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齐林泉 编辑：李萍 实习生：魏晓宇 设计：丁京红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589 邮箱：xiaozhangcn@163.com

2017年4月26日 星期三

06校长周刊 人物·

【链接】

走进上海市金山区兴塔小
学，就能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
宣传展板在介绍足球，教室板报
画着足球，就连路灯、垃圾筒也
都是足球造型⋯⋯征战国内国
际赛场，兴塔小学的足球队早已
远近闻名。若非问起，真的很难
相信，一手打造这座“足球公园”
的校长张国勤，真的不会踢球。

为省钱，乡村学校“以
球强体”

说起让孩子们踢球的初衷，
张国勤大方地表示：“就是想省
钱。一个足球可以很多人踢，场
地大一点小一点无所谓。”

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
当时张国勤还是兴塔小学的教
导主任。“周一升旗，看到小朋友
们在操场上站着站着就站不住
了，想搞些体育活动提高身体素
质。”虽说地处上海，兴塔小学却
是真正的乡村小学，操场只有一
条煤渣跑道，场地也是“癞痢
头”。选择足球，是经费不足的
权宜之计。

如今的兴塔小学，早就建起
了标准化的足球场，因为使用过
多，磨损厉害，不久前还进行了
大整修。“我们现在每个班级每
周上一节足球课，这是排在课表
里的。校队原来的训练计划，也
已经被开发成校本教材。900人
的学校，在用的球就有500－600
个。”张国勤指着正在踢球的孩
子们介绍。

“我是以足球为抓手，推进
学校的体育活动。”张国勤回忆，
以前教师一到学校，就组织学生
读书、做题，抓文化成绩。“这样
肯定不行！7：40到8：20的时间
要空出来，搞大课间！”他让所有
小朋友全到操场上去，以班级为
单位开展体育活动。

现在，兴塔小学的操场上，
再不会有人东倒西歪了，孩子们
玩得开心，教师也参与其中。为
了形象，张国勤有时会西装革
履，但这也不妨碍他偶尔去和小
朋友一起踢足球，“不太会踢，就
是喜欢。”虽然自己球技不佳，但
他觉得自豪的是，无论学生身体
素质测试，还是阳光体育综合考
核，近几年学校都在金山区名列
前茅。

提素质，体育精神“以
球润德”

兴塔小学揽尽上海各类足
球赛事冠军，还获得了2016年
的“美国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
请赛U11组别亚军，同时又是教
育部2015年公布的全国首批足
球特色学校之一⋯⋯有人羡慕
兴塔小学赶上了校园足球的好
时候，可是张国勤自己知道，就
算是三四年前，“校园足球”也不
是什么流行概念。即便如此，
2004年学校建新校舍时，他还是
打定主意要围着足球转，并逐步
将学校的“足球人口”，从兴趣班
成员扩展到每位学生。校队也
由男女生各组成一支队伍，每个
年龄段都有梯队，就连一、二年
级也有预备队。

“我们是一所农村小学，90%
以上学生都是农民的孩子，相对
市区，师资也没有优势。但是一
所学校要办好，关键要有一个办
学的灵魂。兴塔小学的学校精
神就是8个字，‘团结协作，永不
服输’”。而真正把足球和学校
精神联系起来，张国勤也经历了
一次思想的转变。“因为小朋友
中独生子女比较多，比较以自我
为中心。但是让他们踢足球，必
须要配合，慢慢发现还有培养小
朋友中团队精神的作用”。“以球
润德”的概念就这样被提了出
来。

体育精神的内涵很广，常见
的有“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
在足球领域，还有知名的公平竞
赛奖，以及广大足球迷最看重的

“精气神”。身为老申花球迷，现
在的上港支持者，张国勤也很在
乎这个。“你只要精气神踢出来，
配合打出来了，确实技不如人，
就算输了也没关系。但要是恶
意犯规，这是绝对不行的。”

“校园足球，关键还是要育
人。咱们这些孩子不可能将来
都是球星。要发现一些苗子，大
多数还是要培养一种精神。校
园足球真的不能功利，还是要纯
洁一点。”张国勤道。

升成绩，全面发展“以
球促学”

看孩子们足球比赛训练之
后的操场，就知道兴塔小学的学
生素质不低。他们不仅自己不
乱丢果皮纸屑，就连对手留下的
空水瓶，有时都会顺手带走。尝
到以球润德的甜头，从2009年开
始，张国勤把足球比赛扩展到每
个班级，以年级为单位，每学期
办一次联赛，至今已开展六七
届。考虑到低年级学生踢不了
全场，张国勤也设置了射门、传
球等单项赛。

每次为期一个仅的联赛，他
都会全方位利用起来。除了参
赛队员外，每班都要全体动员，
设计班徽、班旗、加油口号，选拔
啦啦队员、小记者等场外人员，
人人都要看足球、讲足球、画足
球。小小一个球，将学生的音
乐、美术、语言、舞蹈等各项能
力，都串联起来。

在教师管理中，张国勤也
使用了他的“体育精神，团队
协作”理念。在兴塔小学，无
论是日常考核，还是开运动
会，都不是以个人为单位，而
是以学科组、科室为一个团
队。“比如体育组，就是全部8
名老师一起考查，最终得分是
多少，奖励到团体。当然你们
组内可以自己分配。”这样做的
好处是，学科老师们更加重视
拉差补缺，各学科、项目之
间，也不会出现一名尖子几人
夺的现象。“因为捆绑在一起
了，老师们自己就会协调，也
会有大局意识了”。

兴塔小学的成绩随着小小
足球的融入扶摇直上，在上海
市绿色指标测试中位于前列。
坚持了十多年，张国勤的“以
球强体，以球润德，以球促
学”的理念，让这所学校走出
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以球育人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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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育是对人生命价值
的呵护，是对人内在精神的唤
醒，是遵循教育规律的顺性引
导，是倾注关爱、激发情感、
点燃心灵的过程。”张焱冰校
长是一位一直恪守自己内心对
好教育的理解，把办好“民汉
合校”作为自己的教育梦想，
不断砥砺前行的领航人。

牢记使命，不断追逐教育
梦想。扎根新疆教育，张焱冰
校长始终认为实施“双语教
育”，办好“民汉合校”是一
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
事，作为校长一定要有舍我其
谁的担当精神，牢记使命，不
断探索“民汉合校”变革发展
的新方式、新路径。面对“民
汉合校”的特殊性，他没有退
缩，而是积极行动，提出了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相互
欣赏、共同进步”的办学理
念，引领学校加快内涵发展，
培养具有“爱国爱疆、团结奉
献、勤劳互助、开放进取”现
代文化素质的新疆人。

积极行动，优化学校办学
实践。面对“民汉合校”办学
中出现的问题，张焱冰校长非
常善于运用行动研究解决问
题。在多年的办学实践中，他
通过行动研究，提出新疆“民
汉合校”办学理念的出发点应
该是“尊重差异”、制度建设
要适切“民汉合校”的独特
性、学校管理应尊重文化差
异、课程体系要实现“融通共
进”等富有价值的观点，为推
进新疆“民汉合校”又好又快
发展做出了贡献。

协同共进，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作为教育部卓越校长培
养工程名校长领航班学员，张
焱冰校长没有把自己的入选作
为荣誉而自顾开心，而是感觉
自己肩上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于是，在认真参与研修，
办好自己所在学校的同时，他
组织起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学
校，利用校长工作室平台，搭
建了协同共进的“民汉合校”
发展联盟，积极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开展对薄弱学校的帮
扶，积极履行领航校长肩负的
引领基础教育发展的责任。

张焱冰校长始终坚信，好
教育一定要“以人为本”，不
是强加，不是灌输，不是随心
所欲，而是小心翼翼地呵护，
循循善诱地唤醒，遵循规律地
设计。因此，他认为校长只有

“充满爱前行”，才能不断探寻
教育的真谛，找到有利于“民
汉合校”发展的机制、策略和
方法。

（作者系教育部首期中小
学名校长领航班广东省中小学
校长培训中心培养基地导师）

画龙点睛：

融通存异
“民汉合校”

探新路
贾汇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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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做好
人的培养，国家和民族才能得以
接续、繁衍、传承。对于贫困落
后地区而言，教育的帮扶就是为
这里的孩子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
的知识大门，为他们的梦想插上
了腾飞的翅膀。

“ 张 焱 冰 校 长 工 作 室 ” 团
队，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怀揣
着教育理想，一路虔诚，一路激
情，朝着共同的方向前行。

在工作中，张焱冰校长十分
注重将宏观视野与微观方法相结
合。他经常在一次次的课题科研
会 上 提 出 ：“ 我 们 的 学 校 要 发
展，就要有与世界发展相匹配的
教育视野，要从大处着眼，从小
处着手，既要有宏观的掌控力，
又要有微观的解决方法。”

穿越瀚海沙漠、茫茫戈壁，
2016 年 6 月 4 日由张焱冰校长带
队，“张焱冰校长工作室”团队
一行 14 人，向 7 所入室学校之一
的叶城县第一中学进发，它所在
的叶城县是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
县和边境县，距离乌鲁木齐 1500

公里。
迪丽珊·吐尔逊老师是团队

中的一员，有着近 30 年教学经
验，也是自治区级优秀双语物理
教师。一路上，她不时地打开教
案斟酌思量，翻看课件对照检
查，力求实现课堂设计和课堂效
果的最优化。和她一样，同行的
老师们都在为给叶城县一中孩子
们带来的这堂公开课而精心准备
着。

“谁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公
开课上，迪丽珊老师微笑着面对
孩子们。台下一片寂静，孩子们
的眼神躲躲闪闪。这里的孩子汉
语表达有一定的困难，学科基础
薄弱，纯汉语授课让他们有些畏
惧了。“别着急，慢慢说，把你
的想法表达出来，迈出勇敢的第
一步。”在迪丽珊老师的不断鼓
励和启发下，孩子们由最初的羞
涩胆怯到自信大方，由沉默不语
到畅所欲言，课堂的气氛渐渐活
跃起来。课堂上，迪丽珊老师穿
插有趣的小故事和动画模拟实
验，鼓励学生动手设计实验，她

用生动幽默的语言表达着新鲜的
知识和深刻的见解；孩子们沉浸
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之中，下
课了仍不肯离去，围在迪丽珊老
师身边问这问那。

台下的听课教师，早已迫不
及待地想和迪丽珊面对面交流。

“您的这堂课太有趣了，能传授
一些你们双语备课的经验么？”

“听了您的这堂课，我们觉得必
须要提高汉语授课水平!”⋯⋯
面对他们的积极提问，迪丽珊把
多年来从事双语教学的经验与他
们一一分享。叶城县一中的教师
用心聆听，时而思索，时而笔
记，在思想的沟通与碰撞中，点
燃了彼此教育智慧的火花，激励
着双方共同进步。如果把教育事
业比成一棵大树，那么他们对教
育的追求与坚守，就像遒劲绵延
的树根，根脉相连，深深扎入西
北边疆的土地，让茂密的枝叶向
更远处伸展。

教学观摩后，团队成员们与
校方领导的座谈，更是将帮扶工
作推向了共同办学的新高度。在

座谈中双方分享了彼此学校管
理、文化建设、教科研活动、信
息网络共享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等方面的经验，通过心贴心交流
和手把手帮扶，将十六中学先进
的办学理念和优势资源源源不断
地注入到叶城县一中。不仅如
此，张焱冰校长在注重教育帮扶
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对教师科研
素质的培养。十六中学教师黄蓉
认为“张焱冰校长工作室”所研究
的课题就像一股极具冲击力的活
水，在这股水流的冲击和滋养下，
她就像一条鱼奋力前行，体验着
科研的乐趣，体悟着“尊重差异、
包容多样”的教育理念，并在教学
实践为融情而不断努力。

“ 无 穷 的 远 方 ， 无 数 的 人
们，都和我有关。”不论何时重
温鲁迅先生的这句话，总会拨动
起张焱冰校长的心弦。这份责
任，这份期待，启迪着他和他的
团队，不断求索和前行。

（作者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张焱冰
校长工作室”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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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做“一棵树”的事业
孙艳丽

两年前的 4 月 21 日，对于新
疆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校长张
焱 冰 来 说 ，是 个 终 生 难 忘 的 日
子。在开班仪式上，他的脑海中
始终被“使命”和“责任”两个字占
据。作为“教育部卓越校长培养
工程名校长领航班”首批学员，张
焱冰感到肩头沉甸甸的责任和无
形的压力。

在广东省中小学校长培训中
心进行培训研修后，“名校长领航
班张焱冰校长工作室”在美丽的
边城乌鲁木齐成立，借助这个平
台，他迈开了带领工作室成员校
协同发展的步子。

立足校情促民汉融通

乌鲁木齐市第十六中学（以下
简称“十六中学”）学区内少数民族
家庭较多，两种语系交流存在一定
的障碍，学生背景文化差异明显，
是一所典型的“民汉合校”。在张
焱冰带领下，学校已发展成为乌
鲁木齐乃至全疆“民汉合校”初
级中学的一面旗帜。

作为“民汉合校”学校校
长，张焱冰认为，要让孩子们既
具备浓厚的本土情怀，又具备宽
广的国际视野，就必须“尊重差
异、包容多样、互相学习、共同
发展，为培养具有现代文化素养
的新疆人奠基”。

因此，张焱冰在挑选工作室
成员时，特意选择了 7 所同类型
学校作为入室成员校，以便共同
解决“民汉合校”学校在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为此类型
学校找到新发展方向。

针对“民汉合校”办学的独
特性，工作室积极探索和研究这
一类型学校的办学机制和管理策
略，紧紧围绕“民汉合校”的办
学实践开展研修和帮扶，推动教
育均衡发展的教育理想落地生根。

为推进“开放、互助、合
作”的共同体办学理念，定期邀
请 7 所入室学校开展“七校联

盟+”系列活动，聚焦“民汉合
校”管理与变革过程中的深层次
问题，通过与薄弱学校校长结对
帮扶、校园文化建设交流、校长
论坛、读书分享会、教研活动成
果展示、优质课观摩等多种形
式，广泛交流学校管理与课堂变
革的经验、分享成果，从而系统
更新入室校长的管理理念。

“ ‘ 七 校 联 盟 + ’ 系 列 活
动，旨在搭建校长相互学习、相
互交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
平台。”张焱冰说，“这个‘+’意味
着增加，希望更多的‘民汉合校’
校长通过这个平台，在经验中提
高，在研究中发展。”

研究课题引思想变革

作为“民汉合校”学校的校
长，张焱冰深刻剖析了“民汉合
校”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
他认为破解之道首先在于思想的
引领，要以科学的态度，用科研的
思维、科研的方法，开展系统研
究。

工作室以解决本校的问题为
出发点，以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十
三五重点课题—— 《新疆“民汉
合校”办学实践的研究》 课题为
主线，确立区域内同类型的小
学、初中参与到课题研究中，形
成工作室课题研究共同体，完成
自我提升。

张焱冰认为，可以借助课题
研究撬动入室校管理团队的思想
变革。面对“民汉合校”办学实
践中的问题，他带领工作室成员
校长依托总课题，推进入室校共
41个二、三级子课题的展开与研
究。

他所在的十六中学，在涉及
到“民汉合校”办学实践的方方
面面研究中，发挥了示范作用。

“通过课题研究，中层干部
在工作实践中不断改进思维方
式，更新管理观念，转变管理方
式，提高管理水平，管理工作变

得更加主动，更加自觉了。”作
为入室校成员，乌鲁木齐市第
116 中学校长闫俊东，带领他的
团队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对此有
着切身的感受。

此外，张焱冰通过研训一体
化推动教师专业化发展。在课题
研究中，“张焱冰校长工作室”
以新疆“民汉合校”办学实践的
研究课题为平台，聘请本土高
校、科研院等 5 名专家，组成专
家指导团队为课题组全程进行指
导，有针对性地进行学习和实
践。除此之外，还在课题研究中
让研究团队带着问题到省、市内
外各类特色学校观摩学习。

十六中学八年级组长夏扎丹
木前往上海听叶澜教授的报告会
后触动很深，她感慨地说：“刚
开始我对学校的课题认识不足，
态度是被动的，在专家的指引
下，我学会了用科研的思维方
式，解决工作中发生的实际问
题，我对课题研究充满了信心。”

送课帮扶搭直播快车

“绿洲与黄沙相伴,飞鸟伴驼
铃起舞。”据乌鲁木齐 1500 公里
之遥的叶城县，是一个维吾尔族
人口占比超过 93%的国家级扶贫
开发重点县和边境县。

为确定帮扶措施，工作室组
织骨干教师团队多次前往入室校
叶城县第一中学调研诊断，开展
业务培训、上示范课，并安排骨
干教师挂职任教。科研兴校的意
义和“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奠
基”，是张焱冰校长在与叶城县
一中的教师、家长交流时一直挂
在嘴边的话。十六中学的优质教
育资源也源源不断地注入叶城县
一中。

“我也可以听十六中老师现
场授课了！” 乌鲁木齐灯草沟
中学七 （一） 班的学生叶尔扎达
兴奋不已。

这是一节特别的数学课。他

和学生们第一次坐在教室里，通
过“同步直播课堂”和十六中学
七年级的同学们，同时听十六中
学教师吾玛依拉上的数学课。吾
玛依拉还不时地与两个班的同学
们进行互动。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着实
令人佩服，在利用教育信息化手
段推动优质资源快速共享方面，

“张焱冰校长工作室”做出了有
效的尝试。

工作室借助各级教育研究部
门和信息技术部门的力量，与入
室学校叶城县一中、灯草沟中
学、小渠子中学、托里乡中学开
展“同步直播课堂”的教学教研
活动，多校之间同步集体备课，
同步传递课堂教学实录，实现信
息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

“为学生设计和规划一个课
堂以外的学习环境，给流动性大
的农牧区学生提供一个现代意义
的流动课堂，让直播课发挥更大
的作用。”张焱冰展望“同步直
播课堂”前景，信心满满。

自2017年3月开展“同步直
播课堂”教学活动以来，短短一
个月，工作室就组织各学校教
师、管理人员之间进行了 8 次有
效的教研交流，直播课堂送课共
计60余节。

教育根本精准扶贫。张焱冰
带领工作室入室校积极推进“开
放、互助、合作”的共同体办学
理念，与乌鲁木齐县板房沟乡灯
草沟学校等全疆 4 所薄弱学校结
为教育基础合作校，进行“捆
绑”发展，向帮扶学校送课，提
高薄弱校教学质量；推广“一校
带多点、一校带多校”的教学和
教研组织模式，扩大优质教育资
源覆盖面，利用教育信息技术手
段，逐步缩小城乡之间教育差
距，积极发挥着教育信息化应用
示范校的辐射作用。

十六中学立足“民汉合校”
的普遍校情，以教育帮扶为契
机，为提高少数民族教育教学质
量，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共同
进步，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社会
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焱冰说：“没有一项事业
像教育那样承载着如此之重的希
望和使命，因为它联系着现在和
未来，成就着个人与国家。促进
教育公平，才能让每个孩子都能
成为有用之材，才能拉近教育现
实与梦想的距离。”

办最好的学校、做最好的教
育，这是张焱冰不断追逐的梦
想，他在 《我的教育的家国情
怀》 一文中写道：“十六中的这
个家是我坚强的依靠，新疆这一
方 教 育 的 热 土 流 淌 过 我 的 心
血。”路漫漫其修远兮，他坚信
在工作室的平台上，自己和入室
校校长会越走越宽广。

（本文由校长国培计划——
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广东省中小
学校长培训中心培养基地提供）

张焱冰校长工作室：

深度引领进入直播时代

与小球员们相比与小球员们相比，，张国勤的张国勤的““球技球技””要逊色很多要逊色很多，，但他仍时常到但他仍时常到
球场球场““炫炫技炫炫技””。。 张国勤张国勤供图供图

张焱冰张焱冰 （（右一右一）） 在灯草沟学校参观学生宿舍在灯草沟学校参观学生宿舍。。 本文作者本文作者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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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