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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味

微议

作为一名农村学校的校长，每
学期开学前后，都是让我焦虑煎熬
的日子——开学前要面对的是如何
有效控制生源和师资外流，开学后还
要面对部分学生要求转学或者外出

“借读”的情况。虽说我校是一所公
办学校，但稍不留神就可能会让学校
陷入“人去楼空”的境地。

一边是“名校”优秀师资汇聚，
一边是农村学校因为种种原因几年没
有新教师补充，却在每年开学季前都
要面对优秀教师要求调动的境况。如
此捉襟见肘的教师队伍，实在令作为
校长的我感到无比揪心。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大家似乎陷入了一种迷思：
要办好教育就是要发展好“名校”，
要享受好的教育必须要上“名校”。
实际上，对于“名校”的疯狂追逐，
已经给学生和家长带来了不小的负
担。“择校风”炒热的天价学区房无
疑令人咋舌，而基础教育阶段的农村
孩子离家求学，往往需要家长“陪
读”，由此带来的家庭经济压力问
题，还有家庭劳动力的缺失所带来的
种种问题，也屡见报端，甚至出现了

“因学致贫”这样极端的情况。
从学生的角度看，我很理解想将

孩子送入“名校”的家长，毕竟这些
学校以较为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改
革的先行效应或政策优势，积聚了本
地区最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师资力量。
毋庸讳言，学生的智力和知识基础是
有差异的，但这并不等于就可以据此
将学生在社会地位方面分出三六九
等。我们看到一个个纯洁如白纸的孩
子，睁大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好奇的眼
睛，对周围的一切满怀希望。只是因
为就读学校不同，他们的身上就自然
贴上了优劣的标签。那些不能上“名
校”的孩子，也许就认定这个社会是
不平等的，自己低人一等，这种自我
否定倾向有可能使其一生生活在阴影
中。而对于很多将读书当作改变命运
的仅有机会的农村孩子来说，择校的

“失败”，往往可能打破他们和他们的
家庭几乎所有对未来的期待。

站在教师个人的角度考虑，“人
往 高 处 走 ” 似 乎 是 理 所 当 然 的 选
择。而农村学校也已经无奈地“习
惯”了自己培养的优秀教师不断流
失的状况。有人形象地将“名校”

吸 纳 农 村 优 秀 教 师 的 做 法 比 喻 为
“不仅要吃蛋，而且要吃鸡”，然而
这种做法却对教师个人成长未必有
利。某校曾有两位年富力强的骨干
教师，并且已经小有名声在外，但
在调往“名校”后，两人却因种种
原因，非但没有延续在原单位的骨干
作用，实现个人价值，反而被边缘化，
从 事 辅 助 工 作 。 这 样 的 事 例 并 不
少。失去这样的骨干教师，对“名校”
来说可能影响不大，但对基层学校来
说，却是巨大的损失。

从学校角度看，“名校”拥有吸
纳优质生源的“先手权”，而众多的
普通学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几乎每
一个开学季都要面对优秀师资的流失
——这恰恰是影响教育质量的首要因
素，而由此导致生源流失也已成必
然。二三线城市面临的教育资源均衡
问题，及其对学生、家长产生的影
响，甚至超过了京、沪等地。各级政
府已经意识到过分强调“名校”对教育
公平的破坏性，也不断地采取措施，注
重教育资源的均衡化，但是进程较为
缓慢。重要原因之一是，一旦在改善
教育公平的进程中，对利益格局进行
调整，必然会导致既得利益者的反
对。令人欣慰的是，原先只在一线大
城市出现的摇号派位制，今年也首次
出现在了我所在的二线城市地区，虽
然杂音不少，但总体是得到认可的。
如今，随着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学校
投入与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教师流
动和支教形成了制度，热点高中“推荐
生”指标比重不断加大。这样，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每
一所学校就能够逐步成为现实。

要使农村避免成为荒芜的农村、
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不仅需
要中央大政方针的指引、农村教师基
于理想的坚守，更需要教育系统打破
现有利益格局，站在“每个贫困家庭
的孩子都应该接受公平的有质量的教
育”的高度，对教育资源重新进行合
理配置。希望随着自身教学水平和办
学实力的提升，开学季也能成为我们
农村学生和家长对未来最为期待的时
节。由此，农村校长也一定能感受到
最真切的职业幸福。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二
甲中学校长）

教育均衡要消解名校“顶端优势”
季洁华

在新学期里，很多学校推出了琳
琅满目的校本课程，越来越多的学校
建起了“课程超市”，学生还可以通
过网上选课系统自由选择科目。校本
课程的丰富，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
供了更好的平台。但是，面对当下井
喷式涌现的各种“课程”，不少教育
工作者也对其价值提出了质疑。我刊
微信公众平台“第一缕阳光”（公众
号：alivesunshine）微友对此展开讨
论。

@海文：以目前多数中小学自身
的课程开发能力，也许能够在一个不
短的周期内开发出一门或几门校本课
程，但是很难做到批量的课程建设。
如果仓促上马，或仅仅是把原来的兴
趣课自动升格，那不过是“新瓶装旧
酒”，甚至还会让教师对课程产生误
解，从而失去课程开发的兴趣。对学
生而言，不具有课程价值的学科，不但
会增加学业负担，而且也会严重破坏
学习兴趣。所以，校本课程的开发必
须以人为本、精雕细琢。

@刘家辉：当下的课程浪潮，有
不小的应景成分。课程是学校招生的
宣传点，也是一些地区对学校评估调

研的“硬杠子”。这一方面反映出我
们的课程意识普遍增强，另一方面也
表现出教育改革过程中的一种浮躁心
理。

@晓庄：学校大量自主开发校本
课程，还面临着师资紧缺的问题。学
校编制逐渐收紧，教师基本上是“一
个萝卜一个坑”，如果要满足学生个
性化学习的课程需要，教师就必须身
兼数科，有些教师开设某些校本课程
也是“赶鸭子上架”，这必然会影响
教师的教学质量。如果教师疲于应
付，那么课程实施也会落空。如果大
量从校外聘请专家来学校任教，且不
说课堂管理有诸多问题，就是构建起
一个基本的课程框架也很难。

@慧心剑兰：校本课程必须为学
生成长服务，这需要教育工作者对

“核心素养”有深刻理解，并基于此
进行课程的目标、内容、过程、评价
等要素的设定。由此，才能真正开发
出有育人价值的课程。而教育工作者
也需要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深入理解课
程的内涵，并以个体或团队的方式对
课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某种上
意义说，这一过程比校本课程本身更
有价值。

校本课程：丰富≠有价值

选修课上，初中生们使用VR（虚拟现实）设备身临其境地探索人体奥秘。
CFP供图

探索

学校在办学过程中，常常会遇到
来自家长的各种阻力与压力。要做到
既使“人民满意”，又有效落实办学方
针，必须拥有一个良好的家校环境，
而这一环境要靠学校善意营造。

主动宣传学校的想法和做法。我
与很多校长交流，大家谈起市民热线
感觉压力很大。有的家长看待学校的
教育工作常常比较武断，遇到跟自己
孩子有关的情况时情绪化严重，不与
教师交流，不向学校反映，不满意就
打热线。有一名教师布置学生读课外
书，要求亲子共读，有的家长就觉得
无意义，打热线反映情况。还有一名
教师，布置的书面作业少一些，但是
背诵、阅读与实践的作业多一些，家
长也打热线要求予以“纠正”。而答
复一个热线，常常让学校和老师如临
大敌，既要维护学校的正当权益，又
要让家长、社会感到满意、安心。于
是，学校在进行一些创新性探索的时
候，总感觉压力比较大，有些畏首畏
尾。其实，这也是好事。家长参与教

育教学的思考，总比对学校事务冷漠
好得多。我们始终强调，学校与家长
的目标是一致的，都希望学校办学越
来越好，希望孩子能够接受优质的教
育。家长因为对孩子的教育十分关
注，而产生一些偏激的做法，这也是
正常的现象，这对促进学校发展、教
师成长，完善依法办学，也是有积极
意义的。在这样的思想下，学校就更
需要对家长多一些宣传，与家长多一
些沟通，使学校的各项教育行为能够
得到家长的更多支持。

换位思考处理突发事件。现在，
不仅是日常教育工作中的家校沟通越
来越不容易，校园安全事故的处理也
变得越来越棘手。小学生天性顽皮，
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差，学生之
间相互碰撞形成的意外伤害事故很难
避免。在利益面前，有的家长自我保
护意识过于强烈，让事情处理起来特
别困难。还有的家长说，我们也不走
司法程序，我们就是要找学校。现
在，各所学校都成立了类似于安全科

的处室，这不仅仅是学生安全教育的
需要，也是调解家校矛盾的需要。有
一次，我校安全科胡科长向我汇报了
一起学生之间的冲撞事故处理情况。
三年级有两名学生课间做游戏发生冲
撞，结果一名学生的牙齿被碰掉。这
种意外，对于小学来说，有时确实防
不胜防，但是学校对于这类事故的处
理很犯愁，曾经就有家长闹到了法
院。当这两名学生家长来到了学校说
明情况时，其中一名家长对受伤学生
家长说，你去治疗吧，我们承担全部
责任。班主任要陪着一起到医院，这
名家长说:“您去干什么？全班有那
么多学生还需要您照顾，我们就能解
决。”这名家长开着车，把受伤学生
和家长一起送到了医院。如果每一名
家长都如此通情达理，我们的学校教
育就会更加有效。而我们学校里每一
个部门、每一名教师如果都能像这名
家长那样，换位思考，主动寻求解决
问题的途径，我们的教育教学工作就
会减少很多阻力。

了解学生和家长的关注点。学生
与家长对于上级领导到学校视察与检
查并不感兴趣，对于学校召开了什么
级别的现场会也不感兴趣，他们最感
兴趣的是学生学到了什么、参加了哪些
活动。相比而言，在学习成绩之外，学
生和家长更关注校园读书节、艺术节、
校外实践活动等校园活动。上半年，我
校举行 2015 年十大新闻评选活动，经
过家长和学生的投票，去年 3 月学校组
织的教职工登山活动居然排到了第 5
名。原来我们的学生和家长是那么关
注教师的生活。我由此更坚信，一名阳
光、健康的教师所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
更容易得到孩子的认可。多组织教师
有益的活动，也符合家长的心声，有
利于教育的发展。

我们要用善意的眼光去观察与理
解我们面对的每一名家长，珍视并主
动营造良好的环境与氛围。这样的家
校关系，在学校实施优质教育过程中
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作者系山东省临沭县实验小学校长）

用善意编织家校纽带
孙仕满

望谟县是贵州省黔西南州的一个
小县城，居民以布依族、苗族为主，
民风淳朴。这里远离州府兴义市，蓬
山万重，层峦叠翠，山路蜿蜒，绵延
百里。正因为交通不便，所以望谟县
经济比较落后，而打易镇是望谟县下
辖的一个更偏远的贫困小镇。说是
镇，其实还不如城边一个小村。

打易中学建在一个相对平缓的山
顶上。在教学楼顶俯瞰整个镇，几十
户人家围着一座小小的政府办公楼。
步行不到十分钟就可以穿过整个小
镇，然后除了山还是山，除了树还是
树，沿着山路一直走，偶尔能看见一
两户人家，或在山腰，或在山顶。

打易中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
农村。山里穷，孩子上学路途远，家
庭条件差。没有到过贫困山区的人们
可能无法想象，走读对这些孩子来说意
味着什么。有一次，我们在路边看到有
个布依族大姐卖鲜玉米，但是她只有十
来个。我问：“大姐，玉米只有这几个
吗？我们想要多一些呢。”大姐说：“有
啊，不过你们要等一下，我回家拿过来，
很快，两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了。”这段
仿佛喜剧电影里的搞笑对话，却是我们
这里的日常用语。两个半小时路程，在
他们看来并不远。我们有些走读的孩
子，从家走到学校单程就要三个多小
时，为了赶上早读课，他们必须在凌晨
四点起床，做好早餐和午饭带上就出
发，下午放学之后又走三个多小时回
家，到家天已尽黑，才能吃上晚饭。天
不冷的时候还好，到了冬季，天寒地冻，
有的孩子连一双完好的鞋都没有，更别
说袜子了。

可能有人会想：为什么不住校，
不吃食堂呢？国家的义务教育可以免
学费免书费，但是贫困山区的有些人
家，连住宿费和生活费也拿不出来。
正是因为如此艰难的上学之路，导致

有的孩子把上学当成了一种负担，不
愿上学。还有很多孩子决心要早一点
在家里帮活，分担家里的负担，就主
动或被动地放弃了学业。

作为一所乡镇中学，我们的首要
任务是把所有的学生都送上高中或是
中专，但如果学生实在不想继续读下
去，我们至少要确保他们读完初中。

“ 磨 刀 不 误 砍 柴 工 ， 读 完 初 中 再 打
工”，这是我们为了鼓励学生上学而打
出的标语，城市里的人们读来可能会
觉得很好笑，但在我们这里是现实，
在我们看来更多的是一种辛酸与无
奈，这也是我们这个乡镇中学面临的
最大挑战。

为了让学生把上学当成一种需
要，帮助他们认清上学的重要性，改
变家庭贫困恶性循环的命运，我们决
心用爱吸引孩子，用知识吸引孩子，
用班级吸引孩子，用学校生活吸引孩
子。于是，每年开学，打易中学的教
师就走在了“控辍保学”的路上，做
起了“说客”。我和同事们翻过一座座
山，穿过一个个村，走进一个个辍学
孩子的家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把一个个孩子带回学校。

记得前年 9 月，我与学校八名教
师一起到打易镇打王村和绞朋村。那
一路交通十分不便，沿途都是山路，
甚至有几处是只能一个人通过的悬崖
峭壁，连自行车都无法通过，更不要
说开车或是骑摩托车。一路上，我们
没有怨言，更多的是对孩子和家庭的
体谅。我们翻山越岭，终于来到村
里，看到十多户人家大多是瓦房，而
我们要做动员工作的几家却都是茅草
屋，有两家根本就没有可以避雨的房
屋，处于人畜混合居住状态。

我们发现，在这几名辍学学生
中，有一名是父母双亡，跟着爷爷奶
奶住；另一名学生爸爸脑瘫、母亲改

嫁，自己还要照顾两个妹妹和年迈的
爷爷。有的家庭尽管还不至于如此艰
难，但是家长根本不知道送孩子上学
是自己的义务，而是只顾眼前的利
益，不舍得花钱让孩子上学。在我们
的耐心开导下，家长勉强同意将孩子
送回学校就读——他们是实在经不住
我们的“软磨硬泡”了。回校的路上
下起了雨，沿途遇到几个孩子干活回
来，背着新砍的柴，压得弯腰驼背。
这些孩子中有几个才七八岁模样，看
了叫人心疼。

每一个孩子都是未来的希望，每
一个孩子都有可能成为国之栋梁。为
了更好地控辍保学，我们一直坚持

“一个都不能少”，对每一个孩子都不
抛弃、不放弃。但是，要靠亲自到辍
学孩子家里一一劝回，不过是亡羊补
牢的权宜之计，要从根本上解决孩子
辍学问题，还得多方面共同努力。最
近几年，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乡村公路逐渐开通，农村扶贫政策越
来越好，帮助很多贫困家庭脱贫致
富，免费义务教育进一步贯彻执行，
这些温暖人心的举措都从根本上减少
了学生辍学的数量。与此同时，我接
过上一任校长的重担，在打易中学推
行三项控辍保学的措施，力争实现零
辍学。

山区的特殊地形，也让学校的教
学工作随时面临自然灾害的巨大挑
战。记得 2011 年 6 月 6 日，打易镇遭
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那时我
还是学校分管安全的政教主任。当天
晚上看到天气预报，说望谟县大部分
区域将有特大暴雨，我打电话通知值
班教师。22：00 左右就开始下大雨，
直至凌晨 3：00 左右，途中所有段路
全被冲坏，我早晨只能徒步赶回学
校。经过将近 15 个小时的跋山涉水，
冒着洪水、泥石流垮塌的危险，我终

于在6月8日凌晨赶到了学校，组织在
校教师共 300 多人安全转移。这场洪
涝灾害使我校损失惨重，所幸无一人
员伤亡。家长们看到孩子都安然无恙
时感动的眼神，我至今记忆犹新。他
们用粗糙的双手握住我的手说感谢的
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在贫困山区里当教师，需要勇气
和毅力，更需要一份对教育的信念和
对孩子无私的爱。在望谟县城出生和
长大的我，对望谟落后的教育有切身
体会。我深知，如果没有更多年轻的
教师愿意到望谟乡镇执教，望谟乡镇
教育落后的状况将难以改善。所以，
我在十年前毕业时放弃了在城里工作
的机会，瞒着父母，以特岗教师的身
份，来到打易中学。三个月后，父母才
知道我选择了这里，他们纵然反对也没
法改变了。刚来那会儿，校门保安何叔
说：“小杨，你别担心，条件是艰苦点，但
是一两年就可以调走了！”我说：“没事，
不着急嘛。”在这样的坚守中，我从一个
年轻的数学老师，成长为望谟县最年轻
的中学校长，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

十年，很多教师来了又走，我却
始终忘不了第一天来到打易中学时孩
子们兴奋的眼神，像久旱逢甘霖。今
年，准备告老还乡的何叔说：“老杨，你
还真打算在这干一辈子么？”我笑笑说：

“不着急，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咧！”
每学期的开学前后，在一起走村串

户的劝学路上，我们学校的教师为了缓
解疲劳，总是一边走一边唱。“⋯⋯绿叶
中留下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你的
胸怀在蓝天，深情藏沃土⋯⋯”《好大一
棵树》，这是我们最常唱的歌。现在，我
们走山路劝学的情况越来越少了，但这
首歌还经常响彻我们的校园，也响彻
我们脚步走过的每一条山路。
（作者系贵州省望谟县打易镇中学校长）

十年，留在山路上的歌
杨天魁

叙事

贵州山区
学校中的留守
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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