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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亮点

教育部名校长领航班这个平台，
让我站在高位思考教育的重大问题。
我把思考锁定在生态教育思想、生态
学校建设的实践上。

关注教育的生态环境

学校建校之初，我们就提出了：
“让学习像呼吸一样自然，让学生成
为最好的自己”生态目标。历经流水
线、工厂式、标准化教育培养模式，
我们在思考：学生的学业成长本是慢
而长的生长过程、生态的生长过程、
自我的生长过程，但工业化的教育却
陷入了追求高效、拔苗助长的困境；
学校的基本功能本是帮助学生学业进
步和生命成长，但工厂式的教育却是
以提高“分数”为目的的教育；校长
的基本职责本是维护、保持、改善校
园生态，守护校园青山绿水，不破
坏、污染教育的土壤、空气、水质，
但流水线的教育却不乏以促进教学基
础设施质量而破坏生态的案例。

现在我们开始反思，事实上教育
更应该像农作物的生长过程，学生是
教育事业发展中的一粒粒种子。过去
我们更多重视的是种子本身的播种、
浇灌、培育问题，现在我们要更多关
注种子生长所需要的土壤、空气、水
质、阳光的问题。我想学校的意义是
让学生过完整幸福的校园生活，在校
园里呼吸清新纯净的教育空气，这是
学生的最基本权益，也是生命成长最
可贵的养料。一句话，就是关注教育
的生态问题，就是要用生态的思维来
思考分析教育。

生态教育既是教育内容的生态
——学习、传播、理解、掌握生态的
知识、观点、方法，也是教育方式的
生态——摒弃急功近利、竭泽而渔、
不择手段的发展，还是教育结果的生
态——追求生态平衡，实现生态价
值，促进人的持续发展和终身发展。

绿色从校园到教师、家庭

5 年前，学校申报创建省级绿色
学校。如何通过创建活动，扎实推进
师生绿色、低碳、环保的意识和行
动？我们除了按照绿色学校的创建标
准和要求开展工作外，还创造性地把
绿色创建延伸到教室、家庭，制定了
相关指标和流程，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后来我们又一路迈进，取得国际
生态绿旗学校的荣誉。用绿色发展理
念，让教育回归学生真实的生活，促
进人与自然和谐。

在一次国培计划进行结业总结

时，一所学校的副校长讲了这样一个
故事：某某学校，在 1996 年创建学
校时，甲校长依托农村好征地、农村
孩子爱劳动的特点，提出以勤工俭
学、劳动实践、学生全面发展为办学
思路，在校园里种植了油桃，学校办
得红红火火。还是这所学校，更换了
乙校长，要集中办学。学生多了，偷
摘油桃经常发生，加之学生活动场所
不够，校长命令把油桃树砍了，一块
块校园基地被浇灌成水泥路。同样是
这所学校，新上任的丙校长提出创建
足球实验学校，要修建三百米塑胶跑
道，学校整个苗木基地可能要被修成
塑胶跑道了⋯⋯这位副校长感叹：担
忧啊，“生态教育理念”对我们太重
要了！

现在，沉静地坐落在花园里的滇
池度假区实验学校，人人都是保护环
境的小主人。按照生态校园地图，班
级分区域管理各自的菜地、果树、小
鸟窝，15 种鸟类、66 种树木与师生
亲密相处，共同生长。

敬畏生命放低姿态

在领航班，我的导师是北京教育
学院副院长、首席专家杨志成博士。
通过诊断、把脉，他为我确立了学
习、研究、实践生态教育这个方向，
并进行了全方位指导。思考生态教
育，纯净教育生态，呵护教育清水绿
山，让教育纯净起来，让生命高贵起
来，成为我的教育新追求。

课程是生态教育的载体。几年
来，我校学生除了学习语、数、外等
国家课程，还可以参加社区里的高尔
夫、游泳、民族乐器等校本特色课程

的学习，这些课程学生非常喜欢，家
长十分认可，社区积极支持。学校初
中部关杏媛因高尔夫球，开启了另一
条人生之路；而学习网球特色选修课
的初中部学生林晨，已成为职业青少
年网球学员。生态的课程体系不仅带
来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也为每位教师
在不同道路上发展专业、张扬个性、
幸福成长提供了实践的舞台。校园
里，学校新开辟的“生态课堂”“生
态舞台”，完全摆脱了桌椅板凳的模
式，让师生置身于绿色与花草里，把
学习交互到自然中，花园课、草地
课、树林课，真的使人赏心悦目。

学校一贯重视家庭、学校的沟通
价值和信息循环交流。学校坚持邀请
家长走进课堂听课、评课，因为“教
师讲得好不好，不仅要专家点头，更
要学生和家长的认可。”为此，学校
细化了评课表，家长可以真实地表达
感受意愿。评课促进老师精心备课，
坚守好课堂阵地，使教学成为所有参
与者共同经历、相互理解的过程。学
校的图书管理员大部分都来自学生家
长，他们作为家长义工服务学校，不
仅增强了对学校理念的了解，更为自
己的孩子树立了好榜样。我们真正做
到了把学校放手给家长管，家长真心
诚意为学校服务。

学校以雅行教育、“珍爱生命、
学会生存、幸福生活”的三生教育为
载体，创新实践生态德育。生态德育
与“雅”同行，让孩子有儒雅的形
态、文雅的举止和高雅的情趣，真正
实现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家做个好孩
子，在社区做个好公民。达成教育一
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辐射一个社
区的目标。

追求生态与放下功利

教育的“育”，是培养智慧的。
一个智慧的人，要知道自己需要什
么，更要知道什么是自己不需要的，
才能走得更远。在践行生态教育的道
路上，我逐渐明白了——

努力追求，坦然放下。追求思想引
领和实践创新，也许不取决于怎么才能
拿得起，而恰恰决定于怎么放得下。追
求是一种思想、一种策略，放下也是一种
智慧、一种引领。实施生态教育，纯净教
育生态，就要放下对生态的破坏，放下以
爱的名义对学生生命的伤害，放下对教
育土壤、空气、水质的无视和破坏。

取有价值，舍有价值。获取的行
为很有价值，舍去的行为更有价值。
领航班学员所在的学校，都得到过很
多牌匾；领航班校长也都有了很多荣
誉。但面对新时期、新阶段的领航示
范、使命担当，要能够主动放下，勇
于自我卸载，才担得起未来的重托。
拾起，或许源于内外的要求；而放
下，却应该是纯内心自觉的行为。

实有价，虚无价。我认为，核心
素养是座冰山，肉眼要看到水面上的
冰，心眼要看到水面下的冰。学生的
核心素养小部分浮出水面，而校长的
核心素养大部分潜在水面下，水上与
水下应融为一体。

领航的意义，不仅要走在队伍前
头，更要拉着身后的队伍一起走。我
们还按照领航班要求，把生态教育的
思想、价值、观念，辐射传播到一些
乡村学校、乡村校长、特岗教师。

（作者系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
区实验学校校长）

让生态教育实现教育的纯净
杨立雄

课 堂 是 一 个 充 满 活 力 的 生 命 整
体，处处蕴含着矛盾与各种辩证关
系。我校通过“高结构设计、低结构
实施”来打造“高效课堂”，充分发挥
了学科教学的育人价值。

细观复兴高中“高效课堂”模式
内在的逻辑机理和清晰的行动策略，
可以看到其中充满着辩证法：对“教
与学的关系”“预设与生成的关系”

“育人与育分的关系”的适切把握和处
理，都闪动着辩证的思维和智慧。好
的课堂教学离不开对辩证法的哲学观
照，循着这样的思路分析，“高结构设
计、低结构实施”中实际上还能引出
诸多有意思的关于课堂教学的辩证法
探讨——

课堂教学的“形”与“神”。根据
笔者对中小学课堂多年教学观摩的反
思，不难发现很多教师 （尤其是青年
教师） 都在课堂教学的“形”上下了
很大功夫，但恰恰忽略了“神”。这里
的“形”，可以指教学方法和课堂实施
形态，而“神”则是指教学目标及思
维等精神活动。高效的课堂教学当然
要追求形式新颖，但我们不能以一些
不具或很少思维含量的情境、活动来
换取学生短暂的“兴奋”和表面的课
堂热闹形态。

“高结构设计、低结构实施”，强
调对教学目标的准确把握和严密推进
落实目标的教学环节设计，强调高效
课堂要追求思维含量等高层次精神活
动，同时在具体实施中也强调以“全
神贯注”为基础，充分发挥教师主导
和学生主体的能动性，让教学形式呈
现“殊形妙状”。这样，辩证地把握了

“形”与“神”的关系，也印证了语文
学科中对好“散文”的界定标准——

“形散而神不散”。“神不散”就要靠高
结构设计，“形散”则离不开“低结构
实施”。相信把握了这对辩证关系，课
堂教学可以做到“形神兼备”“神形并
茂”。

课堂教学的“破”与“立”。在今
天的课堂教学中，不少教师对传统教
学的结构秉持“不破不立”的原则，
常常直接予以“肢解”乃至“摒弃”，
并直接开展无章法的所谓“创造”。殊
不知，对青年教师来说，如果没有充
分的课堂教学设计作为铺垫来“立”，
到课堂教学实施时又有什么可“破”？
无“立”而进行的“破”，可能就不是
创新意义上的“破”，而是破坏意义上

“破”了。
“高结构设计、低结构实施”的高

效 课 堂 策 略 ， 较 为 清 晰 地 把 握 了
“破”与“立”的辩证关系。设计在
先 ， 是 先 “ 立 ”； 实 施 在 后 ， 是 后

“破”，有这样高结构的“立”作为基

础，其后的低结构实施之“破”才有
指向、才不肤浅、才有价值。因而我
建议青年教师在钻研课堂教学的学问
时，先老老实实从学“立”开始，在
扎扎实实的时间和身心投入中，先学
会达成高结构的课堂教学设计。“立”
得多了，积累丰厚了，自然能臻“不
立不破”“破而再立”的超越境界。

课堂教学的“道”与“法”。常言
说，教无定法，教有常道 （也有人说
教学有方）。笔者以为，在复兴中学的
高效课堂教学中，高结构设计强调的
是“常道”和“有方”，低结构实施说
的是“无定法”。在高结构设计的“常
道”里包涵着两点：一是对教学本质
是育人这个“常道”的坚守，所以我
们的教学设计要一切从人出发，接纳
人、尊重人、发展人，把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
三维目标“高结构”地统筹在课堂预
案内；二是对教育教学规律这个“常
道”的坚守，旗帜鲜明地传承与发展
历次课改中探索积累下的那些已被证
实为有价值的教学思想、教学流程、
教学规律。从这两个“常道”，不难看
出高结构设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
低结构实施则是对“教无定法”的表
述，它时刻提醒我们在坚守育人立场
和教学规律常道的基础上，不断跳出
惯性思维，探寻课堂教学方法的新路
径。

有 效 课 堂 、 翻 转 课 堂 、 智 慧 课
堂、博雅课堂⋯⋯在全面深化教育改
革的语境下，关于课堂教学变革的模
式可谓丰富而多样。笔者以为，我们
不能对一种课堂模式寄予太高的期
望，永远不存在一种包打天下的万能
课堂形态。我们只能采取同样的辩证
思维，根据社情、校情、师情、生
情，因地制宜地探寻最适合自己当下
之境的课堂教学形态。所以，我们提
出的“高效课堂”也在不断探索和完
善中。

从热闹之形到思维之神

打造高低结合的高效课堂

名校长专栏
选择学校发展的最优方式⑤

某地三年前建了一所新学校，投
入使用后从全县招聘优秀教师，构成
了“硬件”豪华高档、“软件”兵强马
壮的格局。首任校长欣然赴任，激情
满怀投入，组建班子、规划方向、制
定制度，项项工作争分夺秒。一个暑
假的时间，办学目标有了，“三风”确
定了，规章上墙了，以“完美”的形
象迎接了学生。第一个学期还没有结
束，校长自我感觉良好，大肆宣传学
校的办学成果，一些学校闻风而动赶
去学习。校长信心满满，各种“园”、
各种“节”、各种“路”的教育意义讲
得头头是道，让参观者感觉又一所学
校“明星”将冉冉升起。然而，该校
并未成功成名，连三年都没有走过就
问题层出，校长也遗憾卸任了。

“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
乐也不那么痛快。”这是张爱玲的青春
激扬之语。这句话说说还可以，真要
付之行动必会栽跟头。任何事情都有
一个发展过程，比如庄稼蹲苗才有好
收成。教育是“慢”的艺术，学校不
能急功近利；教育是“静”的事业，
学校不能盲目跟风；教育是“实”的
工作，学校不能弄虚作假。

想快一点生根，就必须慢一点。
新学校、新校长好比种子，怎样能真
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而惠
及一群人，带动一方教育发展，是必
须首先思虑清楚的事情。“种子”光有
沃土还不够，还得有充足的阳光、适
宜的温度和水分——校长与学校人文
环境、物质环境的作用是相互的。来

自不同学校的教师组成新集体，每个
人都带着不一样的性格和不一样的工
作习惯，作为校长不能立马“大刀阔
斧”地定规立矩，许多这样的措施都
是未出炉便遭遇滑铁卢。校长要多到
一线，充分把握学校的教育教学、教
师工作、学生德育、校本教研等等现
状，然后才能进行切合本校实际的部
署。唯如此，校长这颗种子才能在新
的土壤中既成长自己，又发展学校，
更成就师生。

教育是“静”的事业，需要静心
思考、静心雕琢、静心坚守，校长要
把心留在校园、留在师生的成长与学
校的长远发展上；教育又是一项

“动”的事业，需要播种、耕耘、修
剪。作为一校之长，我们不能让学校
发展停滞不前，也不要让学校发展止
于表面繁荣。“动静相宜”，才是学校
持续发展的根本。

教育是“实”的工作，实得本
真，实得成功。学校发展需要立足校
情学情，着眼于学生的学业成长、品
质养成、性格锻造，给学生以广阔的
成长空间。努力做到这些，就要求教
育者实实在在做事，做实实在在的
事。教育不是作秀，不能经常穿新
衣、戴新帽，而是要天天强身健体，
涤荡灵魂，洗尽铅华，返璞归真。真
正的教育规律是非常朴素的，最需要
教育者静下心来练好真功夫、硬功
夫、实功夫。

（作者单位：山东省邹平县教育
局）

学校发展要有“蹲苗”期
布汝奎

校里校外

又到了学校接受评估的季节。几
个校长会后嘀咕：“几十页的评估细
则，项目细化到学校工作的每一个细
节，一般的分值都以小数计算，完成
这些规定动作都需花费大量的精力，
哪还能追求什么特色？”

每学年一次的学校评估，是上级
行政部门对学校办学质量定性的评
价。一项项分数积累，居前列者会受
到表彰。对此，校长们不能不在乎，
因为关系到学校荣誉，也关系到个人
的工作价值；教育局各部门科室也在
乎，因为相关工作在学校是否受重
视，一项评估就可以得出结论，于是
各科室都想把自己的工作装进评估细
则。

在我看来，这样的评估，看似
是对学校工作的系统完整评价，有
其合理性，但是过于细碎的工作指
向 和 要 求 ， 往 往 会 束 缚 学 校 的 手
脚，让学校没了个性：为迎合评估
要求，学校正常组织的校本活动不

得不停下来，而要按照细则上的规
定项目再去组织；本来通过甲种方
法能做成的事情，学校必须补齐上
级 指 定 乙 种 方 法 的 资 料 ， 方 能 得
分；临时抱佛脚的，一段时间内全
校总动员，集中演练迎接评估，肯
定打乱正常的教学秩序。

如此层层传导下来，校长成了落
实上级工作要求的学校行政长官，以
绝对服从为准则落实上级要求即可，
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教师的工作指
向也非常清晰，就是完成细则中的一
项项内容，以评估得分为目标，育人
的使命却被抛脑后。工作的创造性没
了土壤也没了价值，有时甚至让人想
不明白：办学到底是为了完成上级任
务，还是为了教育人？尽管上级领导
讲着冠冕堂皇的道理，但那些过于繁
琐的细节要求，结果只能让下面产生
应付心态。

对于这样的评估，我认为可以再
做些完善——

减少评估项目，重点指向规范办
学和特色发展。

依法办学是学校第一要义，是学
校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也是学校应
该遵循的基本规范。学校哪些规范执
行到位，哪些没有到位，甚至还有哪
些办学违法的事情，应该纳入教育评
估之中；学校发展有何亮点，特色如
何，可以成为评估的重点，因为观察
很多特色品牌学校的成长路径，往往
是在某一方面的工作有突破，然后实
现学校整体品位提升的；至于达成目
标的方式与方法，各校可以各显神
通，上级行政部门大可不必以整齐划
一的细节来要求；在评估检查方式
上，也不能只看校园单方面的数据，
通过社区、家长等渠道获得的信息会
更客观，家长、社区对学校的评价对
学校发展也更有意义。

行政转身，强化服务意识。
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确立服

务意识，切切实实为基层学校提供方

便，排忧解难。当前的评估和检查，
有对学校的督导之意，但似乎更是为
了突出各部门科室的领导地位。工作
布置下去，然后检查评估，实际上是
牵住了学校的“牛鼻子”。各位校长
都是经过层层选拔出来的，都应该有
自己的思想和能力，因而应该给他们
更大空间去作为。行政领导们若是立
足于做好指导和服务，学校也许会更
有个性和特色。

学校要坚定教育之道，校长还要
淡化名利之求。

学校服务的对象是学生，学校只
有真正站在学生的角度，才有教育的
质量。无论东西南北风，学校应该有
自己的定力。也许偶尔会有荣誉奖牌
的损失，但只要坚守教育规律，坚持
正确的发展方向，开展有价值的教育
活动，学校一定会走向最终的优秀。
若此，才能让学校的特色生长出来。

（作者单位：湖北省松滋市实验
初中城北校区）

评估太细，学校难“长”出特色
伍学明

校长探索

陈永平 上海复兴高级中学校
长、上海市化学特级教师，曾获“2014
年中国长三角最具影响力校长”

“2015年上海教育年度新闻人物”。

学生的学业成长本是慢而
长的、生态的、自我的生长过
程，但工业化的教育却使之陷
入了追求高效、拔苗助长的困
境。校长的基本职责本是维
护、保持、改善校园生态，守
护校园青山绿水，不破坏、污
染教育的土壤、空气、水质。

孩子们喜欢把自己装扮成花花草草。 本文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