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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校长周刊 茶坊·

福建省首届“最美教师”刘
志红的两份成绩单羡煞旁人。十
余年前，只有 19 岁的她揣着中
师文凭，只身一人从江西瑞金来
到厦门，没想到竟然创造了厦门
市湖里区的教育“奇迹”:她所
带的班级从一年级至六年级一直
都是学校年段第一名；担任校长
后，所管理学校每学期区统一质
量监控成绩都排在全区民办校前
列。

这两份成绩单，绝不是“天
上掉馅饼”，而是刘志红身上的
教育责任和智慧早已对师生产生
了深远影响。恰似电影 《放牛班
的春天》 中的马修老师，她在一
件件小事中给予孩子们关爱。

成了所有孩子的家长

10 多年来，刘志红一直在民
办学校任教，所带班级孩子 95%
以上都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第一次家访，刘志红就被眼
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一家祖
孙三代人，竟然蜗居在只有几平
方米的平房里！一次次家访，她
越来越感悟到这个群体的学生更
需要关爱，教师绝对不能嫌弃他
们。

“你们周末没空带孩子，可
以送到我宿舍来玩，可以在我家
里吃饭。”家访时，刘志红对家
长们说。于是，一些上夜班的家

长便把孩子送到刘志红住处，刘
志红也从不拒绝。她免费给孩子
们补习功课，一起做饭。“孩子
们都喜欢吃她煮的饭菜，觉得太
香了，还亲切地称呼她‘刘大
厨’。”厦门市湖里区华悦学校德
育处主任赖翠翠说。

赖翠翠与刘志红一起租房住
了多年，她目睹了一个真实的故
事：有一个叫陈爽 （化名） 的学
生，父母都在工厂上班，平时没
空陪他。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每
个周末，陈爽都会到刘志红家里
来玩，风雨无阻。周末外出逛街
游玩，刘志红也会带上他一起。
毕业时，他考上了厦门市外国语
学校。

这一切，家长们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他们也越发信任刘志
红了。

2016 年 5 月 11 日，华悦学
校五年级 3 班一名学生白血病复
发，面对巨额治疗费，家长想放
弃。得知此事，刘志红动员全校
师生筹款，并借助媒体呼吁社会
捐款。她说：“我们不能放弃一
个孩子的生命，大家一起来想办
法让孩子渡过难关 。”5 月 13
日，华悦学校师生聚集在操场上
举行爱心募捐活动，现场筹集现
金 8.2 万多元。随后，社会各界
也捐款 20 多万元⋯⋯这个患病
学生及时得到了救治，现已恢复

并正常上学了。
“华悦学校学生家长绝大部

分是农民工，他们家庭经济并不
宽裕。校内师生现场捐款 8 万多
元真出乎意料，这也说明刘志红
校长多年来对孩子们无私的爱有
了回声。”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
督导室责任督学孙伟说。

引导家长教育不缺席

13 年来，刘志红一直没有
离开过三尺讲台，都任教语文学
科。但她也越发意识到：教师做
得再多，也无法代替家庭教育。
可现实是，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
家长们都忙于生计，很少有家长
能抽出时间来陪护孩子，更没精
力去研究怎样教育孩子。不少家
长遇到问题只是简单粗暴地惩
罚，沟通时总是无奈地说：“老
师，我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
是没有用啊！”

“我最初是对班上的孩子一
一家访，现在更多的是把家长请
到学校座谈。”刘志红说，一些
家长不希望教师去家访，因为他
们不想让教师看到一家几口人挤
在小房子里住的窘境，“我们要
考虑家长的感受，尊重他们的意
见。”

与家长座谈时，她常常会委
婉地建议家长：父母两人中，一
定要有一人调整下班时间，早点

回家，给孩子做顿饭，看看他们做
的作业，而不是每晚加班到 9 点、
10 点，让孩子处于放羊状态，否
则有可能失去孩子。

“老师，我什么都不懂，我在
家也帮不了孩子啊！”一些家长说。

“如果你真的什么都不懂，你
只需看孩子是否把作业所有的‘窟
窿’都填满了，至于做得对不对，
先不要管。”刘志红说。

有一年暑假，刘志红没有回老
家，约谈了五六十位家长。她说，
很多家长听进去了，提早下班回家
陪伴孩子，孩子的成绩很快追赶上
来。当上校长后，刘志红仍不时约
谈家长，引导家长在教育孩子方面
不“缺席”。

力行无言的管理艺术

曾担任过小学校长、现为刘志
红同事的元淑芹直言不讳，民办学
校教师老少皆有，其中不乏当过校
长的退休教师、高级职称教师，管
理起来可不容易。

厦门市湖里区教育局局长吴雪
慧最初听说华悦学校要聘任一个不
到 30 岁的女校长，心里也没底。
两年后，吴雪慧却力荐刘志红参评
厦门市“五一劳动奖章”荣誉。

刘志红是如何做到的呢？华悦
学校学生超过2000人、教职工超过
100人，管理起来更是难上加难！

孙伟说，因为缺教师，课不能

没人上，刘志红便一直教一个班的
语文，“到校督导时她经常在上
课”。孙伟劝她找代课教师，她忧
虑道：“找代课也不能马虎，要面
试。太差怕误人子弟，宁愿自己累
一些。”

就这样，校长兼主科语文老
师，刘志红一干就是三年。

“志红身体力行，尊重帮助教
职工，特别是长期无私地关爱学
生，这一点一滴教师们都看在眼
里，真正让我们新老教师都很佩
服。可以说，志红是老的处得来，
小的团结得了。”元淑芹说。

全校教师都知道，刘志红是一
个“工作上原则不让步，私底下感
情个别处”的人。

有一次，刘志红发现有一名
40 多 岁 的 教 师 作 文 批 改 很 不 认
真，便决定按规定扣绩效工资。该
教师想不通，闹情绪，但刘志红仍
坚持执行规定，要求其改正。

“刘校长布置给我的任务，未完
成好，也会被她批评。”赖翠翠说。

“刘志红有很多机会调到公办
学校，但她始终没有离开。”孙伟
说，每当学校有优秀教师离职，学
生就担心刘志红也走了，她便向学
生 承 诺 “ 老 师 会 把 你 们 带 到 毕
业”。而刘志红不仅践行了诺言，
还长期留了下来。

如此，对于刘志红那两份“最
美”成绩单，便易于理解了。

“最美”成绩单背后
本报记者 龙超凡

9月开学季，许多学校都会举行新学年开
学典礼，典礼上校长的致辞往往是不可或缺的
一环。上海复兴高级中学陈永平校长的开学典
礼致辞，借鉴阳明心学，言辞恳切，春风化雨，告
诉孩子们在做人、做事、做学问之间，如何从

“心”而行，给学生以深刻的启示。开学典礼致
辞，如何走心？我刊微信公众平台“第一缕阳
光”（公众号：alivesunshine）微友对此展开了讨
论：

@山东 袁庆峰：引领成长的校长致辞无
疑是广大学子浸染校园文化、感受学校精神的
一场盛宴。精美的校长致辞中有校长真挚的情
怀、真切的情感、真实的思想，而真，常常与善与
美同在。回瞻当下的教育，全身心浸润于学校
事业的著名教育工作者亦不乏其人，李镇西、窦
桂梅等校长的开学演讲也都同他们的教育一
样，精彩且富有力量。

@浙江 裘志刚：开学典礼的校长致辞作
为始业教育的开始，有总结经验的，有殷切希望
的，也有家国情怀的。在我看来，无论内容的重
点是什么，校长致辞要暖心更要入心。首先，要
切合学生特点，面对怎样的年龄段的学生讲怎
样的话，大学生可以是家国情怀，中学生可以是
自强自立，小学生可以是文明快乐，适合才能听
懂。其次，切入点要小，认准学校、学生身上存
在的普遍问题，用一个个富有哲理的故事或者
名言，娓娓道来。最后，要结合校长特点，将自
身鲜明的特点和特长，融入开学致辞，必将给学
生留下独特的感受和记忆。

@北京 徐敏：许多中学校长为学生上课
的机会很有限，所以应该重视开学典礼上的第
一课。在这样的场合，校长需要注重树立自身
人文形象，寄语学生时，可以激情昂扬、诙谐幽
默、文采卓著，也可以细腻动人。但其中扬起理
想的旗帜，是相通的。校长承担着教育思想和
理念引领者等多重“角色”，应该带点理想主义
色彩，鼓励和引导学生既仰望星空，又扎根大
地。

@河南 王义勇：很多校长开学典礼致辞
一改以往的照本宣科，也开始走凸显“个性化”
演讲风格的路子。但要实现开学典礼致辞风格
的“华丽转身”，还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弄巧成
拙。其实，校长致辞真的无须堆砌“网语”或各
种“流行体”，只要言之有物，说得实在，就是一
种风格，就能赢得掌声，也能对学生的成长成才
起到一定的启迪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断
提高“表达能力”，也应该成为学校校长很重要、
需要经常操练的一门功课。

@浙江 段云成：校长致辞应将家国情怀、
努力学习、谦虚做人等道理融入故事中，通过故
事引发学生深层次的思考。校长也是学习者，
可以谈谈自己在学习中的苦与乐，行动与思考，
让学生产生共鸣。

@山东 李汝霞：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既
要高屋建瓴，又要平易近人，更要有新意、有韵
味、有内涵，忌脱离实际、忌老生常谈。应体现
学校文化和办学思想，有真情实感，提振信心和
触动灵魂，并且要讲究语言技巧，要么娓娓道
来，要么妙趣横生，要么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河北 冯胜清：校长的开学典礼致辞，不
管是对学生还是对老师的希望和要求，都应该
言辞恳切，语气和缓，要像春风化雨，而不用训
诫的语言、语气。致辞可以适当引经据典，特别
是要讲些正面的案例，给听众以启示。

开学典礼致辞
如何“走心”

为
教
师
成
长
找
一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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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成涛

古 希 腊 哲 学 家 阿 基 米 德 曾
说：给我一个支点，我将撬动整
个地球。阿基米德能不能撬动地
球，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个合适
的支点。教师的成长何尝不是如
此？教师成长是学校发展的第一
要素，为教师的成长找到一个支
点也应成为学校教师队伍培养的
核心任务。

在一些学校的管理制度中，
从备课、上课，到作业的设置与
批改以及教学研究，甚至于读
书、听课评课活动都有详细而具
体的规范，都用“评价与考核”
的手段去督促执行。统一的备
课、上课模式，统一的作业设置
要求，统一的读书学习制度，让
许多教师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的机械重复中逐渐迷失自我。

作为学校管理者，我们应该
相信的是每一个人的内心都有一
种向上、向善的力量，只是我们
缺少发现这种力量并唤醒这种力
量的办法。那么，教师的这种力
量又在哪里？就在教师自身，让
每名教师有一种价值存在感，就
是唤醒这种力量的源泉。

尊重教师不能仅仅停留在关
心教师的生活，给予教师物质上
的奖励这些低层次的尊重，而要
给予教师自我选择的空间。如果
教师觉得有更有创意的作业设
置，就该鼓励按他的思路去设计
作业；如果教师有更高效的备课
方式，就该支持按他的方式去备
课，争取百花齐放，并在此基础
上为他提供教学展示的机会。为
保证教师的教育教学探索不被扼
杀在萌芽状态，学校应坚持“充
分信任、大胆实践、允许失误”
的原则，对教师在实践中的失误
与挫折，学校应尽可能地给予理
解和宽容，在鼓励的基础上发挥
教研团队的优势，给教师提出改
进建议，帮助教师尽快从挫折的
阴影中走出来。这样，既能互相
学习，也能产生思维的碰撞，让
教师从被动的应付，转变为主动
的创造，进而形成自己的教学风
格。教师也能在这种富有创造性
的活动中感受到自我价值。

工作中，我们发现，对于一
些常规性的工作，许多教师只知
道做，却从未考虑为什么这样
做，怎样提升做的效益？我们尝
试着举行“我的教育经验分享”
主题论坛，目的就是要让每一位
教师能够在众多的教育故事中找
到自己最为成功的经验，比如创
意作业的设计、指导学生课外阅
读、家校联系、班级小助手的培
养与管理、微课设计与课堂教学
的融合、评价策略的运用等方
面，进行总结和提炼，形成教师
自己的名片。而这就是教师成长
的支点，学校要做的就是帮助教
师找到这个支点，放大这个支
点。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教师都
找到了自己成长的支点，形成了
自己独特的教学风格。

语文组教师围绕学生课外阅
读效益差的问题，开展有创意的
阅读指导活动，一年级教师指导
学生开展“为故事配连环画”的
阅读活动，指导学生将图书内容
变为有创意的连环画；二年级教
师指导学生开展“为故事创编剧
本”的阅读活动，每读完一个故
事，教师指导学生将故事创编为
剧本，并且吸收艺术课教师进行
排练；三、四年级教师则指导学

生开展“说书”活动，每读一本
书，教师指导学生现场说书；五
年级教师则指导学生为故事研制
思维导图，五年级一班几名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读完 《八十天环游
地球》 之后，制作了环游地球的
行程表，同时在世界地图上标记
出环游的路线，并注明当地的风
土人情。

这些变化，让教师们收获了
职业幸福感，而这种幸福感正是
来源于他们富有创造的活动中。
氛围一旦形成，教师大的创意就
会源源不断。将思维导图的设计
引入学生的学科学习，帮助学生
形成知识的自我构建；引导学生
提出感兴趣的问题，生成研究项
目，运用学科知识进行项目研
究，有效地实现了学科知识的融
合；充分利用电子书包的功能，
将备课的重点放在微课的设计与
制作，正逐渐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每一项创意的背后，都是教
师的教育智慧的呈现，而在这样
有创意的教学活动中，教师怎会
不获得成长？

学校的教师培养，不是要用
评价的指挥棒去束缚教师，而是
走进教师，和他们一起发现自身
专业成长的一个支点。

（作者系北京市第二中学亦庄
学校校长助理）

叙事

微议

一、追梦青春

湖南省长沙市周南中学校长翁光龙：

梦想引领时代

年轻的同学们，做一个有梦想的
人。每个踏进周南校门的同学，都怀
揣着美丽的梦想。这是你们的青春
梦，五彩斑斓、生气蓬勃，未来还将
光芒万丈。李大钊说 ：“以青春之
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
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
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

生 ”。我们的青春梦除了是诗与远
方、是篝火与河流、是鲜衣怒马衣锦
还乡，还应该是立己达人、是协和万
邦、是治国平天下。

江苏省连云港市新海实验中学校
长苏守杰：

做勇敢的追梦人

怀揣梦想，你的人生才不会孤
独。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无论梦想
大或者小，你的生活永远充满奋斗的
力量。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
和远方的田野。或许你以前是老师眼
中的后进生，那请你从现在开始，发
奋努力，迎头赶上；或许你学习方面
真的很困难，但请你从现在开始，积
极参加自己喜欢的活动，尽情展示自
己的特长。同学们，让我们在新的学
期里学会梦想，相信自己，在梦想中
努力，让自己拥有一双“隐形的翅
膀”，造就与众不同的自己！

二、正心修德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校长陈永平：

“用心”才能做“真人”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说，“一念开
明，反身而诚”，就是让我们从关心外

在的事物，变成关心自己的内心世
界。在做每件事情、产生每种想法时
真诚地面对自己的内心，不自欺，不违
心。当一个人真诚、不自己欺骗自己，
那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

“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
存 良 知 ， 虽 凡 夫 俗 子 ， 皆 可 为 圣
贤。”真诚、善良是我们的天性。善
的源泉在内心，如果你挖掘，它将汩
汩涌出。在我们高中的学习生活中，
我们要“一念开明”。

很多时候，同学师生间的一个微
笑、一声问候、一点宽容、一次提
醒、一回让步，都会闪耀着人性的温
度。请大家记住，道德不是虚假和生
硬的框架，而是我们内心真实清澈的
洞见。希望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念
开明”的内心清澈的人。

广东省深圳中学校长朱华伟：

彼此当年少，莫负好时光

做学问之前一定要先学会做人，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一个关键词：修
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同
学们，作为一名合格的深中人，我希
望你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修身立德，
锤炼品格。学习不忘立身，成才不忘
做人，永远记住“小成在智，大成在

德”的道理。这里我要讲的“德”不
仅仅是一己之“小德”，还有爱国之

“大德”。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弘扬民族
传统，坚守家国情怀，做一个有担
当，明是非，充满正义感和责任感的
中国人。

三、学以报国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

为中华之崛起

当年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志向，感动了一代代少
年。温故这个有些遥远的故事，呼应
它那铮铮的回响，就是为了提醒我
们，今天还要继续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

要读有字之书，中华五千年的文
学经典，这是建立你人生信念与气质
的重要资源。每天清晨要“ 日有所
诵”，每日要读好课文教材。还要读无
字之书，亲近中华民族优秀的精神财
产，比如爱国主义，比如民族精神。

“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
鼓声”，先辈奋斗与后人的呐喊仍在
回响，旗帜仍在历史恢宏的背影里与
伟大民族复兴的道路上飘扬，而今的
你，被过去的历史所感召，因今天的

民族强大而自豪，就会志存高远，就
会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当
作必修的精神功课，在读有字之书与
无字之书中，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
值观自信，扎中华根，铸民族魂，做
具有国际视野、天下情怀的现代中国
人。

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

心怀国家，涵养生命

一所学校能走多远，取决于你们
受到这所学校的生命滋养后能走多
远。作为新一代青年，你们所面临的
是多元的价值选择、多元的文化交
融，生命成长的空间超越以往，这也
意味着要养成高远而稳定的生命气象
将遇上更多的挑战。但我依旧希望你
们为同代人、为社会带来清新之气，
鲜明地去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坚定地
去维护对人性的尊重，自信地去养成
生命的格局，勇敢地去释放生命的个
性。我希望你们的生命能按着理性方
式，不违规矩、不违礼节地生长；希
望你们的生命汲取雅礼精神、融合国
家梦想，健康健全地生长;希望你们
的生命所呈现的气象，在可看见的未
来升华结晶出的是民族新时代的精
神。

校长致辞中的“开学第一课”

为解决偏远山区贫困儿童缺少课外书籍等问题，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在开学第一天开展了“旧书换绿植
书香换花香”活动，两千多名学生带着自己的旧书来换取喜欢的绿色小盆栽。这些书将会被送往绍兴市新昌县镜岭镇砩头
村，帮助当地的村民修建一座图书室，让那里的孩子有更多的阅读机会。 吕旦 文/图

三
味

9 月伊始，中小学校陆续开学，
新的学期也由此拉开序幕。对于每一
名学生来说，开学典礼上校长致辞无
疑是新学期的“开学第一课”。开学
致辞既承担着让新生明白新的学年、
新的征程要学什么、怎么学，引导学
生树立起人生目标的使命，也能体现
校长个人对于教书育人思考的深厚积
淀。为此，我们特摘录部分中小学校
长的开学典礼致辞，一起去感受校长

“开学第一课”中勉励与希冀的力量。
——编者

旧书换绿植 书香换花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