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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北京市丰台区西马金润小

学藏在社区之内，乍一看没什么
特别，但走进教学楼，走廊墙壁上
一张张学生创作的经典绘本画，
如《疯狂星期二》《奥莉薇》《让路
给小鸭子》《我是霸王龙》《逃家小
兔》等，色彩绚丽，十分打眼，有的
画得精巧，几乎跟原作无异；有的
大胆创新，让人拍案叫绝。走进
班级教室，每个班都安装了两层
书架，图书少则一二百本，多的达
三四百本，且都是跟该年级学生
年龄相匹配的童书。教室后面
的黑板报内容丰富，展示着学生
的阅读故事。那些暖暖的、跳动
的、有爱的文字，散发出这所学
校特有的书香味儿。

而这一切的打造者，就是校
长赵秀云。

请来阅读专家做顾问

赵秀云明眸善睐，温文尔
雅，颇有书卷气。在同事们眼
中，这种天然的亲和力，多半跟
她爱孩子、爱读书，尤爱读童书
有关。她的办公室也有点绘本
馆的意思，有同事去找她，见桌
上有好看的童书，便心安理得

“借”去看。
其实，2008 年到西马金润

小学当校长时，赵秀云并不知道
如何开展阅读。学校老师知道
童书是个好东西，有助于强化孩
子的语感，还能帮孩子的语文学
习拿高分，但对怎么带孩子读却
一筹莫展，往往想到哪就读到
哪。后来，她请一些阅读专家到
校培训老师，帮助老师梳理童书
阅读的理论与实践，指导他们如
何开展班级阅读。

渐渐地，老师们对童书有了
与以往不一样的认识，从选书、
主题阅读到借助童书开展绘画、
写作、表演、阅读评比等，越来越
熟烂于心，学校读书活动渐入轨
道。一、二年级主要开展图书漂
流，三年级到六年级是疯狂推
荐。活动开展得好的班级，赵秀
云给予奖励，根据老师的特点多
配好书。2016 年“世界读书日”
那天，学校还组织了画海报、读
绘本、走红毯、看电影等活动，搞
得跟美国奥斯卡颁奖一样热闹。

在专家指导下，老师读得
深，孩子们读得欢。不少学生还
成了资深小专家，如任莉媛班级
的学生在三年级时就陆续读完

《纳尼亚传奇》、曹文轩的美文小
说及“上下五千年”系列等。这
个班级还开展了共读罗尔德·达
尔作品活动，不仅通读了全部作
品，还有意识地了解其生平与创
作特点，以至于在某出版社举行
的罗尔德·达尔作品研讨会上，
几名学生作为读者代表给出了
颇有见地的看法。

把书读得再深一点

任莉媛老师至今还记得班
里掀起的那股罗尔德·达尔阅读
热：“全班同学都被一种魔力牢
牢地吸引着、控制着，那就是读
达尔所带来的快乐。孩子们课
间时在读，吃饭时在读，甚至上
课时有些同学也偷偷地读。”

不少学生还给达尔写信，表
达抑制不住的激动。一名学生
就如此写道：“达尔爷爷，你好，
我 十 分 佩 服 你 那 丰 富 的 想 象
力。你可以想出巨人吹梦，用巧
克力做房子，好厉害啊！你的想
象宛如天上的白云一样纯净，真
希望您多写点儿像小查理、玛蒂
尔达一样可爱的人物。”

在赵秀云的推动下，学校
童书阅读持续深入，许多班级
都开展了专题阅读。老师们还
根据自己的个性，建立起历史
班 、 科 普 班 、 漫 画 班 、 绘 本
班 、 曹 文 轩 班 等 特 色 阅 读 班
级。除了达尔班，还有李奥尼
班——有个班级钻研美国童书
作家李欧·李奥尼。这个班的
学生读 《田鼠阿佛》《小黑鱼》

《玛修的梦》《自己的颜色》《亚
历山大和发条老鼠》《一只奇特
的蛋》 等作品，还画出李奥尼
的年谱，在老师的引领下，他
们深入品读。走廊里展出的画
作，有好几幅就出自这个班级
的学生之手。

把阅读与教育合而为一

学校一年级班里有个轻度
智障的孩子，怎样让班里的其他
孩子能主动照顾她呢？这个班的
阅读老师没有过多说教。在午休
时间里，她给学生们讲了绘本《不
一样的兔小弟》。孩子们静静聆
听着，一下子就听懂了，原来故事
里的兔小弟就是他们班的那个特
殊孩子，他们意识到每个人都要
承担起照顾她、保护她的责任。
从那以后，学生们都主动帮这个
孩子打饭、上厕所、带她玩。同龄
孩子间的关爱，让这个孩子更喜
爱学校、更加热爱班级，孩子父母
也对老师和孩子们充满感激。

在这个班里，一名学生的姥
爷去世，她的妈妈沉浸在失去父
亲的痛苦中无法自拔，而从小被
姥爷一手带大的这名学生，却能
调节好自己的情绪，甚至反过来
安慰妈妈。在赵秀云看来，很大
原因是此前班里开展过一系列
有关生命教育图书阅读的活动，
如《一片叶子落下来》《獾的礼
物》《爷爷的红脸颊》等，都让孩
子们懂得很多。

在书香的浸润下，西马金润
小学的孩子们越来越知书达礼，
明白要爱同学、爱生命，更要做好
自己。一次，学校一位班主任因
家里有事，请了 4 天假。当她回
校询问这一段时间班里情况时，
科任老师都说班级秩序比她在时
还要好，学校常规评比成绩突出，
外出实践活动也特别出色。为什
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孩子们的回
答是因为《谁需要国王呢？》让他
们明白了自我管理的重要性。

2016年 9 月，在教学主任高
金霞的组织下，学校悦读驿站成
立，这里从此成为她和孩子们最
喜欢的地方。

“面对不同的孩子、不同的
家庭，传统的学校教育有时是力
所不及的，或者说是无力的，
但教育触不到的可以交由阅读
来解决。”赵秀云说。读书活动
启 动 7 年 来 ， 学 生 们 更 爱 学
习，更明事理，学校也因此先
后被评为丰台区“学生阅读素
养提升工程”首批项目学校、
北京市首批“校园阅读促进”
项目校。这里，成为孩子最留
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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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贵勇

跟孩子一起阅读。 赵秀云 供图

教育部 2014 年年底启动
的“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首
次明确提出，将“名校长工作
室”作为名校长培养工作的主
要策略之一。江苏教育行政干
部培训中心在工程启动不久，
就为参培的 8 位校长挂上了

“名校长工作室”牌子，同时按
照教育部文件精神，对名校长
工作室的工作开展提出了一些
原则性建议和要求。但在具体
落实方面，各位校长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其中，来自福建三
明的林启福校长工作是卓有建
树的。

林校长十分用心，工作室
工作思路和策略精准。林校长
工作室具体活动方案完整、系
统、缜密，从工作室校长学员到
学员所在学校，从“扶贫”“扶
志”到“扶业”，可谓精心考虑，
认真策划。从对象看，不仅帮
助校长，而且帮助学校，这恰恰
与本中心落实教育部培训文件
精神过程中明确提出的“双主
体发展策略”相吻合。从内容
看，“扶贫”，提供一定的发展资
金的赞助；“扶志”，提供的是教
育理想、信念精神支撑；“扶
业”，则是从教学技术、方法和
教育管理理念和策略层面提供
必要的指导。这些，瞄准的是
工作室学员成长和成员所在学
校发展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迫切需要补上的“短板”。

林校长一片真心，工作室
工作开展得扎实。林校长对于
工作室成员所在学校投入的是

“真金”。他自己的学校并不富
有，几乎可算“弹丸之地”，建筑
陈旧，教学设施的现代化水平
较低，但他和他的团队真心希
望广大农村地区的学校能够与
其同步发展。林校长对工作室
学员的培养采取的是“实招”。
他不仅如常规的那样，让学员
到三明学院附小来集中学习、
跟岗，面授机宜；更多的是，将
学员们一并带上参与自己在江
苏基地的“必修”，或者另行安
排在江浙沪一带名校跟岗学
习。一年多来，他 10 余次只身
或者率团赴学员学校交流、诊
断和指导。

如此走心的“培训”，带给
学员及其所在学校发展的“增
值”。笔者多次在江苏、福建多
地与林校长工作室学员接触交
流，从他们的神情态度、教育言
说，尤其是他们教育情怀的提
升、教育理念的变化，充分感受
到学员在工作室中日新月异的
成长，感受到学员对林校长及
其团队成员和所在学校的真心
感激之情，也深深体会到真心、
用心而为的名校长工作室的巨
大意义和价值。不仅如此，工
作室成员在所在区域的引领和
示范下，积极主动地辐射和推
动，其产生的“几何增值”“溢出
效益”和“传递效应”，可能早已
大大出乎本项培训的设计者、
执行者的意料。

（作者系江苏教育行政干
部培训中心常务副主任）

画龙点睛：

用心、真心
才走心

严华银

中国好校长·名校长工作室系列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育报 合办

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
我的导师林启福校长带着工作室
成员一行突然来到梅列区陈大中
心小学。这真是一次突然的到
访，令我有些措手不及，要知道那
时我接手这所学校仅一年多。

步入校门，映入导师一行眼
帘的是校门口刚落成的金拇指立
体校标，还有一旁极不协调爬满
青苔的学生宿舍楼、楼边无精打
采耷拉着顶子的教师车棚。放眼
看去，空旷的水泥操场，刚粉刷的
教学楼，一切显得那么局促，那么
空洞。

时值课间，导师一行深入师
生间搭语细谈。

“在教学中，你的教学主张是
什么，可以用几个关键词说说
吗？”

“孩子们，喜欢学校吗？最喜
欢学校的哪些课程？”⋯⋯

陪在导师身边，我明显感受
到了师生们也和我一样，面对这
位谦和、儒雅的长者，一副手足无
措的样子。那一天，留在导师一
行心底的是，这所农村学校的教
师缺乏教学上的自信心，孩子们
调皮无度，不关心自己的学习。

带着略为沉重的心情，我带

着导师一行来到我的那间因外墙
渗水而内墙显得斑驳的校长室。

一壶热茶烧好后，大家打开
了话匣子。我和盘托出了打造金
拇指赏识校园文化的美丽构想。

“仅有一个金拇指校标是不够的，
赏识源于认可，如何将赏识教育
依托校园文化润泽到师生的心
灵？如何赏识教师唤醒他们职业
的原动力，追寻职业的幸福感？
如何欣赏学生爱学乐学，让他们
的童年既快乐又过得有意义？如
何将赏识教育与家庭教育相融
合？如何将赏识教育升华为全体
师生和家长的福泽？”林启福导师
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了一个又一
个我未曾思考的深度命题，我当
场无言以对。

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一夜
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导师林校
长就给我来了一个“救急”的电
话。“赏识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
你是不是可以结合‘福泽’思想的
教育观从‘赏识’的立场上去打造
这所乡镇中心小学⋯⋯”恩师一
番话语，我瞬间茅塞顿开。之后，
我马上召开学校行政会，在学校
顶层设计中确立了金拇指赏识教
育的办学主体思想。导师林校长

也常常通过微信交流和工作室活
动碰头，和我深入交流凝练学校
办学思想的举措和建议，推动我
在思想高度和行动实践下更好地
让“赏识”教育落地生根。

“赏识，是为了给孩子更好
的。”两年多来，恩师谆谆教诲，一
路相携，陈大小学旧貌换新颜，校
园、师生都发生了喜人的变化。
走进今天的校园，校门口相迎的
依然是金光闪耀的金拇指校标立
体雕塑，但走进校园里，我们的

“赏识”文化不再仅仅是墙上的符
号，我们发挥校园文化的最大功
能，努力让“每一个墙壁都说
话”，那熠熠生辉的百赏墙、爱
意温存的赏识心语墙、清新大气
的“爱”“乐”“细”“恒”“信”
五心文化石，寓意培养德艺双馨
之学子的旭日琴池。在提炼“赏
识”教育的办学进程中，我把办
学的抓手聚焦在课程的开发建设
上，将学校乡村少年宫更名为

“金拇指乐园”，开启学生艺体成
长“24K足金工程”。

“办好一所学校，最根本的就
是看校园里是否有孩子快乐的笑
声，是否能看到脸上洋溢着幸福
感的教师。”导师林校长的教诲成

为了我办学思考的源泉。“24K足
金工程”里，我们倡导在学校就读
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参加一项艺术
体育项目的学习，每学年举办一
次金拇指乐园文艺汇演，给农村
的每个孩子一个展示的平台，让
孩子们在赏识中获得幸福成长的
动力。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赏识”
也成为了润泽教师成长的文化主
流。学校启动了“魅力教师”评
选，开始用心打造“魅力教师团
队”。教师们的个性特长被最大程
度激发，在工作中主动作为，业
务精进了，精神面貌也有很大的
改观。

短短两年，陈大小学的“金拇
指赏识教育”在导师“福泽教育”
的引领下，获得了教育主管部门
的高度肯定和社会群众的广泛赞
誉。2015年以来，省内有300多
人次来校参观学习，“金拇指赏
识教育”在省教育厅、省文明办
组织的全省农村少年宫现场会上
作典型经验介绍。去年9月，虽
然我已调到了其它学校，但赏识
教育在该校已然生根。

（作者系福建省三明市梅列
区第二实验小学校长）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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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更好的赏识
叶文香

阳春三月，草木萌动。教育
部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

“林启福名校长工作室”领衔人、
三明学院附属小学校长林启福，
又一次来到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
槐南中心小学，为山里的孩子送
来翘首以盼的“大礼包”——书籍
与体育用品等，还有他“深切关怀
当下每一个生命”的教育使命。

设施帮扶重“扶贫”

三明市位于福建省西北部，
属于“山路十八弯”的典型丘陵地
区，是森林覆盖率和负氧离子含
量极高的山区，四季常绿，美景如
画。“在生态环境极具天成的优势
下，我们也应直面山区教育生态
相对滞后的问题。”林启福说。自
2015 年 9 月“林启福名校长工作
室”成立起，他的视野就从本校拓
展，把目光投向工作室成员学校
以及本区域内其他薄弱学校的全
面发展上。

工作室 8 位校长成员里有 3
所乡镇学校和两所村级学校的校
长。这些薄弱学校办学条件相对
落后，教学现代化设施不足。为
彻底拔除“教育穷根”，工作室通
过深入学校实地考察等方式，着
力从提升薄弱学校硬件设施开
始，促进办学质量改善。

2015年11月，工作室为大田
县太华中心小学送去一批 3000
多元的学具和保温杯，提供 1 万
元资金用于学校添置基础设施；
同年 12 月，又为大田县文江中心
小学全体学生采购了共计 5000
多元的图书和体育器械。尤溪县
梅仙中心小学是“林启福名校长
工作室”“手拉手”帮扶的薄弱校

之一，工作室为其送去了 5000 元
的基础办学改善资金，同时为其
所管辖的村小送去了 2000 多元
的学具，又为尤溪县梅仙镇东头
村投入 5000 多元，举点滴之力帮
助改善村民阅览室等教育文化配
套设施。

在林启福的眼里，教育帮扶
没有地域之分。2015年12月，林
启福获悉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十四
师皮山农场第二小学迫切需要图
书，他组织全体师生开展“同在蓝
天下 共享一本书”的图书捐赠
活动。3000多册共计5万余元的
图书满载着附小师生浓浓情谊辗
转 3 个多月，终于送到了千里之
外的师生手中。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近两年来，工作室以牵手企业家
协会、商会募捐等方式筹措资金
近 10 万元，为尤溪、大田、永安等
10 多所学校改善了办学条件，解
决了它们当下最实际的困难。

管理帮扶贵“扶志”

为更好地建设名校长工作
室，让领航校长在“领跑”中带动
一批好校长学有榜样、赶有目标，
林启福以活动为抓手，通过“请进
来”“走出去”“晒实力”等举措，提
高工作室骨干校长理论修养和实
践能力，实现办学思想与办学行
动的统一。

“请进来”，就是充分发挥“校
长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
班学习的各种资源，邀请一批在
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教育专家
团队深入学校，开展“个性指导、
提升创新”等服务项目，助推领航
校长形成广泛的影响力，推动区

域基础教育改革的发展。
“走出去”，就是在省教育厅

和市教育主管部门的大力指导和
支持下，积极创造骨干校长跨县、
跨市甚至跨省学习的机会与平
台。工作室先后组织了“江苏教
育行”跟岗学习交流活动，到苏州
市吴江区盛泽实验小学、常州清
英外国语学校、南京市陶行知小
学 3 所名校进行考察学习。这些

“走出去”的“扶志”计划，俨然是
一场场思想的冲击与碰撞，让工
作室的骨干校长们打开了固化的
教育视野，重新点燃了办学理想
与激情。沙县夏茂中心小学校长
周丽婷在跟岗小结中写道：“责任
与使命同在，这一切因为学习碰
撞有了重新的建构与理解。”

“晒实力”，就是要求知行合
一，要将学习成果转化为落地的
教育实践并敢于晒出亮相。林启
福要求工作室成员每年阅读教育
专著不少于 4 部，撰写读书笔记
不少于 1 万字。还特别聘请一些
教育专家作为工作室理论研究和
实践指导导师，常年为成员们提
供理论指导和意见咨询，帮助学
员开拓思路、提高认识。

林启福特别重视校长们的理
论修养和内在能力提升，通过与
薄弱学校校长结对帮扶、巡回讲
学、名校长论坛、成果展示、校园
文化建设现场交流会等形式，宣
传推广自己的教育思想，引领其
他学校校长开展理论和实践研
修，提升理念能力。同时，在示范
引领过程中进一步检验、丰富、提
升自己的教育思想，并帮助成员
学校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思路，
精准定位学校独特的办学发展之
路。近两年来，梅列区陈大中心

小学“金拇指赏识教育”、沙县金
沙小学“生态幸福教育”、沙县夏
茂中心小学“尚美教育”、闽侯县
甘蔗中心小学“自信至和”文化理
念、大田县城关第三小学“真知善
行”教育主张、太华中小的“养正
教育”等，在工作室的助推下，办
学理念、办学品牌开始凝练，不断
成熟、发展。

教学帮扶力“扶业”

俗话说：术业有专攻。林启
福认为，“送培送教”活动是最直
接、最实际的一种帮扶。他希望
工作室的骨干成员校长和薄弱校
校长、教师，能在专业发展领域
不断提升人文素养和学科素养，
在课堂上践行“以人为本”的发
展理念，真正站在儿童的立场实
施教育教学，办儿童喜欢的学
园、乐园，成全每个儿童生命成
长，助力儿童向往美好，拥有更幸
福的人生。

“林启福名校长工作室”成
立以来，林启福身体力行，积极
参与市教育主管部门开展的义务
教育管理标准化检查指导，检查
评估指导培训涉及 12 个县市区
30多所学校。工作室卓光淮、叶
文香等骨干校长也主动作为参与
市、区教育主管部门举办的“送
教送培”活动，并利用自己所在
学校优质师资资源，充分考虑帮
扶学校实际需求，依学校需求选
派教学技艺精湛的学科教师到农
村学校支教或送教。

“送教送培”活动，将“打
磨出精品”这一前沿的课堂教学
改革理念，贯彻落实到课堂上，
将送培学校最新的课堂教学成果
与个人教学特色相结合，呈现出
扎实有效、灵动个性的课堂风
采，给予农村教师最直接的示范
和引领。

“每一次送教送培都是‘雪
中送炭’，都是当下教育教学最
前沿的引领。”大田县太华中心
小学校长苏元炜说道。

近两年来，工作室联动学校
组织“送培送教”活动 12 次，足迹
遍布永安、沙县、大田、尤溪、梅列、
三元等 8 个县或区的 12 所学校，
送培15人次，送教23节。通过跟
岗学习、名师带徒、送教送培、入校
诊断、巡回讲学、教育思想报告会
等多种形式，以实施“学校帮扶工
程”“教师帮扶工程”为载体，引领
了 100 多位名师、校长跟岗成长，
培养带领出了一批具有引领示范
作用的骨干校长团队，用“高
速”火车头带动区域内兄弟学校
和薄弱学校又好又快地发展。

（本文由校长国培计划——
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江苏教育行
政干部培训中心基地提供）

林启福校长工作室：

高速火车头 牵动每一个
为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大

社会影响力、能够在基础教育
事业发展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的教育家型校长，2014年教育
部启动了“校长国培计划”——
卓越校长领航工程中小学名校
长领航班。首期领航班遴选的
64名学员，是我国教育改革的
积极倡导者和先行者。我刊本
栏目从2016年4月6日开始，
与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合办“领
航者”系列，对邱成国、迟玉英
等40名校长的教育思想和实
践，进行了集中生动的跟踪报
道，传播了他们的教育智慧，推
广了他们的办学经验。从本期
开始，新开“中国好校长·名校长
工作室系列”，围绕领航着力，
集中反映这些教育家型校长如
何通过名校长工作室平台，发
挥种子的作用，实现在领域内
和区域内的逐级传递和领航。

——编者

给孩子们送“大礼包”。 本文作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