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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校长周刊 实务·

佛学中的修为既指修炼的过
程，也指修炼之后达到的境界。教
师的修为亦如此，是教师专业发展
中素养与能力的综合体现，其途径
与境界在于形成终身阅读、研究中
工作、持续反思三种习惯。

我常想，读书人的手不释卷，与
武者的拳不离手、歌者的曲不离口
同样，都是专业生活习惯。自古以
来，人们都将教师称为读书人，我们
与这个身份相匹配的基本生活习惯
就是读书。在各地讲学时，我常开
玩笑：给你面前放一张纸，请写出最
近阅读的书名、作者名，当时不假思
索就能写出五六本的，是读书人；抓
耳挠腮可以写出一两本的，也算读
书人；想也想不出、只感叹记忆力大
不如前的，就是基本不读书的人了；
听见这一要求就上火，直抱怨工作
繁重哪有时间读书的，恐怕已经早
就不是读书人了！

不读书就无法过专业生活，职
业倦怠也就随之而来。读书是一种
习惯，教研组抓习惯养成，重点是经
常推荐好书、组织交流。大家都读
书，组里有氛围，不读书就会失语尴
尬，慢慢地，读书就成为教师自觉的
精神追求。相反，一抓阅读就是统
计评比、写心得体会，只能让教师痛
恨阅读，不可能形成良好的习惯。

反思是教师专业修为的重要方
法，也是专业成长的明显标志。如
何反思？有专家以“爱美的女士照
镜子”作喻，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这里借着这个思路铺开阐说，以期
有所感悟——

反思要有强烈的动机。你看那
些旁若无人、对镜补妆的爱美女士，
哪怕只有片刻机会，也会拿出随身
携带的专业工具——镜子，立即开
始一次专业活动——照镜子。因为
有强烈的追求和持久的动机，才使
其对美的反思审视无处不在、对美
的维护弥补成为常态。这绝非笑
谈，不妨想想：反思需要持续的动
机，反思应该是专业修为的一种境
界。因此，专业发展首先要有专业
精神，要有“愿持”的信念与定力。

反思要有心中的标准。什么是
美？怎样不美？甚至细节处，照镜
子者都会有自己的标准。同理可

见，教师要反思，就必须对教育教学
的一些基本问题形成自己的价值评
价标准，明确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应
该追求的。认定“分”是标准，那考
试得高分就是优秀；认定“教”是标
准，那讲得精彩就是出色；认定“学”
是标准，那学生的变化才有价值。
标准从哪里来？问问照镜子的女士
们可知大概：从街上的流行时尚观
察总结出来，是借鉴的路子；从书本
上翻阅学习来，是学习的途径；还有
从别人的夸赞中得出，这是同行评
价的方法。但不论有多少途径，我
认为，内心坚定的标准形成，一定与
教育价值的追问有关。坚守什么样
的教育伦理，就有什么样的标准。

反思要有客观参照物。以铜为
镜，铜就是参照物；池水照面，水也
是参照物。我们的反思也应该有个
比较客观的参照物吧，那会是什么
呢？反思课堂教学，可以回放音像，
录像、录音就是“镜子”；在缺少录像
的时代，我当时的选择是积累“教
历”，写课后反思，以记录专业发展
的心路。从专业的角度看，反思其
实需要基于证据。在教育活动中力
求获取客观的证据，对着证据来反
思，就会避免空想或臆断。

反思要有改进的行为。补一下
妆，撩一缕发，哪怕是牵牵衣襟，都
可看做是改进的举措、完善的行
为。反思必须落实于后续的行动，
才能收取应有的价值，得到想要的
效果。如果照了半晌，一任首如飞
蓬，恐怕就算不得反思修为了。

如何研究？上期已经说过。这
里要强调的是，研究与教学工作的
一致性，研究即是工作，反思就是研
究。修为是一种持续的专业行为，
不可能一蹴而就；常常读书、时时反
思，才能达致气定神闲的专业境界。

专业修为
达致气定神闲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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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锡山
高中校长，国家基
础教育课程教材专
家工作委员会委
员，教育部普通高
中课程方案修订专
家组核心成员。唐江澎

美是人的本质，美是心的本
体，美是人化程度的标志。关注
美育，正是由于美育功能的充分
发挥能帮助人们分辨美与丑、善
与恶，净化人的心灵，培养人们
高尚的情操，完善和提高人的品
格，使人们面对充满诱惑的物质
世界的时候，能自主地做出选
择。这也正是学校美育工作所追
求的理想。美育就是要通过审美
把人的感觉引入体验自然美、艺
术美、社会美、科学美、哲学美
的生命状态中，通过一次又一次
的体验积淀来形成审美价值观，
以建设一个人强大的内心世界。

凝固的美，熏陶孩子

有些教育不能用语言表达，
是靠心灵的触碰来感受。美、历
史与文化的底蕴会触动学生的心
灵，让学生的情感在无声无息中
被陶冶，这就是校园的审美育人
文化。

建筑承载历史美——

建筑界有一句经典名句：建
筑是凝固的音乐。那么校园建筑
应该是凝固的教育。我校校园内
有国家级文物古城墙、明朝太守
李遂讲学的纪念碑，还有三幢上
世纪 50 年代仿苏式的老建筑。
这些历史文物承载着学校悠久的
办学历史，透露着学校古朴、典
雅的建筑美，是活生生的育人材
料。所以，我校改建在尊重原建
筑的基础上，依托、保留和传承
了原有建筑风貌，并以新的方式
加以诠释，使其建筑不仅见证着

学校历史文化的渊源，也在诉说
着学校历史文化的繁衍和发展，
使原有古色古香的建筑更加韵味
十足，校园中保存的古迹建筑与
新的仿古建筑更加浑然一体，相
互辉映。古代建筑与现代教育气
息的有机结合，既不失古建筑和
仿古建筑的古韵，又洋溢着强烈
的现代气息，构建了一幅华丽而
不失庄重，自然而不失典雅的建
筑艺术画卷。学生在这样的氛围
中学习，不仅能够舒缓学习的压
力，更能培养学生一种欣赏美的
能力，陶冶情操。

菱湖蕴藏生态美——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我校的
生态环境，那么，“秀外慧中”
是最恰当不过了。学校因为有了
菱湖而更有园林特色，树丛环绕
的菱湖犹如一颗明珠镶嵌在北校
区，与周围建筑错落相傍，和谐
相融。这种可观可感的生态美与
学校可品可悟的历史美有机统
一，对学生施以潜移默化的影
响，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
化、濡染和熏陶。晨曦微露，静
静的菱湖边便有隐隐约约的身影
在闪动。他们或坐或站，或读或
思，只有池边树儿在侧目欣赏；
傍晚时分，热闹的菱湖边更有三
三两两的师生驻足，他们或沿湖
边小径漫步，或倚池边假山静
思，只有池中鱼儿侧耳倾听。如
此，身居其境的学子，才能真正
感受这唯美的意境。

棋盘凝聚人文美——

校园内，学生们在课间闲暇

凭栏远眺时，一块巨大的黑白棋
盘便会展现在眼前，带领他们走
进 这 个 博 大 精 深 的 围 棋 世 界 。
棋、琴、书、画自古有之，是我
国古代四大才艺。围棋更以其独
特的魅力，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
瑰宝。我校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
便是浙江省围棋传统实验学校，
学校每个学生都有两年以上的围
棋学习经历，更有全市最顶尖的
围棋苗子。这硕大的棋盘，不仅
陶冶了学生的情操，更让学生在
这黑白世界中崇尚艺术美，在进
退之间追寻思辨美。

这样凝聚着“独特的美”的
建筑，承载着教育的建筑，在我
校校园随处可见，其目的就是让
凝固的美熏陶孩子的心灵。

流动的美，浸润孩子

时光之河因流动而多姿，教
育之形因多样而美丽。在审美教
育的大舞台上，学生们一次次在
自由的盛宴上欣赏着艺术美，在
思辨的课堂中探寻着智慧美，在
别具特色的校本课程中创造美。
这些流动着的美，构成了一道道
别样的风景。

艺术盛宴滋养艺术美——

一出出精心排练的节目，一
个个精心训练的演员，一场场唯
美的艺术盛宴，绝不亚于哪个学
校对外宣传的晚会。而这，仅仅
是学校每年“六·一”审美艺术
节中每个年级主办的专场音乐
会。一期期各具主题的美术展
览，一件件极具品味的美术作

品，这是学校审美教育中最常规
的活动，却次次让观众流连忘
返，赞口不绝。在这座艺术殿堂
中，一位位小小歌唱家、小小演
说家、小小演奏家、小小美术
家、小小金话筒主持人等各类人
才脱颖而出。艺术美熏陶着孩
子，滋养着孩子，也孕育着孩子
萌动的艺术美。

寻美课堂探寻智慧美——

将美学原则与教学原则有机
结合，把科学知识固有的审美要
素，用最优化的教学结构，精心
设计的教学手段、途径和方法，
外化为可感的形式展示出来，是
我们学校审美课堂的精髓。科学
知识是智慧的结晶，是最美的。
例如：音乐、美术、语文等人文
学科，集自然美、社会美、艺术
美为一体，同时又囊括了各种形
式的美。这些形式和内容高度统
一的美深深吸引着学生。审美课
堂中，借助一定的手段，使学生
在获得美感的同时，更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孩子们在语文课中欣
赏着文学诗意的美，在数学课中
感受着思辨的美，在科学课中探
寻未知的美，在艺术课中创造着
浪漫的美。这一堂堂寻美的课
堂，如一条条寻美之路，带领学
生在审美的道路上愈走愈宽。

创美活动提高德育美——

审美化德育实践活动，是在
德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渗透更
多的审美因素，使活动更具美
感，从而提高学生参与度，进一
步提高德育实效性。学校的审美

化德育实践活动丰富多彩，有学
习型的，也有人际交往型的；有
社会公益型的，也有自立自理
型。“爱心义卖”系列活动、“手
拉 手 ” 扶 贫 活 动、“ 校 园 小 卫
士”巡逻活动、“尊老孝老”活
动、“五水共治”系列活动等，
一次次创美的实践活动，从学生
的兴趣需要出发，在活动中为学
生提供道德实践的机会，使他们
在实践中借助自已的主观能动性
和智慧，努力探索，在活动中不
断强化道德情感，促进自身品德
的发展。

融美课程播洒真善美——

“ 菱 湖 冲 浪 ”“ 讲 舍 诵 典 ”
“菱湖创想”“两子文化，波漾菱
湖”“美在行为”这些充满美感
的词是学校系列校本课程的名
称。几年来，学校在开展审美教
育的过程中，大力开发校本课
程，让学生手中捧读的校本课
程，有可感的文字，熟悉的画
面，亲切的名字。或依学生能力
有序开发，或选学生作品穿插其
间，或因校园实际特色开发，一
本 本 校 本 课 程 ， 打 开 一 扇 扇

“爱”的窗口——感受美，传递
爱；播下一颗颗“善”的种子
——浸润美，启发智；传递一份
份“美”的风采——寻找美，内
化德；留存一段段“真”的回忆
—— 追 求 美, 幸 福 人 。 审 美 教
育，让美流进学生的心里，为学
生九年的奠基教育抹上浓重的幸
福底色。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实验
学校校长）

让美流进孩子心里
王文森

办学亮点

近年来，全国有越来越多省
份和地区在义务教育公平建设上
迈出了重大步伐。由此，从某种
意义上来说，全国义务教育长期
以来的“塑造教育”“竞争教
育”“诊治教育”，或将开始转向

“优势教育”，这将是我国义务教
育改革发展步入的一个新样态或
者说新常态。

建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所从事的
主要是一种“塑造教育”。这种
样态的教育，深信教育特别是教
育者的作用，特别强调作为教育
者代表的教师和学校担负着改造
受教者的责任，也具有重塑受教
者的权力和本事。“竞争教育”
的体制化和规模化肇始于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种样态
的教育尽管依然相信教育的巨大
作用，但其发挥作用的路径和方
式却发生了显著变化，它秉持受
教者是独立的能够自主负责的主
体，教育的作用与功效需要通过
受教者个体的比拼和努力才能表
达出来。“诊治教育”似乎一直
贯穿于建国以来的中小学办学施
教实践中，特别是自20世纪80
年代初期“学校改进”渐行于我
国中小学以来，它就有了愈加广
泛的受众和影响。诊治教育坚信
受教者是有毛病的、缺失的、不

足的，是懒惰的和容易犯错误的
个体，教育的首要责任就是要敏
于发现受教者的缺陷和失误，进
而督促和帮助受教者祛除这些弱
点和错误。

在这几种教育样态背景下，
优质学校建设背后的逻辑或者说
思路难以摆脱这样的窘境：问题
的解决与改进成为学校工作的核
心要义，个体学校的发展模式陷
入竞争性思维之中，学校中的重
要主体（校长和教师）容易固化
为问题解决者或医生。

所以，在强调教育均衡与教
育公平原则下，顺应当前“优势
教育”的未来样态，优质学校群
建设可以走一条思路完全不同的
欣赏型探究路径。

“欣赏型探究”是由美国凯
斯西储大学的大卫·库珀里德
（David L. Cooperrider） 及其
同事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一
种有关组织变革发展的系统思想
和方法体系。作为一种全新的建
设思路，欣赏型探究是一种以优
势为本的能力建设理论，核心是
要增进系统内成员有关对话的生
成能力，改进人们的交谈方式，
特别是关注人们采用的隐喻与叙
事，开展支持成员最高价值和潜
能实现的各种行动。它为改变长
期以来的聚焦缺失、诊断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学校建设惯习，导入
了新的思维和动力。为优质学校
建设全力发现优势、展开梦想、
精心设计和实现目标，开辟了一
条培育正能量的积极之路。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
力“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
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这正切中了
时代的症结。正如实现中华民族
希冀的“中国梦”需要聚合更多的
正能量一样，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为社会提供更加丰富的优质
教育，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
和覆盖面，满足人民群众接受高
质量教育的需求，促进优质教育
资源普及共享，同样需要聚合更
多的正能量。欣赏型探究路径作
为优质学校群建设的新思路，就
是要将学校建设与发展，推向充
满正能量的学校变革之路。

同时，在欣赏型探究思路的
指导下，优质学校群建设在强调
每一个学校“优势挖掘”能力同
时，更关注区域“集群机制”的
建设能力。每个学校都不再把其
他学校当作竞争对手，而是视为
合作伙伴。只有当这个区域的所
有学校都成群联片地发展起来，
形成真正的“优质学校群”，这
个区域的学校教育,才可能具有
促进学校高位优质均衡发展的持
久动力。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

时时想着如何使其他学校良性发
展的校长、教师，才是更有远见
和教育情怀的。

当前，国内以欣赏型探究思
路推动优质学校群建设的教育实
践并不多见，但也有所尝试。比
如2014年南京师范大学与无锡
北塘合作开展的“优质学校建设
行动”项目，在6所学校长段试
验，采用组织变革发展中的“欣
赏型探究”这一崭新视角和方式
方法，通过对学校管理者团队、
班主任团队和骨干教师团队的分
期培养，坚持欣赏型探究的4D循
环周期，即发现（Discovery）、梦想
（Dream）、设计（Design）及实现
（Destiny），推动了区域教育特色
与品牌建设。就像无锡刘潭实验
学校刘云锋老师用“理性的窗”
对欣赏型探究所做的隐喻：“欣
赏型探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
帮助我们从社会建构的视角审视
学校发展、班级管理和学生成长
过程中的问题，基于问题，不唯
问题。让我们站在儿童的立场，
倾听儿童的声音，根据儿童的需
要变革或完善我们的教育。”

基于已有教育实践经验与理
论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以欣
赏型探究推动优质学校群建设，
可以包括4个方面的内涵，同时
这也是优质学校办学标准的4个

维度：第一，生成性的学校理念
旨在表明，优质学校并非一个简
单的固化实体，不再简单地采用
传统的办学规模、建筑设施、办
公设备、教学名师等硬性条件来
考量学校，而是重视突出话语、
对话、欣赏、梦想、合作在优质
学校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彰
显学校组织的意义建构和内涵建
设特征。第二，追求卓越的课程
教学意在强调，学校要对每一个
学生都抱持高期望并促使他们获
得成功和高水平的发展，要让每
一个学生的潜能都得到最有效的
开发，至少要让每一个学生能在
某个领域或某几个方面体验到成
功的喜悦。第三，充满活力的内
部管理旨在勾勒，学校在人、
财、物、事等诸多方面，形成了
效率高、质量优、紧密配合的分
工协作系统。学校人员饱含热情
和激情，各项管理工作井然有序
地运行。第四，富有支持性的外
部环境重在强调，义务教育优质
学校不是孤岛，在孤岛上也建不
成优质学校。优质学校的建设与
发展，需要政策体制的支持、政
府财政和社会投入的支持、社区
家庭的支持、社会舆论和公共文
化的支持。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新的转向：优质学校群建设新思路
佘林茂 张新平

治校方略

当今，学校教育处在巨大变革
中，各地涌现出一些令人羡慕的名
校。但是，静下心想来，全国没有多
少学校的硬件设施、师资搭配和教
育土壤等，能达到这些名校的水
平。所以，多数学校要冷静思考自
身实际，做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朴
实无“哗”的教育。

秉承朴实而可行的办学理念。
作为县级普通高中，我校适时提出
的办学理念是“注重个性，和谐发
展，让每一个孩子都好”。学校教育
所追求的，就是尊重学生发展存在
的个性差异，从学生的成长需求出
发，从他们的人格、综合素养、个性
发展综合考虑，为他们搭建合适的
成长平台，让学生自我认知、自我唤
醒、自我发现，从而形成独立人格、
独立思想，最终成为与众不同的自
己。具体操作上，我们主要是以社
团或兴趣小组为载体，开展多样化
教学，为具有不同特长的学生提供
针对性指导，让学生拥有自主发展
的空间，使学生的潜能以及创新意
识在实践中得到提升。

打造朴实而有趣的课堂教学。
在我们眼里，好课堂要体现四个关
键字：“鱼+渔+欲+愉”。“鱼”，指的
是过去的、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方
式，在这里是指教师无私地把自己
的知识直接灌输到学生的脑海之
中。“渔”，迁移到教学中就是指教师
重在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教师是
主导，指导学生在知识的海洋里“找
鱼”“捕鱼”。“欲”，是指教师最大限
度地激发学生学习欲望，学生也萌
生寻求知识之鱼的信念。“愉”，是培
养学生学习的兴趣，让他们不仅思
学、想学，还要重在一个乐学上，感
受到学习的愉悦性，以更好地发挥
自己的潜能。我们正在推行的“问
题导学、合作探究”教学模式，就是
力求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

构建朴实而和谐的师生关系。
“陪伴”是一种非常好的教育理念，
“全员育人导师制”是个行之有效的

好办法。我校对“导师制”实行制度
化、规范化管理，要求每位教师至少
担任5至7名学生的导师，对学生进
行全方位指导，与学生进行真诚沟
通——每个星期至少与指导学生有
一次深度谈话，每个学期要进行一次深
度家访。以此，确保全校每一个学生，
都在教师关注下成长，在各个方面不
会出现严重“滑坡”的情况。除此，学
校还创造条件，让教师尽可能多地

“陪伴”学生，诸如参加运动会、德育
大课堂讲坛此类的活动，都要求导
师和学生在一起。

营造朴实而温馨的校园文化。我
校本着简约的原则，简单朴实地营造
温馨的气氛。校园内道路两旁绿树成
阴，花园内三季有花、四季有绿、常
年有景。教室走廊门庭、图书馆、艺术
中心、实验室、餐厅、操场、宿舍等处，
本着经济实用的原则进行装饰，一般
都是由师生亲自设计和书写。有些教
室内所摆放的各具特色、各有主题
的刊板，如成长树、丰收园等，都
来自学生的智慧。

开设朴实而有收获的社会综合
实践活动。作为县级市的高中，我
们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创造条
件，开设了草根式的社会综合实践
活动。“寻根、怀乡、人物”主题系
列实践活动，让学生根据实际情况
选做家谱编撰、家族史编写、家族
人物传记等。“环保我践行”系列实
践活动，则从身边选取自己熟悉的
或者感兴趣的活动主题，做一篇研
究论文、一份调查报告、一块展
板、一个 PPT 作品、一封倡议书
信、一份给相关部门的建议书、一
部环保行动纪录片、一幅科幻画、
一项活动设计方案等。“走进校外综
合实践基地”系列实践活动，则是基
于学校签约的实践基地，通过让学
生去参观体验、实地考察，体味各行
业人员劳动的艰辛，感受家乡的变
化以及时代和科技的进步。

（作者单位：山东省海阳市第
九中学）

做朴实无“哗”的学校教育
于银广 成丕虎

办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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