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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校长周刊 茶坊·

小孩子多有吃零食的习惯，
但为了让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体
魄，我所在的学校倡导孩子们养
成少吃或不吃零食的习惯。由于
是寄宿制学校，在孩子们零食控
制上有更大的自主权，学校自
2007 年创办以来，一直坚持不在
校内开商店、不卖零食给学生，也
不支持学生带零食到学校。但我
的办公室里却长期存放着一大桶
棒棒糖，我还跟很多孩子说：来，
有糖吃。有很多人奇怪，我为何
要违反学校的规定呢？

棒棒糖架起沟通桥梁

几年前的一个 9 月，新生报
到的日子，我在校门口看到一个孩
子哭闹不止，看样子是一年级新
生，她身旁还站着位手足无措的家
长。孩子因不适应新环境一直哭
着要回去。那天，刚好我口袋里有
一根棒棒糖，于是我掏出棒棒糖，
蹲在孩子面前，告诉她：“我是校长
妈妈，这里有根棒棒糖，如果你现
在不哭了这根棒棒糖就奖励给你，
还带你去参观我的办公室。”瞬间，
前一秒还在哭闹的孩子立刻停了
下来，接过我手中的棒棒糖后破涕
为笑，还问我：“现在就去参观你的
办公室吗？”

我带着她到了我的办公室，边
看边给她介绍说，这是校长妈妈的
办公室，你来，就有糖吃。如果你
从今天开始，乖乖待在学校、不哭
闹，周五爸爸来接你时，可以到我
办公室领一根棒棒糖作为奖品。
真的很神奇，这个孩子就这样非常
开心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很听话地
去了教室，也没有再哭闹。

送走孩子后，我一直在想，这
个孩子周五是不是真的会来我办
公室领棒棒糖呢？承诺了就要做
到，我决定买一桶棒棒糖放在办
公室，以免孩子来了，我却拿不出
奖励的糖果，兑现不了承诺。

周五下午放学时间，孩子的
爸爸果然牵着小家伙来到我办公
室。孩子的爸爸开口就说：“这周
打了三次电话，每次吵着要我接
她回去时，我就说：校长妈妈最喜
欢你，上次说了周五要你去办公
室领棒棒糖，还记得吗？”这样，每
次孩子都能得到有效安抚，总算
在学校顺利度过了第一周。

接下来的两三周里，不管是
在食堂还是操场上碰上这个小家
伙，她总是连蹦带跳地跑过来跟
我讲：“校长妈妈，我今天没吵也
没哭，我周五下午会去你办公室
领棒棒糖！”我总是笑眯眯地说：

“好，周五我在办公室等你，你来，

有糖吃。”
一个月后，我指导孩子爸爸

慢慢去引导孩子，如果总是周五
去校长妈妈办公室领棒棒糖，时
间久了，其他同学都会知道，校长
妈妈是为了帮你改掉爱哭鼻子的
毛病，才奖励你棒棒糖的。所以，
以后你有开心的事，或是你有表
现特别棒的事情，再去校长妈妈
办公室领奖。就这样，小小的棒
棒糖成为我与孩子沟通的特别桥
梁。而我也从中得到两点启发：
一是和小孩交流一定要用孩子乐
于接受的方式；二是让孩子适应
新的陌生的环境，最好的方法是
尽快让他（她）有可以信任和依靠
的人，以及对新生活有所期盼。

领糖吃领出育人课程

从那以后，我进一步挖掘了
“来，有糖吃”的沟通功能，棒棒糖
成为我和孩子开学第一课的重要
素材。我在办公室里摆上很多棒
棒糖，每年 9 月新生报到后的第
一课，就是分班参观校长妈妈办
公室，我给他们发棒棒糖，每个孩
子都有一根。因为孩子们有所期
待。所以，一道特别的风景线就
出现了：300 多名 6 岁左右的孩
子自然成队，开心候场，以班为单

位，一列列进入我的办公室，我为每
个孩子递上一根棒棒糖，每发出一
根棒棒糖，我就弯腰点头一次，而每
位孩子也双手接糖说“谢谢”。看到
有因不习惯新环境，眼眶红红的孩
子，我就会送上两根棒棒糖：“你好
棒，我很喜欢你，多给你一根棒棒
糖。”每班的最后一位同学我都多发
上两根棒棒糖，委托孩子转交给班
上的班主任和教官老师，告诉孩子，
老师和教官很辛苦，校长妈妈也要
奖给他们棒棒糖。

300 多人，300 多次弯腰与点
头微笑，300多声“谢谢”，这也是育
人课程。最后，我会告诉孩子们：

“从今天开始你们就是新文学校的
学生了，新文就是你们的家，老师就
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是你们的妈
妈。如果你有事找不到老师可以来
这儿找我；如果做了好事也可以来
告诉我，来，就有糖吃。”

有糖吃标记教育温度

如今，一到 9 月开学季，我的
办公室总是热闹非凡，有暂时生活
不习惯求安慰而来领棒棒糖的，有
做了好事求奖励棒棒糖的，也有几
个孩子一起合伙脱衣服捡衣服假装
拾金不昧来“骗”棒棒糖的⋯⋯我一
直很喜欢这种场景，无意中我邂逅

了充满温情的育人方式。而更多的
孩子也因这小小的棒棒糖很快对
我、对校园产生熟悉感。有时在街
头因碰到叫不出姓名的家长而尴尬
时，家长会自我介绍“我就是那个每
周五放学都到您办公室领棒棒糖的
某同学的妈妈”，这时彼此会感到很
亲切，便哈哈大笑起来。就在前几
天，在食堂一个三年级小男生跑过
来问我：“校长妈妈，还记得我是谁
吗？”我一头雾水。他接着说：“我一
年级的时候有三次到你办公室找你
要棒棒糖啊！”我听完扑哧笑了：原
来是你啊。

“来，有糖吃”对我和孩子来说，
不再是一句话、一件事，而是我和孩
子之间的一种温暖的沟通方式，一
种双方的共同期待。教育应该是有
温度的，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
教育，都应如此。以我的能力和精
力，做不到让每个孩子在新文学校
都有温暖的记忆，但我会尽己所能，
把办公室的棒棒糖变成孩子心中的
期待。也希望更多的教师、家长能
从中得到一点启发：教育不是只有
上课、写作业，更不是只有批评与说
教。如果有心，如果肯付出，轻轻的
一句“来，有糖吃”也可以成为孩子
成长中最美好的回忆。

（作者系湖南省浏阳市新文学
校小学部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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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并非真知”，这是黑格
尔说过的一句值得人反复咀嚼的
话。我做了 20 年校长，曾把一个
村小办成了省级实验小学，现在
工作的学校是一个拥有 10000 多
名师生的教育集团，也算是取得
了一些成绩。可时间越长，位置
越高，却越不知道怎么做校长了。

教育界有一句众所周知的名
言——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
校。这句话最早应是来自原国家
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柳斌在教育部
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成立五周年上
的发言。大家信奉它，可能有两
个原因：一是校长的角色多元，
集思想家、教育家、管理者、教
师等为一体；二是校长要有精湛
的专业素养，做好上述任何一个
角色，都需要有广博的学识、丰
厚的底蕴、过硬的能力，进而形
成独特的人格魅力。概而言之，
就是做一个好校长很难。然而，
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却说：“我
当清华大学校长很容易，只不过
是给教授们泡泡茶、端端凳子罢
了。”看似矛盾的两种表述，却共
同揭示了做一个好校长的本质：
要认清时势，顺势而上；要谙熟
学科之道，沿道而行；要把握成
长特性，依性而下。“认清”“谙
熟”“把握”需要的是校长的实
力，是好校长的内涵。“顺势”

“沿道”“依性”，是梅贻琦校长缘
道而行、无为而治的智慧。

顺势而上，教育需要顺应社
会的需求。“势”是什么？“势”
是因由历史、回应现状和放眼未
来等因素共同形成教育内生动
力。就历史因由而言，就是要传
承中国文化，形成中国智慧，培
养中国自信；就回应现状而言，
就是要面向信息智能，拓展国际
视野，响应人本诉求；就展望未
来而言，就是要以个性化为根
本，适应创造性、全息化、智能
化等的必然趋势。这是教育发展
的社会规定性。

沿道而行，教育需要遵循学
习的规则。“道”是什么？“道”
是路，是教育要遵行的规律。教
育要遵循知识学习的规律、技能
训练的规律、习惯养成的规律、
文化熏陶的规律。散文的教学不
同于诗歌，概念的教学不同于定
理，同样是绘画，素描也不同于
水墨。沿道而行，就是尊重各学
科学习的特殊性，避免简单化、
教条化，用一种教学方式包打天
下的格局。这是教育发展的学科
规定性。

依性而下，教育需要回归人
的 成 长 规 律 。“ 性 ” 是 什 么 ？

“性”是儿童的成长规律。日本儿
童文学家庄野英二说：孩子吃苹
果是因为苹果好吃，不是为了摄
取维生素，也不是因为苹果有营
养。同样的道理，孩子穿衣服是
因为衣服好看，玩玩具是因为玩
具好玩，听音乐是因为音乐好
听。动画片让他们痴迷，是因为
那里有声光色塑造出的神奇形
象，有丑陋与美好、贫苦与繁

华、公主与继母、仙女与女巫等
构成的离奇情节。动作思维、形
象思维、泛灵化思维和游戏精神
决定了孩子的学习是感知的、操
作的、想象的、游戏的体验活
动。只有尊重了孩子的天性，学
习才会是一件快乐的事，或者
说，是一件痛苦着并快乐的事。
这是教育发展的儿童规定性。

“真知并非熟知”，这是对黑
格尔那句名言的化用。作为一个
校长，其实没有必要，也没有可
能对学校所涉及的一切事务都达
到专家所熟知的水准。校长要做
的更多是回归到教育产生的社会
因由，回归到学科知识的源头，
回归到儿童学习的本性，尊重他
们，像梅贻琦那样，为他们“泡
泡茶、端端凳”，顺性而为。

（作者系江苏省建湖县第二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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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浙江省台州市数学
名师马海滨2014年从城区一所学
校来到地处农村的石桥头镇中心
小学担任校长后，便在该校开始
了翻转课堂实验。互联网技术下
的翻转课堂，意味着教师要学会
微课制作、实时评价等新技能。
你怎么看农村学校的翻转课堂实
验？中国教育报蒲公英评论网站
网友对此展开了讨论：

吉林 杨红星：翻转课堂只是
一种教学模式的创新，而非对教
学内容和教学目的的颠覆。从发
展趋势来看，翻转课堂往往还需
要一定的设备技术支持，例如互联
网技术、微课制作技术等等，这也
给一些条件不具备或不成熟的学校
造成了一种事实上的障碍。最关键
的，如果在教学基本功、专业基本
功尚未达标或强大的前提下，冒然
上马这样的教学模式，可能会产生
做夹生饭的效果。

江苏 李玉柱：现如今，手机
已成为大众化、人人皆备的工
具，微信、APP等平台更是使视频
传输和观看变得简单、方便，这为
翻转课堂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对于
老师来说，它会带来教学策略、备
课方式、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的
一系列变革。如何适应以翻转课
堂为标志的“互联网+”新形势下

的教育教学，构建更宜于学生个
性化学习、培养学生质疑精神和
创新意识的教育教学新模式，成
为摆在学校和教师面前一道亟待
解决的问题。

湖南 刘斌：翻转课堂是利用
视频来实施教学，是老师和学生
之间以及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
场所，显然有利于学生自主学
习。但是，自主学习必须建立在学
生的学习能力之上。当前农村学校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普遍匮乏。农
村学校运用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
起步较晚，多数教师对于运用信
息技术进行教学的能力相对较
弱，无论是从教师运用信息技术
驾驭课堂的能力，还是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来看，在农村学校推广翻
转课堂都为时过早。

四川 钟乐江：这种教学新模
式，对教师、学生和家长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要上好翻转课堂，需要
教师、学生和家长共同努力。教师
要善于从教学内容的传授者转变为
教育资源的选用者、开发者和管理
者，学生要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
变为主动探究者，家长要善于从孩
子学习的监督者转变为他们学习的
支持者和促进者。只有教师、学
生和家长的意识发生翻转，最终
才能促进教育质量的翻转，促进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如何看农村学校的
“翻转课堂”实验

微议

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
学，当地政府将名震三吴的正谊
书院改为苏州府中学堂。《马关
条约》 签订后，苏州被迫开埠通
商，开明士绅为御外侮，力推教
育救国，1905年在当地政府支持
下创建公立苏州第一中学堂。这
是苏州近代史上第一所实行现代
教育体制的公办学校，因校枕玉
带河，河上有桥曰“草桥”，时
人皆称草桥中学。旋即，苏州府
中学堂并入。

学校秉承正谊书院“正谊明
道”校训，注入“教育救国”的
时代爱国热血，呈现新的气象和
格局。草桥甫建，立意高远，名
家掌校，名师执教。首任校长蔡
俊镛为接此职，东渡日本考察学
习两年。第二任校长袁希洛，本
身就是同盟会重要成员，力倡学
生要强身健体，学以致用，投身
革命，报效国家，后入孙中山南
京临时政府任职。首届学生顾颉
刚、叶圣陶、王伯祥都深受他们
的影响。

曾在这担任教职的还有民主
主义革命家、爱国诗人“南社”
创始人柳亚子，时称“江南三大
儒”之一的胡石予，国学大师金
松岑，著名画家陈迦庵、颜文
梁，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曾任
南京大学校长的著名哲学家匡亚
明等。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历经

百年新学洗礼，草桥中学孕育满
园桃李芳华，从草桥先后走出了
顾廷龙、吴湖帆、胡绳、陆文夫
等一大批文化英杰和22位两院院
士，为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振兴
默默履行建校之初的承诺。

今天的草桥中学，仍是苏城
名校，虽三易校址，从姑苏城内
到城外，变的只是容颜，不变的
依然是草桥人永远的教育情怀和
责任担当，教育救国的热血早已
深深融进草桥的基因。回首草桥
中学历史，就是中国基础教育由
传统向现代过渡与嬗变的历史缩
影，所积淀的文化和精神是值得
每个草桥人珍藏和学习的，更是
草桥人负重前行汲取力量的精神
源泉。

在 这 个 教 育 飞 速 发 展 的 时
代，“正谊明道”的校训无疑是
给我们最中肯的忠告——做教育
切忌急功近利，务必遵循规律，
循序渐进。作为草桥中学首届校
友的叶圣陶先生，以深厚的国学
功底、广阔的文化视野和现代的
教育理念，积极投身时代变革的
激流，深思慎取，博采众长，提
炼出了丰厚珍贵的教育思想。

“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
一辈子受用”“教育就是养成良
好的习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
要教”“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

“学生是种子，不是瓶子”⋯⋯
叶圣陶先生用质朴而简洁的语言

对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做了通俗易
懂的注解，脍炙人口，闪烁着智
慧的光芒。

叶 圣 陶 教 育 思 想 的 本 质 特
点，在于它的实践性、创新性，
深入根植中国教育实践的土壤，
始终从教育实际出发，不断提
出、探索和回答教育现实中的重
大问题，是在20世纪我国社会变
迁和教育发展历程中形成的具有
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思想，到今
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
践价值，更是每位草桥人的宝贵
教育财富。

新时期草桥中学的办学特色
就是深入学习、研究、实践叶圣
陶教育思想，办最具影响力的教
育，为学生的人生奠基。以培养

“习惯良好，个性飞扬”的草桥
学子为目标，注重品格塑造和习
惯养成，从“修善”入手，着力

“ 扬 善 ”， 走 向 “ 至 善 ”， 守 正
“人生观”，用“向善草桥”为学
生打好人生底色；传承发扬“敦
品励学，敬业乐群”的教风，以

“乐学草桥”为指向，探索“乐
学课堂”和“乐学课程”，着力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学习、
终身学习的习惯，走向“教为不
教”的理想境界；倡导全体教师

“像叶圣陶那样做老师”，把叶圣
陶教育思想的学习、研究、实践
变成全体教师的价值认同和实践
标 杆 ， 建 设 “ 叶 圣 陶 教 师 团

队”，唤醒和激发教师自我专业
发展，实现“卓越草桥”；践行
叶圣陶“生生农场”的教育理
念，构建有情感的校园，做有温
度的教育，让校园充满生机活
力，师生之间教学相长，生生不
息，营造“温情草桥”。

书院正谊沧浪水，草桥虹驾
姑苏城，草桥人对教育的理解和
执念，一如沧浪之水，昼夜不

舍，润物无声。而草桥，恰似一
道彩虹，赋予每个孩子对未来美
丽的憧憬，鼓励、帮助他们跨过
人生的每一条河流，在经历风雨
之后，到达理想的彼岸。而对于
草桥的教师而言，这才是真正的
教育人生，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
人生。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草桥
中学校长）

姑苏城里的教育行歌
范太峰

春秋

图为草桥中学校友合影，左二为叶圣陶。 资料图片

5 月 1 日国际劳动节前，正值二十四
节气中的谷雨节气，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
节气，是秧苗初插、作物新种的时节。黑
龙江省牡丹江市立新实验小学开展“开心
农事我能行”二十四节气特色实践活动，
在传承创新中发展新劳动教育理念。据
悉，在不同的节气，学校都会组织师生参
与不同的农事活动，在汗水中习得生活的
知识、锻炼生存的技能、感悟生命的意
义。杏林芳菲、春麦出芽，立新实验小学
的劳动实践基地里，到处都是学生忙碌的
身影。图为立新实验小学的学生在给春小
麦、玉簪花浇水灌溉。

季玲 文 刘宝丹 摄

开心农事我能行

来吃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