得以激活，观念得以更新，进
而转化为改进实践的思路和方法。

（作者系《教师月刊》主编）

补上“心痛”教育
这一课

■孙鸿侠

又到开学季，几家欢乐几家愁，不知又
有多少父母会为孩子没能进入理想的大学
而伤心难过。但孩子只要学习好、能考入名
牌大学就算是教育成功了吗？ 孩子心安理
得地享受家长的一路照顾、 安排、 顺利升
学、走入社会，一切就都完美了吗？

前段时间有个令人扼腕叹息的新闻：
双料女博士后高分低能，接连失业，在美国
流浪后被遣返回国，自称“除了学习，啥都
不会”。 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事例：省吃
俭用的父母供孩子在外求学， 孩子除了伸
手要钱之外都不与家人联系。 甚至还有母
亲凌晨挑扁担去看刚出生的孙女， 但知名
学府毕业的儿子因嫌母丑而拒见……这些
学子们也许接受了比较好的“教育”，但他
们却没有长大，不能适应社会、不会关心他
人，甚至对父母也没有体贴、回报之意。 我
们的教育到底是怎么了？

作家出版社日前推出的《心会痛，才算长
大》深刻地反思了这一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个
具有现实意义的解决方案———让孩子们学会
“心痛”，不仅为自己，更要为他人。无论是为近
在咫尺、朝夕相处的父母亲友，还是为远在天
涯、素昧平生的无助孤儿，当孩子们的心学会
为他人而痛，他们才真正长大。

《心会痛，才算长大》的作者张智澜毕业
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书中记录了她初入职场
时的成长之痛、以及救助孤儿时心灵所受的
震撼之痛，这些都是她在学校教育里无法体
验的。 智澜通过分享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
同龄人如何在真实社会中经受历练，并将其
内化为心灵层面的收获， 成长为一个成熟、
自立、负责、能够为他人着想的人。

此书刚一面世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
泛关注， 在微信朋友圈和各大论坛也引发
了热烈的讨论。著名作家卢新华说，这本书
看起来是写一个北大女生如何在职场中经
历成长之痛，并融入公益慈善事业、学会悲
悯他人， 最终做好去哈佛留学准备的励志
故事。然而，书里揭示和包含的思想内涵却
对所有人都极具启示意义。 在当前的社会
环境中， 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群体通常容易
恃宠而骄，变得自我、自私甚至自负，不会
“心痛”，甚至拒绝“痛感”。 然而，正是痛感
孕育了生命，而心痛乃至悲悯，恰恰是完善
一个高尚灵魂的必经之路。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
振耀认为， 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存
在缺陷。 我们的学校教育几乎没有社会实
践及相应课程的设置， 文理工各科都与社
会发展需求脱节， 将最为聪明的年轻学子
培养得“眼高手低”。不过可喜的是，本书作
者张智澜通过在中国儿童保险专项基金的
工作与成长经历， 发现了自己知识结构的
不足，并在行动和理念两个方面进行调整，
补上了这一课。

《心会痛，才算长大》的出版将会对家长、
教育工作者，以及热心教育改革的社会人士提
供十分有益的启示———为我们的孩子补上“心
痛”教育这一课，让孩子能够走入他人内心，感
受他人痛苦，发现人性中最深切的善意。

国家需要的是高素质人才， 而不是只会
埋头苦读的“书呆子”； 需要将所学知识融
入工作中去， 真实负起社会责任， 更好地服
务他人、 服务社会， 从而实现自身价值的
人， 而不是不知人间疾苦的“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 这也恰恰是我们教育改革的意义所
在， 而《心会痛， 才算长大》 一书中所展现
的“心痛” 教育， 正是所有学子们都应该补
上的重要一课。

书海观潮“写给教师” 系列访谈髵

最新书事

《回族史诗》将出阿文版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促使了中国
民族大家庭中回族的生成与发展，而
回族与阿拉拍民族有着天然的血脉渊
源，有着共同的伊斯兰教信仰。近日，
人民出版社与埃及大学出版社在京举
办了《回族史诗》阿文版签约仪式。

该书是一部将历史与现代相融合

的民族题材独创艺术作品， 它以史料
为依据， 以浪漫神韵的手法将回族的
形成、演进、社会、经济、教育等艺术地
再现。全书29卷113章，以历史编年顺
序， 追溯了历代不同时期对国家和民
族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回族人物、重
大历史事件。 （伊湄）

《爱之痕》彻底颠覆艺术史

由北京青年报北青通信传媒、 北
青悦读文化与清华大学出版社联合举

办的 《爱之痕》 发布会暨与最强大脑
林建东签约仪式发布会近日在京举
行。在《爱之痕》一书中，画家张芳邨综
合借鉴了绘画学、色彩学、解剖学、透
视学、宇宙学、物理学、自然科学和哲
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 通过科学之
谜———化学钟， 研习出了人类历史上
首次由颜料独立于画家之手作画的神
奇BZ艺术。

据了解， BZ艺术申请的发明专
利已获得批准， 这意味着绘画艺术史

上唯一一项艺术发明由中国人获得，
填补了这一项领域的空白。

（肖静）

“与世界共融的中国绘本”论坛举办

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
会、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中少
总社共同主办的“与世界共融的中国
绘本”国际论坛近日在京举行。国内外
知名出版人、 作家与200位绘本馆馆
长和阅读推广人就“好绘本如何好”、

“绘本中的多元文化”等话题进行探讨。
在现场，中少总社推出“中少阳光绘

本馆”，该品牌致力于打造原创的优秀绘
本，并将其推广至国际。由国内著名作家
曹文轩与国外优秀画家首次合作的绘本
《羽毛》斩获一系列重要奖项，《小猪波波
飞》、《雨伞树》等也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绘
本创作的样本， 玛利亚和小雨姐姐还用
中英文朗读了金波的《兔儿爷丢了耳
朵》， 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正在逐渐与世
界实现共融的中国绘本力量。 （任娜）

荨郑杰 生于1968年， 曾任上海市北郊学
校校长。现主要从事教育研究、培训、咨询等工
作， 出版《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忠告中
层》、《学校的秘密》、《从校长到幕僚》等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