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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3月 8日，北京市广渠门中

学的每位女教师都收到了一份
小礼物——学生们自制的护手
霜。选护手霜作为礼物，是该校
生物科技小组学生的创意。这
些中学生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
探索日化用品的奥秘，“自主研
发”了这款独一无二的护手霜。
也在这一天，学校请来高级品酒
师给教师讲授红酒文化课程。
庆“三八”的这两项活动看似与
教学、学习都无关，但在北京广
渠门中学执行校长李志伟看来，
它们对学校从“高原”走向“高峰”
的发展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志做专业化校长

2016年3月，39岁的李志伟
转任广渠门中学执行校长。从
教18年，她当过班主任，做过德
育副校长，之前还是广渠门教育
集团龙潭中学的校长。虽然已
有一些管理经验，但刚转任广渠
门中学执行校长一职时，她的压
力感依旧非常大。因为广渠门
中学是一所办学质量和办学声
誉都站在了北京市“高原”地位
的名校，管理团队中大家年龄都
相近，有些甚至比她年长，如何
让团队形成合力让学校再攀上
高峰，是她考虑最多的问题。

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曾经
的德育副校长工作经历让她找
到了方向。在李志伟看来，“无
论是德育还是学校管理，都是专
业化的工作，校长必须有专业的
理解才能做出科学的决策”。

德育工作做出彩不容易。
李志伟却将之视作一门艺术，用
科学的思维配上艺术的构想，再
结合学生和学校的实际，从德育
理念与方法、课程开发、环境布
置、活动主题、教育艺术等角度
做好顶层设计。基于这些顶层
设计，学校开发了从初中到高中
37项主题活动、43项德育课程。

这样的专业化思维也被李
志伟运用到了学校的整体管理
方面。她通过与管理团队成员
的反复研讨、协商、沟通，提出了
新时期学校发展的新目标：构建
学校服务的新样态，把学校办成
有文化、有历史、有故事、有大师、
有浓厚学术研究氛围的学府型学
校。“学校的顶层设计、教师发展
体系、课程体系、学校阶段性发展
目标的制定都是专业化的工作，
校长应有特定的专业知识储备
和清晰的思路。”李志伟说。

打造教师发展3.0版

“国家提倡教育家治校，不
是说只有校长要做教育家，而是
每位教师都应该成教育家。”在
这样的认识下，李志伟结合教育
改革的新形势新要求，提出了学
校教师专业发展的3.0版要求：
专业精修、兴趣选修（跨界学
习）、关注前沿。

“教师的专业发展需求，学校
要尽全力去满足。”李志伟说，上
任不久英语教研组长找到她，反
映现在英语教学的听力和口语要
求提高了，教师很不适应，需要加
强这方面的培训。她当即表示支
持，以购买服务的形式，选择了社
会培训机构，按照教师需求定制
课程，送教到校，费用由学校承
担。按照这种思路，她先后给教
师引进了思维图训练、项目式学
习(PBL)等来拓展教师专业的深度
与广度，帮助教师实现专业精修。

在她的推动下，学校与北京
工业大学合作，邀请大学教授来
校开设教师选修课程。教师根
据兴趣和时间安排来选修，可以
跨界学习，数学教师学摄影、语
文老师学机器人，只要有兴趣，
学校都给予支持。这样的跨界
学习，被李志伟比喻为“扩胸运
动”，“教师站得高才能带动学生

看得远”。
除了与高校、培训机构合作

外，她还为教师提供与联盟校教
师切磋交流的平台。这些举措
促进了一大批教师的专业成
长，教师承担市级课题的数量、
教学比武获奖人次和层级、发
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均大幅提
升，学校用于此类奖励的资金也
因此成倍增长，形成良性的循环
和发展。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服务

李志伟认为，学校不仅要在
课程上，更要在学生成长空间和
服务支撑上，让每一名学生获得
生命成长的增量。于是，她在学
校特别设立了一个学生发展中
心，为学生个性发展服务。有学
生喜欢唱歌，向学校提出想开个
演唱会，学生发展中心立马就提
供场地、设备等保障；一名学生
在初二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对数
学的浓厚兴趣和特长，已经基本
学完了大学的数学课程，她特意
为这名学生在北京师范大学请
导师，进行一对一辅导，所有费
用由学校承担。

随着时代的进步，学生视野
变得越来越开阔，静态的校园环
境设计无法更好地满足学生的
需求。于是，李志伟将北京广播
电视传媒的移动信息平台请进
了学校，社会上的新闻、热点事
件以及一些有特色的主题教育
内容也随之进入了学生视野。
学校成立了专门的信息小组负
责学校电子宣传屏内容的策划
与安排，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

“跳出学校看世界”的要求。
“处于高原的老师开始向更

高的高峰攀登，学生的多样化需
求能够精准服务，学校也自然呈
现了向上的态势，每一个孩子在
广渠门中学就能遇到更好的自
己。”李志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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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婷

一所百年名校如何
在新世纪教育改革
大 潮 中 坚 守 传
承 、 创 新 发
展？一所优质
中学如何在促
进 教 育 均 衡
的语境下内求
优化、外有担
当？湖南省长
沙市雅礼中学校
长刘维朝在至今16
年的校长任期中，书写
了一份关于“雅礼教育”的
出色答卷。

在变与不变中发展。百
年名校都有深厚的文化积
淀，刘维朝担任雅礼中学校
长后，坚守雅礼“注重品德
教育，重视能力培养”的传
统，重视培养学生健全人
格，提出要培养具备“领袖
素质、服务精神、创造才
能”的人，为这所百年老校
的育人目标赋予新的内涵。
他的“为学生终身发展奠
基”的办学理念，“学术立
校”的发展策略，“诗意管
理”的领导哲学，无不源自
对中学教育的深入思考，对
学校发展的前瞻性考量，对
校长职责的独到理解。

时代在变，社会在变，
教师在变，学生、家长在
变，学校的发展策略、学生
培养模式、课程设置与教学
方法也要随之改变，但学校
的精神基因、个性气质不能
变，名校对社会的责任与担
当不能变，教育对生命的终
极关怀不能变。

在管与不管中引领。刘
维朝以他 16 年任职雅礼的
实践告诉我们：好校长一定
要有所管有所不管，该柔则
柔，该刚则刚，该放就放。
学校发展千头万绪，刘维朝
始终坚持“学术立校”的发
展策略，严格遵守“师德立
身”的首要标准，他的诗意
管理充满柔性的人文关怀，
使雅礼有了独特的宽松与安
详氛围。心灵舒放的校园才
会千姿百态、生机勃勃、气
象万千。

在 帮 与 不 帮 中 担 当 。
多年前，刘维朝就成立了
雅礼教育集团，进行优质
资源的示范帮扶，可以说，
在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中，雅
礼走在了前面。雅礼的帮
扶，不是挂牌子、签协议、
走过场，而是真帮实干，刘
维朝亲自调研、主动结对、
送课下乡、骨干示范。名校
长领航班工作室成立后，他
在原有帮扶的基础上，提出
了“文化引领、内涵提升、
增强信念、协同创新”的整
体帮扶策略，集团成员校联
合发表 《雅礼教育宣言》，
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和行
动纲领。

刘维朝一方面强调坚
守雅礼的文化内核，另一
方面帮助新的学校实现特
色发展。他和他引领的雅
礼告诉我们：一名好校长，
应该是一名出色的改革领跑
人，一位睿智的思想者，一
个温暖的教育人。

（作者系教育部校长国
培计划首期名校长领航班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培养基
地首席专家）

画龙点睛：

变与不变中的
担当者

刘彭芝

中国好校长·领航者系列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育报 合办

2005 年 高 考 成 绩 出 来 的 时
候，我蒙了，雅礼也有些蒙了。雅
礼中学排在长沙市第四位，大家都
觉得不能相信，不能接受。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议
论纷纷。家长、教育管理者，甚至
很多与教育不那么直接相关的长
沙人都在议论这件事。记得有一
次打车时，我说到雅礼中学，司机
脱口而出：“雅礼今年没考好。”

学校内的议论声也不曾断过：
“雅礼怎么了？”“素质教育说说可
以，怎能动真的？”“奠基奠基，考不
上好大学奠什么基？”我知道，这次
的高考成绩排名给学校教师带来
很大压力。

还有一些更加尖锐，甚至难听
的声音。面对种种质疑，我深深理
解。几名学生查到高考分数后脸上
的落寞神情，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
中。家长将孩子送进雅礼时，对雅
礼充满期待，而当期待落空时，难免
张皇失措。教师对学校过去的做法
有怀疑、说些丧气话，其实也是热爱
学校、看重学校声誉的体现。

更何况，在那种巨大的压力面

前，我也有些怀疑：新的探索不对
吗？还是要以应试为本？教育的
本真到底是什么？这是那段时间
一直萦绕在我脑中的问题，洗脸漱
口时，也常常在琢磨。有一次，妻
子问我：“你漱口漱到一半站在那
里发呆干什么？”

在自己思考的同时，我也想了
解学校领导干部、教师对这些问题
的想法。我舍弃了以往座谈、开会
的形式，采用和他们一对一交流的
方式，一谈就是几十分钟，甚至一
两个小时。一位老班主任说“拿到
班上高考成绩的时候，我眼泪一下
子就流下来了”；一名负责招生的
教师认为，招生形势会很严峻⋯⋯
就这样，我前前后后与四五十名教
师交流。

说实话，这些时候我是有动摇
的，既然大环境如此，那就一门心
思搞应试教育吧，这样大家都过得
去。但，雅礼教育只需要过得去就
行了吗？学生一定要花大量时间
才能考好吗？只考好就够吗？我
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一位孩子正读高二的老师表

示：“如果身心健康、素质全面和分
数高让我选一个，在出高考成绩的
时候我可能更多地会选分数，但其
他的时候，我会选前者。”“应试和
素质教育有矛盾，但育分和育人是
可以统一的。应该承认，我们过去
有些分寸没有拿捏好。”一位组长
拿着一叠数据分析如是说。

还有一位年轻教师给我看了
当时他班上一名学生写的信，信的
大意是，高考成绩没有出来之前，
大家都在为班级、为学校骄傲，喜
欢这里的各种活动和平台，高考成
绩一出来，就要否定自己吗？他问
我：“雅礼应该坚持什么，不应该听
听学生的意见吗？”

我开始清晰和坚定起来。育
人为本，全面发展，终身奠基，这是
教育之本，教育之常。在具体的教
育实践中，现实的力量很多时候会
让我们离本偏常。而好的教育，应
该返本复常。

那几年的探索，“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基”的理念、“自主教育、个
性教育、开放教育”的策略以及“雅
礼学生不穿校服还可以认出来”的

定位在湖南教育圈内口碑渐成。
当然，改革中还有一些问题：雅

礼在探索中获得认可的同时，有时
会略显浮躁，步子大了一点，用力猛
了一点。另外，由于学校充分尊重
老师和学生个性，整体氛围比较宽
松，也使得一些工作没有落到实
处。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观 念 的 自 觉 其 实 是 首 要 问
题。一是倡导育人和育分并重。
偏重于育人的老师，应该意识到寓
育人于知识传授、能力训练是育人
的基本路径；偏重于应试的老师，
应该多思考应试的价值和意义。
二是倡导科学应试。提倡站在学
科育人高度来帮助学生应试，反对
一味加大训练量的、阻碍学生全面
发展的应试。前者和素质教育一
点也不矛盾。三是倡导求真务
实。在求真的前提下，教育的意义
就体现在平实、扎实的行动中。

“更好地返本复常，把认真选
择的做得更好”，这是那段煎熬的
日子里，我和教师达成的共识。

（作者系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
学校长）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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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长 之 最
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教育著

作：《爱弥儿》（卢梭著）
教育教学中最有成就感的改

革创新：实施自主教育、个性教育
和开放教育策略，培养学生健全
人格。

办学管理中最有成就感的
事：创办了雅礼寄宿制中学。

学校改革最亟待解决的问
题：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在学校如
何落地。

个人小传
刘维朝，中学物理

特 级 教 师 ，国 家 督 学 。
1997 年始，担任湖南省长
沙 市 雅 礼 中 学 副 校 长 ；
2001 年 3 月 至 今 ，担

任雅礼中学校长。

改革的回旋中，选择返本复常
刘维朝

110 多年前，
正值科举废弛、新学

兴张的教育大变革时
期，雅礼中学在湖南省长

沙市西牌楼由耶鲁大学校友创
办。新世纪之初，刘维朝成为了这
座有着百年历史底蕴名校的新“掌
舵人”。在这场已有 16 年的教育
接力中，在变与不变中的选择中，
他坚守教育本真，引领学校发展，
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雅礼中学。

抓3年，看6年，心里
想着60年

雅礼中学自建校之初，学校的
校风、学风以及教育理念、教育教
学 质 量 ，就 很 受 当 地 人 推 崇 。
2001年，刘维朝接任校长时，基础
教育的版图上还盛行着“高考为
王”的导向，大部分高中校无法摆
脱应试教育的窠臼。

“怎样才能做好雅礼的校长？
做一个什么样的校长？把学校往
哪里带？”这是上任之初的刘维朝
所面临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其
实也是在教育理念上作出选择。而
他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办一所人云
亦云的学校、一所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学校，要办一所“培养学生健全人
格”、关注学生终身发展的学校。

2001 年，他提出“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提出中学
时代就是要为人的终身发展奠定
品行、学力、身心和创新基础的教
育理念，从而真正在教育的过程中
把“人”立起来。作为校长，他的坚
守与追求让雅礼教育有了根，让学
校发展有了方向。

然而，发展的路并不平坦。最
初几年，家长有疑惑，担心影响孩
子的升学；老师有不解，因为工作
压力和难度增大。2005 年高考发
榜，在长沙“四大名校”中，雅礼排

名靠后。于是，刘维朝和雅礼中学
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些家
长非常不满：“充分尊重学生个
性？这下可好了！”也有教育同行
质疑：“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上不
了好大学，怎么奠基?”

面对各方褒贬，他关在办公室
“闭门思过”，“一个多礼拜，找了三
四十人”，逐个与同事分析交流，剖
析原因，最终，他确信：雅礼的育人
策略没错，发展方向没偏，办学需
要定力，不能自乱阵脚。但“没有
升学率的素质教育是难以服众
的”，经过认真反思调整，他一方面
加强教育教学研究，提高课堂效率
和质量，一方面拓展学生成长空
间，最终实现了“育分”和“育人”的
有机结合，也让社会各界人士更加
支持雅礼中学的教育改革。

更让刘维朝欣慰的是，他看到
了学生们伴随改革落地发生的变
化。2016年毕业季时，雅礼中学一
名高三学生在毕业发言中说：“不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信息楼一层大厅
墙壁上‘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的标
语？打个比方，有人说雅礼怎么两
年没出状元了呀？其实我们自然希
望状元在雅礼，但如果是牺牲爱好
和实践的时间换来一个状元，与培
养一个品行端正、个性阳光、能力全
面的全省第十名，雅礼无疑会选择
后者，这样的教育给人的影响是终
身的。”

“抓 3 年，看 6 年，心里想着 60
年”，这是雅礼的传承，也是刘维朝
的坚守和追求。

个性化的学校，学生
的个性海洋

“我最感激雅礼的，是她用 6
年时间教会了我一个态度，那就
是：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那我就
去做，因为没有什么比成为自己更

重要了。”雅礼中学已毕业学生曹
宏伟说。现在已是职业赛车手的
他当年来考试时，雅礼中学并没有
赛车这项特长生计划，但在了解曹
宏伟的相关情况后，刘维朝决定将
他招进来，并支持曹宏伟在日常学
习之余去实现自己的赛车梦想。

教育的本真是育人。为回归
育人本真，刘维朝在学生培养上提
出了“自主教育、个性教育、开放教
育”三大育人策略。为了成就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他带领学校领导班
子，定下了以“国家课程校本化、学
生活动课程化”为主要路径的课程
建设思路，“基础扎根类、综合拓展
类、整体提升类”三大课程门类、

“社会人生、科学创造、国学精粹、
西方文明、生活百科、国际素养”六
大课程模块构成的特色课程体系
也由此诞生。于是，有了每个生命
都能绽放精彩的雅礼校园。

刘维朝说，一所支持学生个性
化发展的学校如果不能提供给学
生多样化的发展渠道，就等于没
有了选择，没有选择也就没有个
性。让喜欢射箭的孩子射箭，让
喜欢下棋的孩子下棋，让喜欢读
书的孩子读好书，让喜欢动手的
孩 子 能 创 造 ，这 才 是 育 人 的 方
向。在他眼里，生命的差异是教
育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差异存在，
教育才充满生机、充满创造、充满
趣味。

高三时就拿到耶鲁大学录取
通知书的学生戴高乐，也是一个将
大量时间花在“非主流”兴趣上的
学生。他说：“我从小喜欢小动物
和植物，初中迷上了有趣的生物实
验，一进雅礼就参加了生物奥赛
组 ，还 组 建 了 环 保 科 技 创 新 小
组⋯⋯如果仅仅为了高考，对一些
知识点的学习不会那么深入的。”
他还记得刘维朝曾经为了帮他敲
定演讲场地“亲自出马”。

追求诗意管理，涵养
独特气质

在刘维朝心中，怀抱着理想、
温情、感动和幸福的情愫，他希望
它们能在校园里深植、浸润、流
淌。在他管理下的雅礼，呈现出了
一种别具特色的诗意管理。“家长
和学生选择一所学校，往小点说，
是选择了一种教育模式，往大了
说，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他从大处着眼细处设意，坚持
将多元评价、民主公开、有法可依的
理念贯穿在学校教育的每个环节
中。一如刘维朝所说，学校发展需
要教育价值共同体所形成的合力去
推动，在这个共同体中，校长要让大
家能看清楚方向，感受到快乐，以有
品位的文化，办有魅力的学校。

2016 年高考，刘维朝作为雅
礼中学考点的主考，在教学楼前发
现一名因受伤而坐轮椅前来参考
的外校考生。他马上反复叮嘱考
务人员，一定要做好这个考生的个
性化服务，确保他能顺利高考。

对学生如此，对教职员工亦是
如此。校史馆翻修时，学校名师墙
上出现两位校工的照片，他们和所
有特级教师、学科骨干名师一样，受
到大家的尊崇，原因是刘维朝在很
多校友的回忆中多次听到两位校工
的名字和事迹。“不管在什么岗位，
能给学生留下美好回忆，影响学生
成长的就是名师。多一把评价的尺
子，就会多出一批优秀的人才。”

充分的人格尊重，让雅礼中学
成为师生校友的精神家园。每逢
假期，总有校友回到雅礼重温青春
岁月，一些在外地求学的毕业生会

“先回校，再回家”；甚至在大学校
园，也有学生身穿着雅礼校服。也
许，它会伴随许多学生一生。

长沙当地人常说，雅礼的学生，
就是不穿校服，也能分辨得出，他们
身上有一种“雅礼气质”。学校是有
生命的，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
样的生命气象。在刘维朝身上，我
们看到的是百年积淀濡染蕴涵的
厚重内敛、儒雅沉静，是几十年教育
实践陶冶的质朴仁爱、勤谨睿智；他
的心中有大爱的情怀，有不渝的信念
理想；他所植根于斯的百年雅礼，在
他的带领下已涵养出新的生命气象。

（本文由校长国培计划——中
小学名校长领航班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培养基地提供）

刘维朝：在育人和育分中“守衡”

刘维朝与学生座谈刘维朝与学生座谈。。 本文作者本文作者 供图供图

家长和学生选择一所学校，往小点说，是选择了一种教育模式，
往大了说，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刘维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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