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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点开龙应台的微信视频，台北
中山堂内，即将进行一场文学“有
问必答”活动。主持人话音刚落，
只见身着黑色风衣、白色长裤的龙
应台左手夹着书大步迈上台。简短
的问候之后，她开始读三封信。我
突然发现，她一直夹着的书，竟是

《过去的课堂——民国名家的教育回
忆》。书才出版四个月，已从北京越
过海峡，来到了台北，跟台湾读者
见面。作为该书的主编，我再一次
感到自己劳动的价值。这本小书，
从选题、选材到出版，历时 4 年，
我浏览过的民国名家回忆录、日记
等史料上千份。但当此之时，所有
的艰辛瞬间化成了喜悦和骄傲。

读李叔同先生给丰子恺的信之
前，龙应台翻开 《过去的课堂》，先
朗读一个世纪前李叔同在浙江一师
学校给丰子恺等学生上音乐课的情
景：

在这样布置的讲台上，李先生
端坐着。坐到上课铃响出 （后来我
们知道他这脾气，上音乐课必早
到。故上课铃响时，同学早已到
齐），他站起身来，深深地一鞠躬，
课就开始了。这样地上课，空气严
肃得很。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
看别的书，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吐
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
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
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
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
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
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
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
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
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
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
出去罢。”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
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
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
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
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

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
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
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
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
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

读完，龙应台道：“在这短短的
叙述中，第一堂音乐课里，给我印
象很深的是李叔同的鞠躬⋯⋯”

作为教师的李叔同，他的言行
体现了丰子恺所评价的“温而厉”

“认真”，以及“宽容”“温文尔雅”
“有风度”等等。其实，这些特点在
不少民国教师的身上同样存在着，
不止一次触动着我。

上世纪 30 年代，北大名师荟
萃，各怀绝技。时任文学院院长的
胡适，尤其受学生喜欢。他上课别
具风格：深入浅出，条理明晰，偶
尔穿插一两句恰到好处的俏皮话，
让学生身心放松，如坐春风。有
时，课安排在下午，教室里有太阳

西晒，胡适经常自动走下讲坛，放
下窗帘，并说：女同学们是不是应
该多晒太阳的。

在民国教授群体中，还有一位
特别懂得“怜香惜玉”的人物——
国学大师吴宓。吴宓在西南联大是
西语系的教授，他开的“红楼梦”
课非常“叫座”，听课者如云，尤以
女粉丝为多。有一回，吴宓走进教
室，看到有些女生站着，马上转身
而出，咚咚咚去隔壁教室搬椅子。
联大教室的椅子是可以搬来搬去
的。吴宓这一骑士行为，惊醒了听
课的男生们，大家急忙起身，蜂拥
出门去搬椅子。等到所有女生都坐
定，吴宓才开讲。吴宓的学生汪曾
祺风趣地说吴宓的行动，很能体现

“贾宝玉精神”。我想，如果少了
“贾宝玉精神”，吴宓的“红楼梦”
课大概会少了许多魅力吧。

像这样温存的课堂，这样温存的

老师，今天不知还有没有？我每听到
校园里师生大打出手的新闻，记忆里
便自然浮起两张可爱的脸：胡适微笑
的脸，吴宓满是胡子茬的脸。

在 编 书 中 ， 我 还 被 另 一 种 课
堂、另一种老师所打动。

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回忆他的
初中国文老师王资愚：王老师在课
堂上朗读“大江东去”，“醉里挑灯
看剑”，声情并茂；讲到李煜的“故
国不堪回首⋯⋯”则是语含呜咽地
对学生说：“国不可亡，决不能亡；
否则，月明不再，山河也就变色
了。”然后说：“李煜词绝佳，可
读，但决不能当李后主！”这是抗战
时期，王老师的话，一字字打进少
年张思之的心底，影响一生。

而国学大师黄侃晚年讲课，没
有一定的教学方案，而是兴之所
至，随意发挥，并且上课的内容也
没有完全从学术角度着眼，而是经

常借古讽今，批评时政，针砭时
弊。1935 年，在金陵大学一间教室
里，黄侃给学生讲 《诗经》，当他用
自己独特而极具感染力的“黄调”
念完末章“牂羊坟首，三星在罶。
人可以食，鲜可以饱”之后，又把

《毛传》“牂羊坟首，言无是道也。
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用非常低
沉、几乎是哀伤的声音念了出来。
念完，黄侃没有对经文和传文作过
多的解说，但青年学生们的心弦却
深深地被触动了。黄侃讲完课，在
下课铃声中，抱起他的黑布书包，
走出教室，四天后便在忧愤中逝世
了。

王资愚和黄侃两位先生，他们
的课堂没有机械单一的知识传授，
却充满着个人独特的体验、真挚的
情感。这样的课堂，是“人”的课
堂；这样的课堂，令人不胜怀想。

这几年，读过不少民国大家的
自传，我愈发感到，成功的教育固
然离不开教育者点点滴滴的细节积
累，但教育的细节，绝不是“兵书”类
的管理技巧而已，有心的教师，会从
自己的阅历中反思和沉淀，从前辈的
经验中寻找与汲取。这成为我关注

“过去的课堂”的初衷。
这些年来，我们的课堂，尤其

是中小学课堂，各种改革和创新不
断，课堂面貌有了不少的改善——
有些课堂不缺乏技巧，有些课堂不
缺乏热闹，甚至不缺乏老师对学生
的“关爱”。但许多次，我坐在教室
里听课，总觉得空气中、师生间似乎
少了点什么。编完《过去的课堂》，我
明白了：今天的许多课堂，缺的就是
一个“诚”字。有“诚”的课堂，才
不会僵硬，才不会作秀，才是有温
度、有真实生命的课堂。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
一中）

《过去的课堂——民国名家的教
育回忆》 王木春 主编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有温度的大师课堂
王木春

本书阐述了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对中国
教师的影响以及中国教师学习、研究和践行苏
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成果。通过学习、研究
和实践，这些教师在慢慢地成长：从教学到教育，
从教书到育人，从职业到专业，从知识传授者到
教育研究者，从优秀教师到教育家，从教师集体
到专业发展共同体，从继承到创新⋯⋯他们的
共同理想、他们的心，与苏霍姆林斯基一样，是为
了实施“全面的教育”，培养“真正的人”。

《心灵的交融
——苏霍姆林斯基与中国教师》

史道祥 编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为兼职
研究员开设的系列高端学术讲座整理而成，内
容涉及教育改革、课程、教材、学校制度、教
育哲学、教育电影等各个领域，主讲人均为来
自全国知名高校的学者。讲座内容既有很高的
学术价值，又结合当前中小学教育的现状；各
篇目中既有主讲人的系统讲解，也有聆听者与
主讲人之间思想的交流、碰撞。本书对中小学
教师及教育研究人员开阔视野、提升学术素
养、跳出教育看教育有指导意义。

《教育与隐教育》
郭华 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书里书外

丰子恺 绘

以人为本：
坚持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长期以来，缘于社会的傲慢和偏
见，职业学校是素质的洼地。然而一
个不争的事实是，近年来，传统的大
学院系毕业生，都感叹找工作难，大
有天地乾坤小的感觉；而高职中职毕
业生，却成了企业眼里的香饽饽。这
是市场作出的裁决。可惜这种裁决，
对社会观念的撼动作用，微乎其微。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观念
仍然在作祟。

在这样的背景下，长兴职教中心却
始终坚持“德育为首、能力为重、面向
社会、服务经济”的办学宗旨，执着地
将德育放在教学之前。德育的重心也从
依托“四化”教育和六大平台培养学生
职业道德，发展到如今的培养工匠精神
下的核心素养。

“今年 9 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 总体框架在北京发布，包括 3 个维
度、6 大素养；而工匠精神，不仅要求
在专业上精益求精，还要求对待任何事
情有专注精神。这两个方面定义了我们
当下德育的要求。”姚新明校长说。

姚 新 明 2009 年 来 到 长 兴 职 教 中
心，历任校党委书记、校长，见证了这
所品牌学校的辉煌，也深感时代变迁下
的社会格局调整之巨大。但他一直坚
信，无论时代走向何处，有些东西始终
需要坚守，比如德与行的合一，比如技
与艺的专注。

在长兴职教中心，新生一跨进教学
楼就能看到“教育就是习惯的培养”这
句醒目的标语，也标志着一条漫长的习
惯养成之路就此展开。首先是为期一周
的军训，通过队列和内务训练强化纪
律、卫生习惯。这一周的变化是巨大
的：学生从“头”开始，奇异发型统一
变 成 学 生 头 ； 食 堂 遵 守 “ 就 餐 一 米
线 ”、 寝 室 内 务 讲 究 “ 六 净 六 线 六

无”⋯⋯
接下来是道德实践周。值周班的同

学变身为“小红帽”，承担迎宾问候、
卫生保洁、文明监督、升旗仪式等任
务。学校对值周班要求甚严，即使扫地
也要扫第一，因为这也是一种专注。偌
大的校园，当同学们真正扫下来，就能
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以后再也不会随地
乱扔垃圾了。而实践周极光荣的任务莫
过于每天晨会的“三升三唱”（升国
旗、升校旗、升班旗，唱国歌、唱校
歌、唱班歌） 了，庄严的仪式展示了班
级的极佳风采，也让每位同学升腾起强
烈的自信心。

道德实践周给学校一个启示：学生
有着强大的自主管理能力，因此学校更
加放手将管理交给学生。像学生会成立
了文明监督员队伍、保卫处成立了护校
队，而志愿者服务队更是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环太湖马拉松比赛、环太湖自行
车比赛都活跃着他们的身影。

长兴职教中心是一所有故事的学
校，文化的滋养从来就是其德育的重要
部分。今年开学季，高二导游专业的学
姐们带着新生参观校园，让他们聆听学
校的故事。刚进大门的广场上，有块巨
石名曰“厚生石”，寓意着学校“厚报
民生、厚待生命、厚爱学生”的核心价
值追求；报告厅的百叶龙壁画蕴含着

“创新、奉献、奋进、执着”的百叶龙
精神，是学校的核心文化⋯⋯一路走
来，新生们不仅了解了各区域功能布
局，更感悟了学校的文化。而平时，四
个分校的文化建设与评比也从未间断。
班级文化建设，各班自行设计班名、班
歌、班训，将班级墙面文化装扮得精彩
纷呈；校歌、班歌大赛，让许多人对校
歌、班歌终生难忘⋯⋯

曾几何时，长兴职教中心也有学生
喝酒、打架，老师头疼地称他们是“梁
山好汉”。而今，这些现象销声匿迹
了。品德、能力、担当和做事的专注，
奠定了他们职业人的底色，也将成为他
们一生为人的根本。

“名校不仅要有质量与品牌，更要
关注人的成长。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技
术能手，更要培养完整的人、幸福的
人。”姚新明的一席话，道出了长兴职
教人对于职业教育本质的深思，也揭开
了学校迅猛发展背后的密码。

改革突破：
不断探索教育教学新模式

作为中职学校的改革先锋，长兴
职教中心一直致力于教学改革，走过
了教室车间化、AB班、项目教学等改革
历程。为了更加关注人的学习状态，学
校又将视线聚焦到了生态课堂教学改
革。

“生态课堂”，是指师生在由教师、
学生、环境、资源等生态元素有机整合
与协调运动而生成的各种教育教学活动
场所中，呈现出自由地、幸福地、理想
地生存和发展的生命样态的课堂。它以

“小组合作学习”为核心，以导学案为
引领，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课前培养预
习习惯；课上开展小组讨论、展示和点
评，培养倾听、质疑的习惯；课外强化
阅读习惯。

在长兴职教中心，除了传统意义上
的老师，还有许多小老师。学校每个年
级都组建了导生班，导生不仅成绩优
秀，更有着过硬的操作技能。上实训课
时，平均两台机器就有一名小老师协助
教学，真正实现了“学生教学生，学生
评价学生”。

如今，学生去企业工学结合也常
常采用小组合作形式，这种同伴互学
互助的形式使课堂纪律更好，效率更
高。

“生态课堂关注人的学习习惯、学
习兴趣和自主管理能力的提升，开启了
教与学的新时代。接下来，我们还将推
进课堂的灵活运用和不断深化。”姚新
明说。

而随着长兴职教中心对外开放脚步

的加快，学校的另一个特色项目也提上
了日程——对接浙江省级产业园长兴中
德产业园，推进职业教育国际化。在这
一计划中，学校将开办中德合作班，从
实训室、师资、课程、评价等方面全方
位引进德国人才培养模式。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新尝试、
新发展、新突破，我们很有信心！”
姚新明说。

人尽其才：
让赞美的掌声及时响起来

“稳健”一直是浙江省职业教育行
业对长兴职教中心和姚新明校长的评
价，但是今年姚新明却做了一个大动作
——打造品牌教师团队提升工程，一口
气成立了六大教师团队——教科研团
队、技术服务团队、技能大赛团队、创
新创业团队、国际化教学团队和名师团
队。对此，姚新明“有话说”。

“师资水平决定一所学校发展的高
度，没有强的个人，只有强的团队，抱
团聚力无疑是提升师资水平的极佳出
路。”

据姚新明介绍，这六大教师团队，
每个团队都以科研课题为引领，每个团
队都聘请专家为导师。县教育部门给学
校提供政策支持，柔性引进特级教师和
企业专家担任导师，跨界多方协作培养
教师。团队建设中，成长迅速的老师将
直接进入名师后备团队。

很快，一批优秀的教师入选了这些
团队，其中不乏近年来小有成绩的年轻
人。这次高大上的“召唤”，让许多老
师惊喜地发现了自己的价值。

品牌教师团队提升工程，是长兴职
教中心谋求高位发展的关键一步，也是
学校管理的一个缩影，从中我们不难看
出姚新明的管理风格——让每个老师找
到自己的位置和未来的方向。

作为一所名校的继任者，姚新明对
于管理有着自己的思考。在他看来，相

逢是一种缘分，能够共同经营一番事业
更是难得。在学校这个大家族里，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岗位和职责，每个人也会
有疲惫和失落，那么怎样才能让他们每
天都心情愉悦地尽心尽责呢？他创造了
新型的管理方式：走动式管理。

校长是学校的灵魂，这个魂要时时
让老师们看到；老师们有什么难处，校
长要第一时间知晓；老师们有什么需
求，校长要第一时间想到。

姚新明每天都在校园里观察，花大
量的时间深入教师办公室、实训车间，
和老师们交流沟通。这种真诚谦逊的风
格深刻地影响到了周围的人，可以说，
姚新明真正让“沟通从心开始”。

这种“现场办公”性质的走动式管
理，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老师一旦在教
学或管理上有了亮点，姚新明马上给予
肯定和表彰，同时推荐老师参加课题研
究继而进入名师工作室，或推荐进入科
室继而参与中层竞聘。对于老师们来
说，这种“学校眼里有我，我的努力他
们看得见”的肯定，是自我和事业发展
的不竭动力。

“我们总是说，要把每个人放在极
合适的位置，把每个人的亮点更大化，
可是很多时候只是想想而已，怎么落
实？在我看来，只要掌声及时响起来，
就可以做到。”

有人评价：“长兴职教中心代表了
浙江省职业教育改革的方向。”近年
来，教育质量连年攀升，精英人才层
出不穷，毕业生供不应求，企业满意
度高达 95%。对此姚新明有着清醒的
认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校长
们给我们搭建了这样高位的平台，使得
学校进入了良性循环。虽然现在处于社
会转型期，一切都在变革，但是一些育
人的标准，一些教育的本质是不会变
的，比如‘教育要关照内心’‘专注的
精神’‘职业操守’‘工匠精神’等等，
所以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还有很多个
10 年⋯⋯”

(高 博 司汉生)

不忘初心 矢志前行
——记浙江省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10年，会发生些什
么？襁褓中的孩子小学毕
业？一个新兴行业从雏形
走向成熟？生活更加便
捷？稀缺资源越来越昂
贵？

10年很长，但也很
短。10年有巨变，10年
也有不变，比如一所优质
职业学校对教育本质功能
的追寻和自我诠释。

10年前，浙江省长
兴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以下简称长兴职教中
心）已闻名遐迩，作为国
家重点职业学校，不仅培
养了大批“留得住又发挥
得出”的优秀毕业生，成
为本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
的重要力量，而且促进了
高等教育加速进入大众
化。

10年后的今天，长
兴职教中心再次发力，成
为全国首批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在
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一
方面秉持传统，对已有的
劳动力加强继续教育，使
他们能够适应社会的进步
和工作性质的变化，很好
地发挥了技术人才孵化器
的功能；另一方面根据社
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改
革，及时调整价值观和教
育观，培养一个个合格的
具体国家战略实施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