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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教育人
的智慧亦深受地方文化的影响，他
们对教育的理解与实践有许多共
通之处。周颖成长在苏州，工作在
苏州，因而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
浸染了苏式教育文化的气息。

他所主持的校长工作室，也
同样是实践和丰富苏式教育智慧
的舞台。工作室以改变薄弱学校
现状、确立新建学校办学方向、
凝练优质学校品牌内涵为目标，
周颖与工作室15名成员校长，积
极探索与践行智慧学习理念，传
承和创新延绵千年的苏式教育，
彰显各具特色的智慧课堂风采。

从传统中来——智慧课
堂各具特色

苏州的教育文化源远流长。
在苏州办学的教育人或多或少受
到苏式教育文化的影响。叶圣陶
曾指出，“教师的教学，不在于全盘
授予，而在于相机诱导，⋯⋯”又在

《自力二十二韵》中写道：“疑难能
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
高精能自探。”再后来，就是大家
耳熟能详的“教是为了达到不需
要教”。

清通简要、明体达用的教学
思想，构成了苏式教育文化的血
脉，不教之教、开放致远又成为
今天苏派课堂的特征。

周颖所在的苏州振华中学，
主张学生开展智慧学习。振华中
学的“苏式智慧课堂”项目建设
以课例研究为载体，围绕“以学
习者学习为本，课堂是学生真实
学习过程的呈现”这一命题开展
教学实践，课堂教学遵循学科规
律，颇具苏派教学的特质，如语文

学科的“真体悟、善品读、巧结构、
深意境”，物理学科的“微情境、深
体验、小活动、巧智慧”，政治学科
的“温润、思辨、本真、向善”，这些
课堂均彰显苏式教育智慧，帮助学
生实现智慧学习。

周颖通过校长工作室这个平
台，将苏派教学理念传递给工作
室的其他成员，并得到了他们的
认同。来自不同地区的工作室成
员校长，描绘了智慧学习不同的模
样。

在工作室成员校长孙刘华的
学校，同样推行智慧学习，课堂学
习的组织形式却不一样。如东市
景安初中的“问题伴学”没有固定
模式，但从过程来看，一个重要的
学习问题往往要经过 7 个阶段：研
究学情作设计，独立思考得初解，
同伴学习共再解，师生智慧要汇
聚，拓展能力求提升，着力创新看
再生，构建体系来归类。这所位于
江苏省如东县河口镇的乡村中学
运用“问题伴学”的智慧学习，激发
了学生的潜能学习，近几年来，从
入学综合排名全县20名左右到毕
业时综合排名入围前三名，成为当
地乡村教育的奇迹。

到课题中去——育人课
程落在实处

周颖明白，仅靠制度的约束
校长们未必能走到一起，只有让工
作室的成员校长们成为一个学习
共同体，分享办学新体会、探索教
育新领域、研究合作之路才能走得
更远。工作室成立之初，“核心素
养”正成为教育界的一个热词。工
作室校长经过讨论决定，以课题研
究为载体，研究如何通过学科教学

和跨学科的综合实践活动，培养
学生的关键能力和必备素养。

为避免课题研究兜圈子走弯
路，周颖聘请国内一流专家学者
成尚荣、杨向东等担任工作室学
术顾问，通过进校诊断、沙龙研
讨等形式，推进课题研究。首批
成员学校共设立 10 多个科研课
题，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渠道
和方法进行研究。

苏州市第二十四中学，探究
从单纯重视学科教学规律转向学
生成长规律与教学规律的融合。
根据 95%的学生是外来务工子女
的生源特点，学校开设了蒲公英
系列课程。校长朱向峰认为，以
蒲公英作为课程的象征，是因为
学生就像蒲公英一样迁徙来到苏
州，也是希望学校课程能够帮助
他们用自强不息的蒲公英精神破
除各种阻力与困难，成为更全面
的人。蒲公英少年内涵养成课，
获得了苏州市和江苏省的教育教
学成果奖。

南京市第三十九中学的课题
研究，围绕如何培养学生公民法
律素养展开。课题研究引导学生
认同自己的公民身份，自觉增强
法律观念，培养学生的责任意
识。“5 个村周边路边菜摊安全隐
患问题的研究”“下关区垃圾桶合
理设置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关于
挹江门景区乱涂乱画问题的研
究”等，贴近生活实际，深受学
生欢迎。校长王克定发现，学生
在活动中收集整理信息，分析解
决问题，与人沟通合作能力得到
提高，在快乐探究中，学生行为
规范得以养成，社会公德和责任
感渐渐提高。

课题研究，不是学校教育教
学的点缀，不应仅仅指向教师的
专业发展，还应指向学生的发展，
成为具有校本特色的基础课程建
设的先行兵，已经成为周颖校长工
作室校长们的共识。

以帮扶为重心——办学
理念同频共振

名校长领航的职责在于，扩大
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影响力，推进教
育公平和教育均衡发展。自工作
室成立后，周颖以振华中学为依
托，名校办分校，组建教育联盟，让
更多的学校在办学理念、组织架
构、课程教学等方面同频共振。

2016 年，为探索办学主体多
元化，在苏州市教育局的支持
下，振华中学输出教育品牌，成
立苏州市振华中学校北美分校。
振华中学提供优秀的师资团队和
管理团队，实现师资、课程、教
学、评价的统一管理，两年来学
校规模迅速扩大，成为苏州西南
部一颗冉冉升起的特色学校之星。

同年，周颖还推动学校与苏
州市相城区黄桥中学 （乡镇中
学） 结为友好学校，振华中学主
动对联盟校开展师资、课程、教
学等方面的辐射，加大课题研
究、教育专题项目的合作，从听
课、评课、讲座、教材、教法、
师生活动等方面入手，推进苏州
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

办学理念的同频共振，也在
工作室成员校长那儿听到了“回
响”。据周颖介绍，工作室成员校
长吴小凡所在的徐州市科技中学，
掀起一场“助式教学”革命，助学生
变革学习方式，养成独立思考、解
决问题的习惯。可贵的是，吴小凡
在自身学校变革取得良好成效的
基础上，联合徐州市奎山小学、少
华街第二小学、翟山小学等 5 所学
校，成立了“奎山学讲共同体”。在
科技中学的引领下，共同体开展了
20次“同课异构校校行”活动、125
节研讨课，共同体学校教师用自己
的课前说课、课堂展示、课后追问
诠释着各自学校的教学主张，碰撞
出更多教育智慧的火花。

工作室成立两年多来，工作室
的成员校长不断成长，周颖也调任
苏州市第十中学校长。蕴含着“不
教之教”的苏式教育智慧气息的种
子，跟随着周颖校长工作室成员校
长的实践足迹，播撒到更多的地
方，越来越多的校长和学校加入到
这场帮助学生实现智慧学习的教
育教学改革中来。

（本文由校长国培计划——中
小学名校长领航班中国人民大学
附属中学培养基地提供）

周颖校长工作室

智慧学习：苏派教学薪火相传

【链接】

县城出发往南，车行近4个
小时，110余公里蜿蜒而颠簸的
山路尽头，是湖南省永州市祁阳
县最偏远的内下乡。沿着内下乡
水坝旁一条崎岖的小路步行10
公里，便是唐宝桐守护了20多年
的内下乡中心小学。

见到唐宝桐的时候，他正在
学校工地上忙碌着，建设中的4
层教学综合楼已经初具规模。厚
实却布满老茧的手、朴实而憨厚
的笑容，与微驼的背影一起，构成
了这位校长和这所学校20年同
生共长的故事。

美丽校园肩上挑

1992年，唐宝桐调到内下乡
中心小学任校长。说是中心小
学，却荒凉得让他难以置信——

校园里没有厕所、浴室、厨
房，也没有操场、办公设备，甚至
没有水喝。一个大土坡“拦路虎”
般挡在校舍和道路之间。几间教
室，远看像挂在山腰处，教室内摆
放着几套与学生数严重不匹配的
课桌椅。大多数时候，孩子们只
能蹲着上课，把本子放在膝盖上
写字。

“可不能苦了山里孩子。”目
睹了这一切的唐宝桐来不及思
考，毅然担起扁担走上了挑水之
路，先解决孩子们的喝水问题。
离学校最近的水源是1公里外的
一条小溪，位于陡坡下方，上下极
不方便，唐宝桐便和几名教师轮
流挑水，每天早中晚三次，一共得
挑1000来斤水。

回想起挑水的日子，唐宝桐
心有余悸：“下雪天，路上结冰打
滑，只能把草绳子绑在脚底防
滑。可 100 多斤重的水挑在肩
上，平衡起来非常困难，爬坡又常
常需要手脚并用，衣服湿了水也
洒了，心里又气又恼。”

1998年，山泉水可以直接引
到学校，160多名学生和10多名
教师的饮水问题得到基本解决。

于是，唐宝桐转向规划校园
建设。他自己带头，动员妻子、教
师一起挑走门前的泥土和杂草，
又挑来建筑材料。“能通车的路是
2010年修好的。”唐宝桐说，以前
交通闭塞，运送建筑材料的汽车
只能开到大坝，剩下10多公里全
靠教师肩挑手提，已经不记得走
烂了多少双鞋。”唐宝桐和教师扛
回来的砖瓦，盖起了厕所、澡堂和
厨房。学生用的课本文具、教学
用的各类仪器、吃的蔬菜瓜果等，
也都是他们背回来的。“轻的就一
次扛回来，重的就分批背上来”。

安全之桨握掌心

内下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大多
住在水库两岸的山坳里。开始
时，学生上学放学由小渔船接送，
但经常会出现15个人的船常常
挤进60多个孩子的情况。为了
确保孩子们上放学路上的安全，
唐宝桐决定当“兼职船工”亲自接
送。

一次放学途中，渔船正行到
水库中央，突然刮起了大风，一场
暴雨即将到来。年久失修的渔船
在风里剧烈晃动，突然一阵撕裂
声，船棚被风刮走，船也随之一
抖，险些把站着的唐宝桐甩出船，
孩子们更是吓得不轻。幸好不远
处有一水湾，他和船夫把船开进
水湾，利用地形挡住风雨，才算躲
过一劫。

此事过后，唐宝桐意识到渔
船太不安全，学校必须有专门的
校船。1998年，他东拼西凑置办
了一艘长18米宽3米的船，每次
能坐45个人。每周星期五，分4
批将孩子送回家，周日又将他们
接过来。这艘船他开了10年，安
全行驶了10年，也让他担心受怕
了10年。

库区水位时常变化。遇上下
雨天，水位暴涨，唐宝桐要把船系
到高处，及时清除船舱里的积水；
遇上泄洪，水位突然下降四五米，
人到的时候船已经吊在了半空，
得一群壮汉慢慢拉着放下水面。
唐宝桐最怕的就是忽然变天，以
至于晚上睡觉只要听到雷雨声，
他心里便会发慌，摸起电筒就往
岸边跑，亲自看过觉得妥当了才
能放心。

“最苦最难的日子都过去
了。”唐宝桐欣慰地说：“现在库区
不仅通了公路，还有了公交，学生
上下学得到保障，我的心里踏实
多了。”

手电光照见希望

学校教师都知道，校长唐宝
桐有一个背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黑
皮包，里面永远塞着一只手电
筒。这只手电筒，照亮山里孩子
求学的路，也照亮唐宝桐前行的
路。

2002年秋学期，唐宝桐发现
班上一名叫盘国凤的学生没来报
到。晚上安顿好学生就寝后，他
拿上手电筒，穿上雨靴就去了盘
国凤家。山路崎岖狭窄，漆黑一
片，行至水库边时，他脚下打滑一
不小心掉进了水里，万幸他水性
还好，爬了上来。深夜，当他敲响
盘国凤家的大门时，微弱的手电
光里，小凤父亲看到的是“落汤
鸡”似的唐宝桐。

第二天，盘国凤一早就到了
学校，唐宝桐为她垫付了200元
学费。在他的支持下，盘国凤顺
利读完了小学、初中，并考上了重
点高中。1994年至2003年10年
时间里，唐宝桐共劝回了100多
名失学儿童，并为他们垫付了
9000余元学费，争取到3万多元
爱心款项。

为了给学校争取物资，唐宝
桐常常等在各级领导的办公室
外，一守就是一天。“学校离城里
太远了，我不去反映情况，大家都
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内下乡到
县城，行车需3个多小时，要办事
必须清晨5点动身，走到大坝上
搭车。经常天还未亮，他就挎上
背包，打着手电光去城里办事。

这些年，唐宝桐为学校争取
了 40 余万元资金，建起了新
楼，引进了清泉，招来了特岗教
师，开通了农村中小学远程教
育。

唐宝桐的背一天比一天弯，
山腰的学校却一日比一日更挺
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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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新春

本报记者

赖斯捷

苏婷

教育的时空里不再只有
粉笔、黑板和教师，互联网
让学习无处不在，教和学的
方式正发生着重大变革；学
生学习的目的不再是掌握知
识，而是综合运用知识进而
发展能力；学生不再是被动
的学习者，而是学习的发起
者和最大的受益者⋯⋯一场
学习的革命正悄然向我们走
来。

杜兰特说：“惟有智慧
使人自由。”未来的世界是
一个充满智慧挑战的时代，

“转识成智”既是对信息社
会的积极回应，更是向人的
发展的价值回归。

在这样的背景下，周颖
校长带领工作室成员校长，
积极探索与践行智慧学习就
有了更重要的示范意义。

周颖校长工作室的成
员，大多是相对薄弱校、新
建校校长，也有一些优质校
的校长。2017 年春天，工
作室又迎来了苏中、苏北地
区的 10 名校长，成员达到
15 名，基本覆盖江苏省的
每一个地级市。

出于对智慧学习模式的
认同，他们走到了一起。他
们将研究和实践重点指向学
生的培养与发展，以培养具
有持久学习欲望、良好学习
素养和主动积极、责任担
当、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才为
使命。

在带领学生智慧学习的
理念之下，周颖校长工作室
成员孙刘华校长在江苏省如
东市景安初中推行从“问题
伴学”开始的智慧学习，激
发学生学习潜能，学习的过
程成为思考与探索的过程。

江苏省徐州市科技中学
的“助式教学”同样是对智
慧学习的探索。他们通过

“生助”组建学习共同体，
共同进步；通过“师助”将
学生的“学”和“讲”引领
至一种上升式的“生成”；
通过“竞助”为学生的学习
成果的展现、交流搭建平
台，大力营造“比学赶超”
的氛围。

一切改变从改变理念开
始。周颖校长工作室是一个
学习的共同体，他们以课题
研究为载体，以教育面临的
现实问题为研究的切入口，
共同分享研究的成果，共同
分享在实践中探索的办学经
验。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同频
共振，周颖校长提出的智慧
学习的理念不仅在各个成员
校落地生根，而且竞相开出
了色彩缤纷的花朵。

（作者系教育部校长国
培计划首期名校长领航班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培养基
地主持人、首席专家）

画龙点睛：

探索智慧
学习的多样性

刘彭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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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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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周颖校长工作室时，
正是我当时所在学校苏州市第
二十四中学实施 《教育教学综
合改革三年行动计划》 的第三
年，也是这个计划构建的蒲公
英课程体系的攻坚年。

蒲公英课程的设想，是通
过活动来使学生获得学与练的
感知，获得学养、思想、心灵
成长的感悟，达到做中学、做
中悟、做中乐的多元目标。因
此，课程体系紧扣学科、德
育、综合实践三个维度课程，
努力设置多样的活动课程和激
励措施保证学生获得科学、智
慧、有效的辅导。

然而，在近两年的实施过
程中，鉴于生源的实际情况，
课程的达成效果不尽如人意。

在周颖校长所在的振华中
学现场学习时，我们特意邀请工
作室成员对周颖校长推行的“小
微课程”进行分析、指导，从而为
学校的蒲公英课程体系进行了
梳理：在学科课程方面，提炼学
科课程中实践活动的内容，将知
识融于活动，全面提升学生思
维、品质、个性等多方面素养；在
德育课程方面，整合各类专题活
动，形成立体化的德育课程；在
综合实践方面，我校完善课程目
标，给予学生体验、历练、实验的

平台，逐步开设了十大门类近
60 门课程，提升学生的科学、人
文素养。

在取得阶段性成果后，我
们再次陷入思考，怎样在课程
中体现当下核心素养的要求
呢？在周颖校长和其他工作室
成员的讨论和分析下，我校再
次优化了蒲公英课程，在“可
教、可学”的前提下，帮助学
生形成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随着课程实施不断深
入，蒲公英课程将课外活动和
影响儿童身心发展的学校文
化、校园环境、班级文化、环
境布置等纳入范围中。三个类
别课程的融合，其交集应为浅
层意义上的“核心素养”；而在
深层意义上，课程注重思维品
质的培养，每一门课程均与各
种思维品质相联系。

2017 年 7 月，我校“蒲公
英学子学习素养培育的课程统
整与实践创新”课题获江苏省
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在这一过
程中，周颖校长工作室校长们
的每一次问诊与探讨，形成了
学校的“攻坚指南”。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中学园
区校校长，苏州市第二十四中
学原校长）

从蒲公英课程走向多元成长
朱向峰

行走在如诗如画的江南特色
校园内，领略扎实灵动、不教之
教的“苏式智慧课堂”，加入周颖
校长工作室后，我近距离感知到
了不一样的学校世界。受到周颖
校长“以学校的每一天成就每一
个师生的本色人生”育人理念的
感染，在工作室每次培训时，我
从自身修养到学校建设等方面学
习与模仿他，最终寻求自身学校
的突破。

我校是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
的一所农村初中，师资力量薄
弱，生源质量参差不齐。学校虽
然凝练出了“对每个学生负责，
对每个学生的未来负责”的育人
理念，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
展了一系列活动来践行这一理
念，但也遭遇了建校以来最大的
瓶颈：如何将实绩和素质统一到
负责学生未来的总目标上来？

周颖校长和工作室校长们集
思广益，帮我找到了学校发展的
突破口。我开始通过构建立体化
的育人体系，培养学生的关键能
力和必备品格。

以“绅士淑女教育”为德育
主线，细化分解出文明礼仪、不
忘责任、友善合作、生活自理、
健康第一、勤俭节约、珍爱生命
等十大指标，每两周围绕一个小
主题开展“做魅力绅士，当优雅

淑女”主题活动。这些活动的开
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绅士淑女
文化，帮助学生养成健康习惯和
良好品行。

开展文学采风活动，培养学
生社会实践、交流合作能力，提
高写作水平和文学修养。学生们
走进污水处理厂，调查水质污染
的过程与处理的措施；走进溪桥
镇凤灵乐器公司，学习小提琴制
作工艺；参观泰兴市建筑企业金
龙公司，领略建筑艺术⋯⋯亲近
自然、走进社会的文学采风活
动，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的新鲜素
材。学生们写下不少优秀文章，
不仅在校刊 《东方》 上发表，而
且被正式出版刊物选用刊登。

根据国家课程建设要求和学
生兴趣爱好，我校积极开发具有
鲜明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培养
学生特长，传承文化底蕴。在周
颖校长的指导下，我校已经有书
法、绘画、武术、烹饪、刺绣、
科技制作、黄桥民俗风情、泰兴
方言解读等特色课程。丰富多彩
的校本课程，为学生打造出自主
选择、拓展自主成长空间，获得
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的重要平
台，也为所有学生留下终身难忘
的校园生活记忆。

（作者系江苏省泰州市黄桥初
级中学校长）

书写育人“立体教科书”
陆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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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颖周颖 （（左二左二）） 为工作室校长介绍苏州教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工作室校长介绍苏州教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本文作者本文作者 供图供图

唐宝桐在学生宿舍批改作业。 李新春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