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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治 校 之 道 展 现 办 学 智 慧

校长周刊

相对于通信、金融、交通、影视、
物流以及科研、医疗等领域来说，教
育受到信息化影响的程度可能是最
低的，至少是最低的领域之一。如果
互联网发生故障，通信、金融、交通等
领域或许会陷入瘫痪状态，但学校不
会因为互联网故障而停止上课，在教
育的时空里基本上还是一支粉笔、一
块黑板的天下。

自从 17 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
斯提出班级授课制以来，这种被杜威
批评为教师中心、教材中心、课堂中
心的教学模式，至今仍然是教育的主
导模式。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生
前曾多次感叹：这么僵化的教育怎么
还不改变呢？他多次表示将要用余
生的精力对教育发起颠覆性的革命。

事实上，这种革命正在发生，泛
在教育正悄悄走来。

我们印象中，教育是一群群孩
子，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固定的时间、
被安排学习固定的内容。而互联网
的普及，移动通信的普及，使得我们
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任
何内容，这就是泛在教育。互联网的
飞速发展，使得教育发生了更具根本
性的变革。

首先，学习的时间和空间限制被
彻底打破。互联网云技术的不断突
破，使信息成为互相联通的海洋，成为
可以为所有人提供实时的、个性化服
务的信息巨库。人们可以不受时空的

限制，进入任何领域、选择任何层次、
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安排学习的节
奏和进度。如果仅从“读书学习”的角
度说，学校已完全可以被替代。

其次，学习者中心替代教师中
心。传统教育中，教师是中心，是知
识的拥有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
是学生交流的核心，但即便教师如何
努力，也无法在四五十人的班级做到
因材施教。我们经常说“面向学生的
大多数”，而这个大多数，可能只是三
分之一。而在互联网环境下，每名学
生均是独立的学习主体，可以选择和
被有效推送符合其自身特点的内容；
学习者的交流对象不仅有老师，而且
有网络社区空间的所有相邻、相近、
相知的人。学习者的自主交流成为
广阔有效的主要渠道，学习者成为学
习的发起者和最大的受益者。

再其次，以学定教成为可能。教
师教什么，怎么教，学生就学什么，怎
么学，这是工业化以来并且至今延用
的基本教学模式。但是学习者中心
将彻底改变这种模式，学习者希望学
什么就能获得什么，学习者需要怎样
学就可以安排怎样的进度和方式，实
现了从以教定学向以学定教的转
变。这样一种变化，不仅对校长、对
教师将产生深刻影响，而且对学校管
理、国家教育形态、社会教育观念、人
才成长方式，都产生深刻影响。

到目前为止，教育虽然对信息化
的反应相对“迟钝”，但反应过来以后
将会产生根本性的变革。在泛在教
育的概念下，国家和世界的教育系统
必然要重构，学校的布局必然要重
组，教师的素质必然有新的要求，教
和学的方式必然发生变革。这种影
响目前在体制内的学校还没有爆发
出来，这其中既有教育自身的复杂原
因，也有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和配套
的因素。事实上，以培训机构为代表
的体制外教育机构的教育方式已经
深受信息化影响。面向教育 2030，
摒弃线性的、事业发展规划的思维方
式来思考教育问题，理应成为教育人
以及社会所有人的共识。

教育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暑期是学校食堂变更承包
商、选择配送企业、反思总结相
关管理制度的关键时期。学校食
堂的食品安全、服务质量、饭菜
价格一直是师生关注的焦点。

“民以食为天”，让人满意放心的
学校食堂是师生健康的重要保
障，也是师生安心学习和工作的
重要前提。目前，中小学校主要
存在三种不同类型的学校食堂，
不同的食堂类型也意味着管理制
度不尽相同。寻找适合自身学校
的食堂供餐模式，对于校长来
说，也不只是简单的“饭桌上的
事情”。

对外承包经营——

细化责任 全程管理

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中小
学校食堂普遍采用对外承包经营
的方式。浙江省江山中学是浙江
省一级普通高中示范学校，属于
寄 宿 制 学 校 ， 全 校 共 有 师 生
2100 余人，学校有两个学生食
堂，分属不同的承包企业。

承包商的选择，对企业有严
格的资质要求，每三年进行一次
公开招标。由学校提出申请，江
山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实施公开
招标，江山市教育局负责监督。
除了以合同形式明确承包商的相
关责任外，学校对食堂经营的全
过程进行监管。

“食品安全是头等大事，我
们必须严格守住每一个环节，不
放过每一个细节。”江山中学校
长夏飞华说，为保证安全，承包
商的粮、油、肉等原材料只能在
政府认定的定点采购中标企业采

购，每次进货都必须票证齐全且
经学校食堂专职管理人员现场
验 收 后 方 可 入 库 ， 数 量 、 价
格、出厂日期、蔬菜的农药残
留监测报告等都必须详细记录
存档，做到每一件原材料都可
溯 源 。 每 一 样 菜 品 制 作 完 成
后，都必须用专门的容器，定
量留样 48 小时。饭菜加工的每
一个步骤都有学校食堂管理人
员巡查，且都有摄像头监控，
学生餐厅显示器、食堂管理办
公室、市场监督管理局都可以
实 时 查 看 。 发 现 不 规 范 的 地
方，学校会按照 《江山中学食
堂服务质量、食品卫生处罚条
例》 给予承包商罚款处罚，并要
求立即整改。此外，学校还会不
定期对食堂食品卫生进行抽查。

学校对食堂菜品实施单样菜
品最高限价和学生平均消费总额
限定，在承包合同中明确规定：
荤菜每份最高限价 4 元，荤素搭
配菜每份最高限价 3 元，当季蔬
菜每份最高限价 1.5 元，反季蔬
菜每份最高限价 2 元，中餐和晚
餐学生平均用餐费用不能超过每
餐 7 元，早餐学生平均用餐费用
不能超过每餐 3.5 元。按照规定
学校可以提取食堂营业额的 6%
作为承包费，大约每年 20 万元
左右，这笔费用全部用于食堂的
维修改造、设备添置、环境布置
等。“从整体运行看，我们学校
食堂收支基本平衡，学校不能、
也不应该通过食堂赚钱。”夏飞
华说。

如何让承包商主动提高服务
质量，满足师生不同的口味需
求？为此，夏飞华没少费心思。
学校两个食堂分属不同的承包

商，这就破除了垄断经营，形成
了有效的竞争，同时也给学生更
多的选择。每月进行一次师生满
意度调查，调查结果直接与承包
商的经营收入相关：满意度达到
80% 以 上 ， 全 额 转 付 营 业 款

（注：学生在食堂刷卡消费后，
消费金额进入学校食堂专用账
户，承包商每月与学校食堂结算
一次）；若满意度 50%以下，只
转付 80%的营业款，学校有权
中止承包合同。现在，每学期承
包商都会主动向师生征集意见和
建议，还会对师生提出的“金点
子”予以奖励。

“在近三年的师生食堂满意
率测评中，师生满意率始终保持
在 80%左右，这也是近年来学
校办学质量稳步提升的重要原
因。许多毕业生回母校都要到食
堂再品尝一下烧肉、烧土豆和兔
排，这两款精品菜肴，已经融入
毕业生的记忆里。”夏飞华说。

定点企业配送——

政府招标 多方监督

城市中的非寄宿制中小规模
学校，受学校场地限制，无法建
设专门的学生食堂，大多采用定
点企业配送餐的方式解决学生的
午餐用餐需求。以北京市海淀区
为例，区内不少中小学校囿于学
校空间，多由政府招标供餐企
业，解决学生吃饭问题。

2014 年 3 月北京市海淀区
制定了 《中小学学生餐 （外送）
管理办法 （试行）》。《办法》 规
定，海淀区中小学学生餐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成立招投标工作委

员会，制定招投标相关文件，定
期进行招投标工作，择优确定中
标供餐企业，颁发 《海淀区中小
学学生餐 （外送） 资格准入证
书》。

中标供餐企业的供餐资格原
则上为一年，在供餐期间应主动接
受属地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督
管理，同时接受海淀区中小学学生
餐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及学
校的监督、管理、指导和考核。

学校资质审查、实地考察、
集体决定等程序，选择区中小学
学生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招标
确定的中标供餐企业提供外送学
生餐，配备专 （兼） 职管理人
员，履行对供餐企业的监督管理
职责。设立食品安全监督员，在
学生用餐前认真做好食品安全监
督检查并记录。每学期学校至少
开展两次满意度调查，了解学生
就餐情况。学校收取学生餐费用
要建立账目，及时公布收费情
况，自觉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

学校自营食堂——

落实规范 控本保质

在我国的一些乡村中小学，
规模较小，地处偏远，大多采用
学校自营的方式管理学生食堂。
如距离湖南省道县县城 43 公里
的洪塘营瑶族乡中学共有学生
166 人，教师 17 人，是一所寄
宿制初中学校，学校食堂采用的
就是学校自营方式。

“学校规模太小，有资质的餐
饮企业不愿来承包，离县城太远
也找不到合适的配送企业，只能
学校自营。”洪塘营瑶族乡中学校

长蒋慧鸿说，相比其他两种方式，
学校自营校长的安全压力和责任
最大，除了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
他每天都要对食堂进行巡视。

食堂虽小，安全规范一样也不
能少。蒋慧鸿说，县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和县教育局每年都会不定
期进行检查、抽查。正规渠道进
货，票证齐全，从业人员的健康证、
食品48小时留样、食堂视频在线
监控等都严格按照规范操作。

“食堂自营是个良心活，尽
管有规定食堂可以有一定的盈
利，但我们的食堂没有赚钱。”
蒋慧鸿介绍，每一次采购，学校
都会仔细比对采购实际价格和市
场平均价格，在保证质量的前提
下，严格控制成本。除了早餐，
学校保证学生午餐和晚餐都有一
荤、一素、一汤，每天学生的消
费总额为13元。

他每天和学生一起吃同样的
饭菜，经常征求师生对食堂的意
见建议，目前师生的满意度还比
较高。下学期学校打算再聘请一
个厨师，增加菜品样式，满足师
生多样化的需求。“学生只有吃
好，才能学好，办好食堂既是心
愿，也是责任。”蒋慧鸿说。

学校食堂无论采取何种方式
经营，保障食品安全都是最为重
要的，对此，各地各校也有详尽
的规章制度，关键是严格规范落
实到位。要食堂饭菜价格实惠，
就不能指望着食堂为学校创收。
要提高食堂服务质量，就必须用
相应的制度在食堂承包者、学
校、配送企业、师生之间形成良
性互动与反馈。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市
教育局）

强监管、严规范的同时，也要变换花样办出特色让师生吃好

中小学食堂的不同“打开方式”
谌涛 李益利

名家专栏
和校长们聊聊教育2030③视点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
授，教育学部主任。曾任教
育部师范司副司长、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国家教
育咨询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袁振国

替换

自然的造化

乌江，古称牂牁江、巴江、延江，
又名黔江、涪水，元代始称乌江，1037
公里的水路大都在跌荡中流泻。

乌江是野性的，连绵的群山峻岭被
江水刀劈斧削般切割成危崖绝壁，中下
游更是险滩密布，暗礁林立。

乌江也是温顺的,冬春之时，山寒水
瘦，波澜不惊，江水碧如琉璃，澄水轻流。

千百年来，与这奇丽壮观的自然风
光并存的是沿岸异彩纷呈的民族风情，
古老的土家族背嫁哭嫁，独特的摆手
舞、苞谷灯戏、面具阳戏、马马灯、民
间青年男女表达爱情的木叶情歌，西兰
卡普、蜡染等众多的民间手工艺品，构
成了当地独具魅力的民族文化。

这些，无疑都是艺术家们梦寐以求
的粉本蓝图。

然而，相当长的时间内，乌江都还
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美术创作处女
地。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著名画家吴冠
中入川写生，以神来之笔完成轰动一时
的彩墨作品 《乌江小镇》，才引发了美
术界对乌江的关注。

这是一次面向世界的亮相，乌江胜
景初现真容。

随着一批又一批画家的到来，乌
江，在博得世人惊叹和喝彩的同时，更
是成为了重要的美术写生创作基地。

大师特地撰文描述道：“上了高坡，
俯瞰，黑压压的瓦顶联成游动的龙、盘
踞的雕，奔腾的乌江永远围绕着它们呼
啸，江的呼啸是生命的伴奏！下到江
边，仰画飞檐，檐密密，参差错落，檐
下鲜艳的色块斑斓，是家家晾晒的衣裳;
家家窗前、廊下、台阶旁都布满了盆
花，盆，其实是破罐废瓮。花开得欢。”

大师在文中自问：“这样的龚滩老
街能不吸引画家吗？”

仿似回应大师的叩问，又仿似使命的
召唤，1988年，长江师范学院的前身——涪
陵师范专科学校开设了全日制美术教育专
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办起了美术学
院，积聚起一批毕业于中央美院、中国
美院、四川美院、鲁迅美院、西安美

院、清华大学、西南大学等院校的美术
师资力量，以及近两千名全日制本、专
科美术学子。浩大的艺术创作队伍在乌
江边的集结，为乌江题材美术创作的深
耕细作提供了可能。

心灵的共鸣

俗话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自然的客观存在往往作用并影响文化的
主观生成，“乌江”这条艺术支流的形
成，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时间上早
与晚、体量上大与小的问题。

经过近 20 年的建设和发展历程，长
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专注于乌
江传统文化和艺术资源的挖掘、传承、
保护和研究，厚积薄发地形成了一支以
乌江流域民族民间民俗文化资源、武陵
山区特有的地理风貌和民族人物形象为
载体，立足艺术传统、融会现代观念的
绘画创作团队。

他们，为自己取了个颇具地域色彩
的名字——我们乌江。

对于艺术家而言，更难以违背的，
就是哺育自己的土地吧，只有不断地在
本民族、本地域给定的范围内不断深化
自己的情感世界和精神世界，他们的创
作动力才会生生不息，他们的激情才会
喷薄而出。

“乌江绘画”作为一个美术符号，
在全国范围开始产生影响。中国艺术研究
院副院长张晓凌在 《美术观察》 上撰文
说：“乡土绘画语言, 清新而刚健, 有一
种天然的质朴性，不矫情，不做作，让人
自然地领受到乡土生活的淳朴与美好,
进而感悟到人性的质朴与美好。”

著名油画家、四川美术学院院长、
重庆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庞茂琨先生也对

“我们乌江”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
“‘我们乌江’在自己的路子上走得踏
踏实实，作品的展示朴素，感人⋯⋯”

翻看“我们乌江”的作品，我们仿
佛听见了艺术家的心灵与乌江山水之间
的和谐共鸣——

彭一虹教授的油画系列 《耕耘》，
杨贤艺教授的作品 《夕阳》，董顺伟副
教授的油画作品 《乡村闲趣》，闫首中

副教授的版画作品《秋实春华》，卢晓波
副教授中国画作品《侗寨从军梦》，黄燕
云副教授的水彩画作品《航标灯》，傅小
彪副教授的水彩画《古盐井之宁厂》⋯⋯

不同的绘画技艺，不同的表现主
题，却有着共同的灵魂——乌江。

艺术家们力求将乌江流域民间文
化、自然景观、社会风情的视觉元素符
号与自身强烈的个人情感与技巧进行融
汇、重构，尊崇自己的内心感受，纯
朴、自然的流露出真情实感；力求在自
己的创作中关注乌江地域文化、历史风
情，寻找个性语言与精神表现的契合
点，表达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对生活的
感悟，对家乡的热爱。

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土
家族画家、“我们乌江”领头人之一杨
贤艺教授的话，代表了团队成员们的心
声，他说：“我生于乌江，长于乌江，
我会一直坚持用最朴实、最真挚的情感
和技法来表现我的家乡，与家乡共鸣，
这属于一种风筝不断线的努力吧。”

笔墨的修炼

每个时代成功的美术作品都或多或少
地反应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特征。画家
总是通过他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气息，
来描绘讴歌他生活时代的风物人情。

2001 年，杨贤艺教授以油画 《家
园》 入选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展览，
开启了“我们乌江”问鼎全国美术作品
大展的破冰之旅。之后，“我们乌江”
的作品频频亮相各大全国美展。

至此，“乌江绘画”作为一个美术
符号，其影响力开始逐步扩大。人民美
术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广西
美术出版社、重庆出版社、南京大学出
版社、四川美术出版社、湖南美术出版
社等先后为“我们乌江”出版作品集、
教材等 30 余部，《美术》《美术观察》

《文艺研究》 等主流报刊也相继刊载了
他们的作品和文章 100 余幅 （篇）。

就在“我们乌江”声名鹊起之时，
有人提出亮出“乌江画派”或“乌江绘
画流派”的旗帜，这个提议立刻被时任
长江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我们乌

江”创始人彭一虹教授婉言谢绝。他认
真地解释道：“我们目前只是一个绘画
创作团队。”在彭院长的眼里，艺术创
作，只与艺术家的心灵有关、与画家的
文化修养有关，是画者的笔墨修炼。

2016 年 2 月，由重庆市美术家协会、
重庆美术馆、长江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

“画说乌江”美术作品展在重庆美术馆开
幕，集中展示了“我们乌江”绘画创作团
队成员创作的国画、油画、版画、水彩、
粉画、漆画、雕塑作品127件。

这些作品大多以乌江地域元素为主
调，以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为血肉，有
题材和语言的坚守，也有形式和技法的
开拓，既有本土的民族的文化自信，更
有开放活跃的文化自觉。

“画说乌江”承续了乌江流域少数
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以具象抽象的图
像符号，似幻非幻的油彩笔触，或深或
浅的记忆，或浓或淡的情感，凝聚起民
族的精神与精彩，表达了对民族传统文
化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立场。

这是“我们乌江”首次走出家门的
一次整体远行，在重庆美术界引起不小
的震动，引发了“乌江现象”。

静水深处有激流，“我们乌江”于
淡定从容间，通过坚持不懈的深扎，去
寻找乌江之美、发现乌江之美、表达乌
江之美、传递乌江之美、弘扬乌江之
美，以佳作不断、人才辈出的持续态
势，汇聚起了能够冲出崇山峻岭的强大
能量和巨大流量，孕育出巴渝大地的一
条重要的美术支流。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

“我们乌江”要冲出乌江，汇入重
庆，走向全国，拥抱世界，除了热爱乌
江、坚守乌江、赞美乌江之外，更应追
求艺术观念的创新、表现手法的创新、
传播推广的创新，像波涛汹涌的乌江一
样，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特
色，使心灵中的乌江、梦想中的乌江能
够更加鲜活、更加灵动地跃然纸上，转
化为绘画的乌江、艺术的乌江。

相信，只要绵延的乌江仍在流淌，
“我们乌江”的追求和探索就不会止步！

（重庆市文联副主席 杨 矿）

“我们乌江”:风筝不断线的艺术探索者
——长江师范学院“乌江绘画群体”成长侧记

乌江，长江上游南岸的大支流。
千里乌江，发源于贵州乌蒙山脉东麓营硐村石缸洞，洞内一口千万年

不断的泉眼涌出的泉水形成小溪，于蜿蜒曲折中一路接山泉、纳溪流、通
暗河，不断积聚力量，形成了乌江，尔后，一泻千里，在重庆涪陵的麻柳
嘴注入长江。

与大自然的造化暗相契合的是，巴渝大地的艺术水系中，一条以“乌
江”为生命张力的艺术支流，携着纯正的地域文化基因和丰沛的地域性艺
术能量，正在逐渐凝实，成长，壮大，以别样的神采展现在世人面前。

有如地理水系中的乌江源头石缸洞，坐落于涪陵李渡的长江师范学院
是这条艺术支流生发的泉眼所在。这里集聚了彭一虹、杨贤艺等一大批美
术人才，专注于乌江传统文化和艺术资源的挖掘、传承、保护和研究。他
们，为自己取名为“我们乌江”。

这名字，于亲昵中透着一丝野逸天成的意趣，也流露出团队成员风筝
不断线的艺术归属感。

乌江——我们乌江！

▲▲修新屋修新屋 （（油画油画））
150150cmxcmx180180cmcm

杨贤艺杨贤艺

◀乌江魂 （水彩）
75cmx105cm

董顺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