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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

哭泣的新生走过“成长门
成长门”
”

三味

做走进学生心灵的校长
陈瑜

严丽萍
开学第一天一大早，我就 们上学去！”我用力牵着孩子的
微笑着站在校门口，看着孩子 手，走向红地毯。见我并无半
们背着小书包蹦蹦跳跳地走进 点妥协的意思，他的号哭变成
校园，喜滋滋地踩上红毯，红毯 了抽泣。
的尽头是拱形的成长门。走成
路过成长门，我见机行
长门的孩子，憋着一股劲儿努力 事：“你看，我们过成长门了，
向上跳跃，直到听到“叮……”的 那天报名你跳过了吗？碰到了
一声才心满 意 足 地 跑 向 自 己 哪个铃铛？”“那个，第二高的
的 班 里 。 一 切 都 是 那 么 美 那个！”“怎么可能？那么高你
好！
也能够得着？你骗我！”“真的
突然，一个孩子的哭声吸 真的，不信我跳给你看！”
引了我。循声看去，一名男孩
我装作一脸满是怀疑的表
扯着他爸爸的衣袖不肯放开 。 情，激起了这位男孩的斗志 。
年轻的爸爸涨红了脸，不知道 来不及擦干眼泪，他已经开始
怎 么 办 才 好 。“ 是 一 年 级 新 了他的挑战。也许是哭得太久
生！”我疾步上前，轻声抚慰， 没了力气，也许是背着书包使
未承想男孩丝毫不理会我的安 不上劲儿，小男孩失败了，没
慰。搂、抱、拍、轻轻说，都 有触碰到铃铛。
挡不住男孩喷涌而出的眼泪，
“来，我帮你拿书包，你再试
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试，就差一点点了！”我很自然地
好 吧 ， 那 就 来 点 “ 狠 ” 帮他卸下书包。男孩点头，继续
的！我对年轻的爸爸说：“孩子 跳，一次，两次，“叮……”的
交给我，您去上班吧。”孩子还 一声，成功了！他回头冲着我
在哭，他虽有不舍，但很快明 笑，满脸的自豪。
白我的意思，掉头走了。
过了成长门，我拉着他的
“ 爸 爸 ……” 孩 子 一 声 惨 手 ， 坐 在 水 池 边 聊 天 ， 满 脸
叫，想追上去，但他的手被我 “崇拜”地看着他，问他平日里
“粗暴”地握住了！“走吧，我 喜欢做什么。他说最爱跑步，

微议

并绕着水池跑了三圈，涨红了
的小脸冲着我哈哈大笑。
“你跑得比老师小时候快多
了！”我说话的时候，漫不经心
地抬手看看手表，故作惊慌地
对他说：“哎呀，快上课了。我
们玩得这么高兴，可不能迟到
了。我送你到班里去吧？”
“不用了，我自己可以的。”
当我目送他独自去教室时，最有
意思的一幕发生了。他突然转
身对我说：
“老师，请给我一张纸
巾。我可不想让小朋友看出来
我今天哭过。
”
教育孩子我们强调“动之
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强制
性的教育手段，绝对不等于放
纵孩子。应该耐心地帮助孩子
完善自己，鼓励孩子持续专注
地做一件事情，并通过持续专
注的努力体验到成就感。这个
过程必然包含适度的强制。
处理过程中，我把男孩的
注意力转移到了成长门上。为
了迎接学生入学，学校为孩子
们准备了一道有意思的“成长
门”，让孩子们“跳一跳”去触

碰铃铛，寓示着孩子努力跳一
跳，就能触碰成功。其实铃铛
由高到低悬挂，无论哪个孩子
都能触碰到其中的一个，都会
获得一枚勋章。如果没有这道
成长门，或许我要让这个男孩
子恢复常态，还要颇费一番周
折。
对于一个刚入学的孩子而
言，校园是一个陌生而又缺乏
安全感的地方。教师要扮演的
首先是“妈妈”的角色，去关
心他，去爱护他，去宠他，去
夸他，去和他亲近，获得他的
信任。在强制男孩离开他父亲
的时候，我不能让孩子感觉这
事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我
的语言与动作是温和的。我搂
着他，抱着他，摸他的小脸
蛋，拍他的小肩膀，这是母性
的动作，把妈妈的感觉传递给
了孩子。我装作不信任他，让
他再次去触碰铃铛，成功地创
造了“崇拜”他的理由；我又
让他展示自己的跑步能力，再
一次表示对他的“崇拜”之
情。每个孩子在心底里都是希
望自己被他人接纳与赏识，并

一名新生在触摸成长门上的铃铛。

愿意持续地为此付出努力。
上午，我上了两节课之
后，有意走到男孩的教室门
口，看到他和几个同学正在走
廊上玩。走过他身旁时，我拍
拍他的肩膀，他朝我笑笑，

本文作者供图

说：“老师好！”我听见有同学
问他：
“你认识这个老师啊？”
小男孩答道：“我们是好朋
友。
”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市实验
学校新湖校区校长）

“军事夏令营”
低龄化需警惕

暑假期间，越来越多的家
长把孩子送到“军事夏令营”，
希望通过这种活动锻炼孩子的
独立意识。参加这些夏令营的
孩子，越来越趋于低龄化。训
练内容包括传统军训的俯卧
撑、深蹲等训练，进行到中后
期还添加了军事障碍训练、勇
者攀登墙等。就“军事夏令
营”低龄化问题，我刊微信公
众平台“第一缕阳光”（公众
号：alive sunshine） 微友展开
了讨论：

@湖南 刘斌：从孩子的
发育特点来看，7 岁左右儿童的
骨骼发育还未完成，心脏和呼
吸器官功能远未发育成熟，如
果训练量过大，会造成损伤，
损害身体健康。孩子的成长、
品质的养成并非依靠军事夏令
营就能解决，也不是短时间就
能见效。如果家长在平时不严
格要求，以身作则，即便孩子
在夏令营中有一些收获，最终
也会复归于零。
@湖北 李伟明：夏令营

是在远离长辈、相对封闭的环
境下，在一定程度上使孩子摆
脱长期以来养成的依赖心理，
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让
孩子认知团队的力量，懂得如
何发挥自己在团队 中 的 重 要
性；学会怎样与他人沟通，
使自己与他人关系更融洽，
建立相互接纳、相互信任的
团体氛围，具有积极的意
义。目前，军事夏令营出现
低龄化，也反映了家长们的
焦虑。对于学生习惯的养

校园风采·时尚发布

文化中国
美好校园
中国青少年校园风采发布盛会

全国仅 180 席校长邀请函
报名启事

成，不可一蹴而就，需要在
平 时 注 重对孩子的行为引导。
我们常说：学好三年，学坏
三天。孩子习惯养成绝非是
参加夏令营就能改善的，而过
早让孩子参加夏令营，因为强
制性地接受同本年龄段不相符
的活动或者平时没有涉及的事
情，常常产生挫败感，会让孩
子产生强烈的自卑心理。
@山东 钟乐江：尽管通
过军事化训练和生活，能让一
些青少年儿童慢慢克服娇柔、

胆怯、内向、自私等不良性
格，但毕竟是军事化的训练，
其训练内容、训练强度是一般
孩子所不能承受的，有的训练
项目强度之大，甚至可以用残
酷来形容。如果盲目地让低龄
孩子参加训练，会因为他们年
龄太小，身体机能发育还不健
全，心智发育还不成熟，而难
以承受某些体能项目的高强度
训练。到头来，不仅达不到预
期的效果，反而会适得其反。
@河南 尤家勇：“军事夏

铜牛学装 匠心呈现

·公告·

为学生提供健康时尚、专属校园
文化特色的高品质学生装服务

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 1952 年，经过图强求变、锐意进取的风雨征程，始终坚持“品牌为根，文化为魂”的理念，现已成为以品牌服装的研发、营销贸
易为核心业务，发展以信息科技和文化创意等都市服务业的知名国有品牌企业。
衣以载道，文以化人。
校服之美，在于从少年到青春的本真绚烂，在于从课堂到操场的动静相宜，在于从家国到校园的文化传承。“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
无服饰之美，无礼仪之重，难以称华夏。中国自古注重服饰的礼仪和文化，学生服饰因而特色鲜明，
“五四”运动以来的“文明学生装”
，开启了校服新风尚。
校服集美育和德育于一身，弘平等和团队精神于一体。于社会，校服是希望的符号，承载着民族的振兴和文明的传承；于学校，校服是流动的校训，承载着校园
的文化和教学的理念；于学生，校服是青春的标志，承载着归属感和荣誉感。
铜牛作为一家拥有厚重底蕴的国有品牌服装企业，秉承六十多年的专业能力和“诚实韧拓，争雄于世”的文化理念，持之以恒于对航天品质的追求，关注青少年
学生的健康成长，尊重学校的历史文化，愿以领先的科技、专属的设计、优秀的品质、体验至上的态度提供校服服务，弘扬校园文化。
铜牛集团旗下校园品牌：Observation

报名要求：
1. 中小学校长或德育副校长均可报名，本次发布会全国仅有 180
个席位，额满即止，未能获得邀请函的人员可通过中国教育新
闻网直播平台观看直播；
2. 报名截止日期为 9 月 12 日，我们将根据报名学校的先后顺序
及审核标准确定名单并寄送邀请函入场券。

Observation 品牌，着眼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着眼
于年轻人对世界的观察和理解，以“行千读万、匠心以
远”的诉求，倡导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立德树人成长
理念，顺应青少年成长的认知规律，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礼仪和校园文化特色元素融入学生装，匠心打造，
“弘赤子之心，求知行合一修养；扬工匠精神，得健康
着装体验”
，助力校园文化成长。

报名联系方式：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传策划中心
甘老师
报名电话：010-82296898
报名邮箱：516121870@qq.com

铜牛出品，品质保障
铜牛集团始建于 1952 年，经过图强求变、锐意进
取的风雨征程，始终坚持“品牌为根，文化为魂”的
理念，现已成为以品牌服装为核心业务，发展以信息
科技和文化创意等都市服务业的知名品牌企业。秉持
着“绿色、自然、健康”的主题，铜牛产品以原创的
面料、贴心的设计和精湛的工艺带给消费者舒适自然
的高品质穿着体验。铜牛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成
为中国航天员中心的行业科研战略合作伙伴，成功研
制出了航天生理信号测试背心、保暖内衣等十多种宇
航员专用功能产品，奠定了铜牛品牌“航天品质”的
良好口碑。

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
常老师
报名电话：18600229959
报名邮箱：602142558@qq.com

担任中国服装设计师协会理事、艺术委员会主任委
员。第八届“兄弟杯”中国国际青年设计师大奖赛金
奖获得者，2004 年被评为“全国十佳时装设计师”，
2007 年获得“北京创意·设计年度青年人物”的称
号。作为铜牛的设计总监，以独立的学术立场，立足
校园文化和青少年成长，匠心独运，倾力打造。
•雄厚的科技研发基础和学生装经验
凭借六十多年的专业实力，铜牛集团拥有领先的
面料及工艺研发能力，多次被行业和北京市政府部门
主管单位授予“北京市企业技术中心”
“北京市学生体
育装面料研发生产基地”“铜牛针织面料研发制造基
地”等荣誉称号，荣获行业和省部级科技创新奖项。
多次承办了以铜牛集团冠名的“铜牛杯”北京市中小
学学装大赛等活动，得到北京市教育部门等各级领导
和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专业化的生产服务集群

依托在集团总部的校服专属面料、服装研发中心，
铜牛品牌制作基地和现代化物流配送中心以及分布全国
的铜牛品牌销售终端作为服务网点，实现线上线下同步
订制和配送等，让学生装真正实现高质量的一站式服务。
学生装不仅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更是学校形象
•大师合作 深根校园——著名设计师 邹游
靓丽的流动风景线。
“少年强则中国强”
，让我们共同为
邹游，北京服装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博士。“中国少年”的健康成长谱写华章！

特别提示：
报名时需提供参会人员所在地区学校的全称、姓名、职务及联络方式
发布会地址：
北京·凤凰卫视国际传媒中心
承办单位：
宣传策划中心

令营”低龄化，除了家长的
认识误区，还有市场培训机
构的误导。军事夏令营主办
单位不应忽视活动的公益
性，要有社会责任感，要站在
关心青少年健康成长的高度，
自觉担负起引导他们成长成才
的责任，努力创造好入营学习
训练生活条件。军事夏令营市
场要健康长远发展，在尊重市
场规律的同时，完善管理制度
规定势在必行，加强规范监督
必不可少。

有这样一种现象比较普遍：学生对教过
自己的老师印象很深刻，而对学校校长的印
象就很浅淡。我看过一篇高三学生所写的作
文，
他这样描述他的校长：
“只会念念稿子，
颁
颁奖，
或者端个茶杯开会。
”
这样的“深”与“浅”，似乎是一种很正常
的现象。学生与自己老师相处的机会，毕竟
比与校长相处的机会要多得多。
然而，
从概率上来看，
在日复一日的校园
生活中，
触及学生心灵深处的机会，
校长并不
就一定会比老师少。从校长的职责来看，如
何对待学生，
如何走进学生的心灵世界，
本就
应该给教师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和示范。因
此，
校长在学生心中的印象是
“深”
还是
“浅”，
折射出的是一位校长的学生观。
学生观，
不仅是教育伦理价值的核心，
也
是校长的教育思想的基础。校长的教育观念
正确与否，
校长的教育价值取向正确与否，
首
先取决于校长持有什么样的学生观。人是教
育的出发点，是教育的中心问题。领导一所
学校，
办好一所学校，
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关注
人，就是要把学生当作人来对待，从人出发，
以人为本，
热爱学生，
关注学生，
尊重学生，
分
析学生，唤醒学生，发展学生。好的教育、好
的学校，
总是充满着人性关怀，
闪耀着人性光
辉。
校长在办学过程中如何对待学生，教育
家苏霍姆林斯基无疑是一个光辉而恒久的榜
样。在教育生涯中，苏霍姆林斯基始终坚持
和孩子们“打交道”，深入研究过 3700 多名学
生。
“我对米嘉——一个身材矮小、长着一双
黑眼睛的五年级学生，已经进行了半年的观
察”，这样的事情，对他而言都是寻常之事。
他说：
“每当有一届一年级的孩子入学，我就
开始为他们写教育日记。我把在一个班级采
取的各种教育措施都记在一个笔记本里。
”
他
认为，
校长
“只有把教育和教学以及研究和了
解儿童这些学校工作中最本质的东西摆在第
一位”，
才能成为一位好的领导者。
“总是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校长，在学生
的心目中就绝不会“没有什么印象”。其实，
校长与学生的距离，就是他与教育的距离。
校长离学生有多远，
他离教育就有多远。
有一种憧憬总是令人怦然心动，校长熟
悉自己学校的学生，遇见就能叫出他们的名
字，
就能如朋友般地摸摸头拍拍肩，
就能聊上
一会儿。如果这样做校长，
学校还会不好吗？
（作者系重庆市教育信息技术与装备中
心主任）

▲北京铜牛集团专属设计的校园品牌

公司名称(中英文)：北京铜牛集团有限公司
BEIJING TOPNEW GROUP CO.,LTD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金台里甲 9 号铜牛大厦
邮
编：100026
电
话：010-69586246 （座机）
13901392986 （谭先生）
18600229959 （常先生）
网
址：www.topnew.cn
服务热线：4006803680
国粹系列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