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齐林泉 编辑：江晨宇 设计：张鹏
电话：010-82296589 邮箱：xiaozhangcn@163.com

2017年1月4日 星期三

08校长周刊 茶坊·

家长会是由学校组织开展
家长与学校、教师沟通的重要
活动平台。然而，在组织和召
开家长会时，往往因其目标简
单 、 内 容 缺 乏 内 涵 、 形 式 单
调 ， 而 难 以 有 效 发 挥 家 长 培
训、教育方法交流、教育资源共
享和教育问题研讨等功能。学校
可以从优化目标规划、优化内容
策划、优化活动组织等方面入
手，着力搭建强化家校沟通功
能 、 形 成 教 育 合 力 的 交 流 平
台，努力提高家长会的实效，
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

着眼家校合力
优化目标设定

家长会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交
流教育方法、商讨问题解决的方
案和策略、优化教育实践措施，
协调家校教育步调、凝聚家校教
育合力。因此，学校应该依据各
阶段教育和教学工作开展情况及
任务需要，结合学生的发展需
求，作用于学生正确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引领学
生健康成长。

家长会本应是充满活力、承
载家校融合教育潜能开发、家校
教育措施优化的多边研讨活动。
虽然学校向家长介绍学校管理、
教育和教学情况，反馈学生在校
学习、活动等方面的表现等，是
家长会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学
校要避免把家长会定位为以教师
单边活动为主的学生成绩和在学
校表现情况通报会的现象。不能
把家长会变为说教式、训导式、
批评通报式等难以激发家长参与
热情和兴趣的、低效率的教师

“独角戏”，更不可把家长会开成
抱怨学生、抱怨家长甚至抱怨学
校的无效会议，导致被家长排
斥。

我们可以试着从学生在校学
习生活情况介绍、学生学习成果
展示、学校办学情况和各类教育
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学校教育与
家庭教育方法交流及问题研讨等
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定位目
标、确定任务和组织内容。

立足经验交流
优化内容选择

学校教育和教学情况交流作
为家长会的一项重要内容，主题
的确定、目标的预设和效果达成
的预期，载体和素材选择，组织
形式和策略等，都需要精心谋划
和设计。要杜绝考试成绩情况通
报，更不可把对学生表现的不满
或是自己工作中的某些不愉快拿
到会议上来发泄。只有当家庭教
育和学校教育达成方向一致时，
家校融合的教育功能才会得到最
优化发挥。

研讨内容设计和问题的提
出，应在广泛调研、认真思考和
深刻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学生学
习、生活实际以及学校和家庭教
育实践现实，着眼于学生的未来
发展、素质培养和健康成长，精
心设计能驱动家长认真思考，并
引导其更新教育观念、升华教育
认知的问题，使家长的教育观念
和教育智慧，在问题的引导下和
互相借鉴的交流过程中，不断吸
纳、生成和优化。在交流形式
上，要着力避免决心式、口号式
和表功式的浮夸现象。应该科学
选择多样化的形式，充分运用资
料展示、视频和课件展示、活动

展示，以及鲜活、生动的实践案
例来表述。

借助家长会进行家庭教育经
验交流，是家长的迫切需求。班
主任应在深入了解本班学生的家
庭状况和家庭教育情况的基础
上，精心收集一些内涵丰富、事
例典型、方法科学、具有较强的
感染力和引导力的素材作为交流
内容。同时，还可邀请在家庭教
育方面有一定研究成果的专业人
员作专题报告，或邀请部分家长
与大家分享经验，力求使经验交
流的内容既鲜活、生动、接地
气，又高屋建瓴、突出理念的前
瞻性和方法的启迪性。

学生的学习成果和作品展
示，也可以成为家长会的重要组
成部分。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可以
依据学生的兴趣爱好和个性特
点，充分挖掘能反映学生知识学
习与探究、实践与创新能力发
展、个性特长发展等方面的成
果。可以指导学生依据自身特
点，精心设计和准备需要展示的
作品，使每个学生的成果、作品
准备过程，既成为知识梳理、认
知内化和成果优化过程，又成
为再学习、再实践和再生成的
自我发展过程。这样，就能使
学生的学习与发展成果、作品
内容的展示过程，既充分发挥
其自我激励和鞭策作用，又达
成加深家长对学生了解和认识
层次的效能。

精心引导智慧
优化过程组织

科学策划和有效的活动过
程组织，是提升活动效率、融
聚家校教育合力、实现多元性
和多层次目标的重要保障。提
高家长会的过程实效，应从做
好准备工作、做实过程组织和
做精活动引领等方面动脑筋。
做好会议的准备工作，既要科
学谋划和精心设计会议内容，
还需着力做好会场环境氛围营
造、议程规划安排、成果汇报
的 多 媒 体 资 料 及 文 本 资 料 准
备、接待安排和组织工作。

优化会议过程，既要依靠精
心策划的紧扣主题、内涵丰富、
凝聚力和融合力强劲的内容来引
领，更要依靠生动智慧的主持来
引导和组织。而科学有效的组织
引领，则需要主持人适时、灵活
和恰当的启示性、引导性、概括
性主持语的艺术导引。对交流的
典型事例和经验，主持人应以热
情的态度和肯定的语言及时给予
推介；对交流中反映出的问题、
意见或建议，要以包容的心态倾
听，并以探索、商讨和征询的方
式引导研讨。具有艺术导引功能
的主持过程，更能带着家长群体
在逐层深入的经验交流与问题研
讨中产生共鸣、达成共识、并生
成教育新智慧。我们这里所说的
主持人，不仅可以是班主任，也
可以是任课教师，或是学生，甚
至是家长。既然是“家校教育交
流会”，那么在这范围内的每个
人都是主角。

我们所尝试的“变变招”，
是想努力把每一次家长会都变成
家长期待的聚会，是要让家长会
最大程度地发挥育人功能。只有
把家长会还原到我们的初衷，才
能使家长会真正有效地作用于家
庭教育，作用于家校合作。

(作者系陕西省汉中中学副
校长）

家长会设计变变招
黄兆全

探索

清 晨 ， 我 早 早 来 到 学 校 ，
高兴地看着一个个学生活泼的
身 影 进 入 教 室 ， 开 始 了 晨 诵 。
我从教室的窗边缓步走过，发
现四年级某班全体学生还在重
复地诵读着本该在低年级段就熟
识 的 诗 歌 。 尽 管 学 生 摇 头 晃
脑，看似很投入，但我的心里
却泛起了涟漪。

“晨诵、午读、暮省”是我校
多年来一直坚持的经典诵读模
式，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模式让学
生亲近经典，爱上经典，使经典
融入童心。这对于提升人文素
养、丰富情怀，必定有很大好处。

学校根据课程标准和学生实
际，从 80 首古诗文的选择，到

“校园吉尼斯”经典古诗文背诵比
赛，从必选的篇章要求，到教师
自选的拓展，无不浸润着诸多语
文教师和班主任的良苦心思。从
我们代表区教体局举行经典诵读
专场，到我们在全市小学语文学
科教学研讨会展示经典诵读的成
果，都证明了我们的坚持付出，
是能够得到令人欣慰的回报的。

但是，这个班级对经典诗文
不分年级段不加选择的诵读，似
乎只是为了“应付差事”，并没有
从孩子成长需求角度进行设计。
而同一年级段有的班级却有序提

升阅读深度，而且不断扩大阅读
面，向更多名篇走去了。这也许
是因为班主任之间、语文教师之
间责任心的差异，也可能是能力
差异。那么，作为学校管理者，
如何带着教师们，帮助孩子拓宽
经典阅读的视野呢？

我感到我们对“经典”的理
解其实是模糊的，于是我和教师
们一起对“经典”一词查考解
读，发现有三种含义：一是旧指
作为典范的儒家载籍。唐朝史论
家刘知几在 《史通·叙事》 中
说：“自圣贤述作，是曰经典。”
清朝文学家纪昀在 《阅微草堂笔

记·槐西杂志四》 中说：“祭祀之
理，制于圣人，载于经典。”就是
指典范的儒家载籍。二是指宗教
典籍，如 《圣经》《古兰经》《大
藏经》 等。三是指文献典籍，如
李约瑟 《中国科技史》、司马迁

《史记》 等。
我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古

今中外，各个领域中那些典范
性、权威性的作品，就是经典。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它们的价值是在洗尽铅华后
经得住历史沉淀的。因此，我们
在校园里倡导不拘泥于中国经
典，而要放眼到世界，不拘泥于

古代的经典，而要把时光延伸到
近代、现当代，还要不拘泥于文
学，把领域拓展到艺术、科学、
哲学、美学等。一句话，打开孩
子的经典阅读之窗。

比如，我们尝试在“一班一
国，一校一世界”统整式课程
里，“趁机”融入该国文学，把文
学作为了解世界各国的一个“入
口”。很快，“智利班”就行动起
来了，在继续古诗文经典诵读的
同时，“插播”一段智利诗人巴勃
鲁·聂鲁达的诗歌 《硝石颂》：

“硝石呀，你是皓月的片屑⋯⋯”
我们引导孩子们在研究国家历

史、地理、风土人情、内政外
交、文化艺术的同时，透过该国
文化经典，更加深入、理性地认
识这个国家。

帮助孩子们打开视野，不在
于要求他们去掌握“体系”或

“架构”，而是让他们在熟诵李
白、杜甫、白居易诗篇的同时，
还知道龚自珍、戴望舒、顾城，
是让他们在了解中华诗文经典的
同时，还知道雪莱、普希金、惠
特曼，是让他们在信手拈来“牧
童遥指杏花村”的同时，还知道
罗丹的 《艺术论》、黑格尔的

《美学》、毛泽东的 《矛盾论》。
我们丝毫不小觑我们身边的孩
子，在我们眼里，他们的头脑不
只是可以装载知识的容器，而是

可以点燃的火种，一点点燧石撞
击的火星，就可以帮助他们燃起
熊熊的求知之火。

这仅仅是打开孩子们经典阅
读之窗的方法之一，我们所作的
这小小尝试，也许就是一点燧石
撞击的火星。我想，我们的学校
教育之道，正是通过这样轻柔的
动作，为孩子们打开一扇扇窗，
指给他们看那多彩的外面，从而
产生“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的憧憬。

（作者系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
实验小学校长）

打开那扇经典之窗
杨剑英

拓展孩子的经典阅读视野 何学锋 供图

三味

我参加过几次校长培训，几
乎每一次培训都少不了一个内容，
那就是校长的使命、校长的课程领
导力等。培训专家常常会说：“学校
的工作中心就是教学工作，学校的
一切工作都是围绕教学中心开展
的。”仔细想想，这里的“教学”
工作，在多数人的理解里，就是
指把课上好，把分数提起来，使
学校更有“竞争力”。

我们的教育在承载越来越重
的责任。随着社会物质文化发
展，家长、社会都对教育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对孩子的成长予以
更多的期待，对学校教育所能提
供的成长支持也相应地在不断提
升标准。如果还是坚持把“教
学”简单理解为教书、教考试、
抓分数，也许教改就很难有更大
的突破。当前，“核心素养”已经
成为教育热词，其核心是培育

“全面发展的人”，这里的全面发
展又包含了“自主发展、文化基
础、社会参与”三个方面。显
然，这单单依靠抓分数是不能完

成的。然而多年来，我们的教育
总是受人垢病，总是难以突出重
围，原因就是我们往往主动或被
迫地将“教育”矮化为“教学”，
又将“教学”矮化为“抓分数”。

“教学”是学校育人最主要的
实施方式，各方面的育人目标主
要是落实在教学工作中，而教学
要“教”学生“学”会成长。多
年来，我们在片面理解“以教学
为中心”的思想下，更多是用分
数来评价教师和学生。学校在这
个评价体制下，往往容易过分强
化“主要科目”，而忽视立德树人
的工作，音乐、美术、体育等课
就会被占。班会课被占的情况也
不鲜见，这里既有教师想把更多
时间交给考试科目的原因，也有
可能是教师并没有想过如何上好
班会课，因为那似乎与评价没有
关系。

很 多 教 师 不 会 设 计 教 育 活
动，不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在
一些教师眼里，只有成绩好和成
绩差这两类学生。如果学生的个

性、特长得不到应有的关照，那
么过重的学业负担将使学生的品
行得不到完善、生活综合能力得
不到锻炼。我常常担心，在这样
的教育管理下，会不会有学生在
唯分数论的氛围中走向了极端，
而早早地凋零了本该灿烂绽放的
青春呢？

这样看来，只有坚持育人为
中心，才能让教育回归本位，促
进人的健康发展，也只有坚持育
人为中心，学校的办学思想才能
在学校工作的各个环节得到落
实，才能有效推进教学改革在正
确的道路上前进。

面对现实，越来越多的办学
者清晰地认识到，学校办学思想
是一所学校的灵魂，是统驭学校
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办学思想
体现了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体现
了国家意志，体现了学校育人特
色。科学的办学思想，能够有效
涵盖学校教育的方方面面。在科
学思想的引领下，学生的身心健
康、文明素养、科学精神、责任

担当等都能得到相应的发展。一
所学校的办学思想是让每一个受
教育者身心都得到健康发展的校
本化思想表述，能指导这所学校
真正走向远方。只有把服务于学
生发展作为思想中心，针对学生
的发展来设计学校工作，学生的
身心健康、文明素养、科学精
神、责任担当等才能得到相应有
效的发展。

但是，尽管我们在努力转变
观念，尝试给学生提供更完善的
校园育人环境，却又常常被评价
机制的制约牵制在了原地。我曾
看到很多学校，建起了漂亮豪华
的阅览室、音乐教室、书法教室
等，功能齐备，但使用率并不
高，甚至很多学生一学期也不会
进去一次，因为在分数上的“撕
扯”致使师生都失去了多样性选
择的自由。

因此，我们亟待设置更适合
的评价方式，来满足学生个性化
成长、多样化发展的需求，从而
培养出满足社会多元化发展需求

的人群。而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
调整，也需要学校作为先驱进行
个体尝试，策略改进与实践探索
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学校可以根
据自己的育人目标和学生的成长
需要，将国家课程校本化地落
实，并且开设更多有个性的校本
课程。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将

“教学”由“砍去枝桠”、反复操
练改进为全学科、有参与、有合
作、有共鸣的生态过程，由此将
学生的学习引入良性循环之中，
而学生也能在愉快、主动的学习
情绪中，形成持久的积极向善、
向美的生活热情。

我想，我们现在所走的教改
之路是前人从未涉足的“无人
区”，我们在未知中摸索。在分数
仍然是教学考核的重要指标的状
态下，只有把“教学”的涵义读
完整、读准确，我们的教改路才
能走得正确、走得踏实，也才能
不断取得更大的成绩。

（作者系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
范家小学校长）

读准“教学”方能走对教改路
张平原

家长受邀进校园与孩子共迎新年 CFP供图

读了2016年12月21日《中
国教育报》第7版校长周刊孟庆
昕校长《借力案例分析，调整管
理脚步》和李江校长的《尊重教
师也是“技术活”》 这两篇文
章，我对学校制度化管理产生了
一些思考。

孟庆昕校长提出撰写学校管
理案例是一种促进校长专业成长
的有效方式，也是提升学校管理
水平和品位的重要手段。李江校
长则认为，如果校长能切实做到
尊重教师，就好像掌握了一串密
码，能够顺利打开教师管理之
门。

两位校长都把学校管理的重
心定位在了深入一线。同时，李
江校长在文中还提到了“学校也
要建立起保障教师合法权益的制
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教师能
够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学校管
理。”对这一点，我尤其深以为

然，并且觉得学校应该建立并完
善全方位的管理制度。学校管理
不能只依靠校长的个人素质，更
重要的应该是用科学的制度激励
全员的参与。

在社会民主与法制意识普遍
逐渐增强的今天，制度对一所学
校的“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有
着基石的作用。商秧变法之后，
王座虽数易其主，但是制度被很
有效地保持了下去，为秦国的脱
颖而出奠定了基础，这不能不说
是秦国的叨天之幸。

学校不能总是指望靠“强
人”来管理，一方面“强人”的
管理力度往往是用牺牲学校里的
一些甚至很多民主氛围来换取
的，另一方面当“强人”离开这
所学校，如果没有留下深植校
园、化进人心的制度，那么原本
在强势管理之下打造的所谓“教
师团队”也许会很快瓦解，变成

一盘散沙，而学校很可能会陷入
不堪的境地。

“依法而为”与“靠人来管”
相比，可以大大降低人的水平素
质变化对管理质量产生的影响。
比如，学校工作相对具有较强的
规律性，每一学年、每一学期周
而复始，共性颇多，多数都不是
随意的、突然的或是不确定的。
对于需要做的工作，建立一份学
校学年度各科室、各级部、各学
科工作安排一览表，各种工作什
么时候做、由谁来做，各种材料
什么时候交、交到哪里、交给
谁，都责任到人、各负其责，然
后全校领导、教师按表施行，可
以做到“不是老马也识途”。

又如，对还不太会上课的教
师，一个易于操作的教学模式比
多么高深的教育理论都实用；对
管理经验不足的校长，一套便于
执行的规章制度比多么高明的管

理艺术都管用。制度化管理是补
长短板最高效的手段。

制度化管理也有利于提升教
职员工的个人素质、工作热情和
敬业精神，有利于提升学校的整
体战斗力、核心竞争力。学校管
理绝不只是校长一个人或学校领
导班子一小部分人的事，需要学
校教师乃至学生的全员参与。领
导不要埋怨下属无能，因为管理
者的工作就是让下属有能。学校
管理制度要让人人有事做，事事
有人做，时时有事做，自己主动
做。

麦当劳的总裁弗雷德·特纳
说：“我们的成功表明，我们的竞
争者的管理层对下层的介入未能
坚持下去，他们缺乏对细节的深
层关注。”由此看来，学校管理也
同其理，要不得一言堂，而要能
够直抵基层教师内心，创设让基
层教师直接参与学校管理的条

件，并且用制度来充分保障教师
在这方面的权益。

因此，校长想要成为一名
“好校长”，就必须为学校努力设
计和完善各类规章制度，以制度
立信，决不能朝令夕改、人大于
法。在同一件事情中，也许同时
存在着正确因素和错误因素，这
也没关系，在不违背规章制度、
不违反公平原则的前提下，相信
领导层的智慧能带领学校作出合
理的决断。当然，再好的制度也
需要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绝不
能固步自封。

如果校长能带领全校师生，
将学校管理建立在制度之上，以
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推进学校发
展，那么实现“垂拱而治”的学
校管理状态，也许就不再是我们
遥不可及的理想了。

（作者单位：山东省淄博市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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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是学校“垂拱而治”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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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作的这小小
尝试，也许就是一点燧石
撞击的火星。我想，我们
的学校教育之道，正是通
过这样轻柔的动作，为孩
子们打开一扇扇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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