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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校长周刊 茶坊·

一天，班主任李老师从办公
室拿出件用塑料袋装着的“宝
贝”，递给我看时还说：“听同学
们 说 ， 毛 毛 偷 偷 画 了 好 几 天
呢。”李老师显得很激动。

拿在手里，粗粗一看像是没
有经过专业美术教师指导的儿童
涂鸦，但细细看去，我的心一下
子就被“戳”中了。

确 切 地 说 ， 这 不 是 一 幅
画，而是一件手工作品。左上
角是用纸叠出的一个小方块，
上边用蓝色字体写着“我爱美
丽的班主任”。“爱”字写在一
个心形图案里；“班主任”三个
字比较大，另起一行，居中心
位置；“主”字上边的点是一个

“心”形，下边画着一本打开的
书 ， 书 里 伸 出 两 片 长 长 的 叶
子，叶子托着一颗“心”。上面
的人物还有李班长、朱班长、
何班长、常班长和校长。作品下
方写着：“4 个班长永远是我的
好朋友，校长是我的爷爷，李老
师像妈妈”。

整幅作品，字体很稚嫩，画
画的水平也不高，人物就是个

“意象”，甚至把校长爷爷画得很
丑很丑，实在不像风度翩翩的

“我”，但我的眼睛还是一下子湿
润了⋯⋯

我无法想象，一个有听力障
碍的女孩，在她相对封闭和独立
的内心世界里，她默默地构思了
多少个日夜才有了这创意，又花
费了多少个时日才小心翼翼一笔
一画地完成了这幅“精致”的作
品！在我心中，画在作业纸上的
这幅学生作品，是毛毛的心声，
是毛毛丰富的情感世界，是毛毛
爱的表达。它简直就是毛毛奖给
学校和老师的一枚大勋章啊！

我知道,此时的毛毛已经深
爱上了她的班级，爱上了我们的
学校。这还是那一个家长送不来
的“丫头”吗？

一年前，我刚刚兼任安阳市
小屯小学校长。已经上课了，可
我一走进学校，就看见一个女生
孤零零地站在门口，双手抱着大
门的铁栏杆，用痛苦忧郁的眼神
在向外张望，嘴里抽泣着，眼里
噙满泪水。我很惊讶，试图去问
她 怎 么 了 ， 可 她 根 本 不 理 睬
我。她叫毛毛，听力有障碍，
沟通很困难，上学也是有时候
来，有时候不来，来了也不愿进
教室。每次都是班主任李老师

和班的同学又哄又拽，才把她弄
进教室。

有一天，教导处的同事告诉
我，有位学生家长来办转学手续，
想找校长签字。那位满脸愁容的老
人，正是毛毛的爷爷。我问他怎么
没填转入学校，要往哪里转？他竟
然说哪也不转，就是开走学籍，不想
因为她不上学空着学籍影响了学
校。老人愁云密布的脸上，写着一脸
的无奈。细问之下才知道，毛毛的父
母都是聋哑人，开了一个早餐店，平
时由爷爷奶奶照顾她，转来我校之前
在一所寄宿制学校学习，后来学校解
散，她最要好的一名女同学去了别
的学校，她就不愿上学了。

这个孩子才刚刚上二年级，怎
么可以失学呢？“你别着急，让我
见见她再说吧。”她爷爷和奶奶带
她来见我的时候，她一直攥着奶奶
的手，既不看我，也不愿意开口和
我说话。她奶奶告诉我，她不愿意
听人说话时，就把助听器声音调到
最小，她喜欢和人沟通时，就会把
助听器声音放到最大。

我 就 和 她 进 行 了 一 次 “ 笔
谈”。在笔记本上，我写一句，她
写一句，看得出来，她很不喜欢和
我交流，很不喜欢上学，一直和奶

奶说要走。实在没办法，我和她爷
爷奶奶做了个约定，我借她一套带
拼音的儿童读物 《假如给我三天光
明》，让毛毛在家看，定期来学校
和我交流读书的情况。我希望她读
了海伦的自强故事，能有所触动和
启发。

一段时间过去了，她的爷爷奶
奶带她来见我，我和她简短交流
后，就请来她所在班级的李老师和
班长，一起与她沟通。大家很热情
地问长问短，告诉她同学们都想她
了，都希望她回来上学。虽然毛毛
还不愿意回来，但她已不再那么抗
拒和老师、同学们交流了。

就这样交流着，一个学期不知
不觉就过去了。第二年春天，毛毛
终于自己愿意来上学了。我和李老
师说，一定要让全班同学善待毛毛，
与她同寝室的同学一定要关心、帮
助毛毛。孩子们也很懂事，都主动
和毛毛说话。慢慢地，毛毛终于融
入了这个班级，融入了我们的学
校。我高兴地看到，毛毛和他们班
级的同学相处得越来越好，一起玩
耍，一起学习，一起生活。妈妈送她
上学的时候，毛毛已经不再抗拒，而
是高高兴兴地走向自己的班级。

我有时候特意去毛毛所在的班

级听课。虽然她一看见我，就赶紧
把目光移开，好像不愿意和我打招
呼，但我发现，她的脸上多了微
笑，有一种被关心的幸福感。虽然
她学习还不是很好，但生活得越来
越愉快，成长得也越来越好。

一件手工作品，描绘的是她心
目中的学校和班级——一个美丽的
家！一笔一画皆流露出毛毛与老师、
同学之间家人般的亲密无间。她把
老师当成妈妈，把我这个校长叫爷
爷，这里成了她最值得信赖的“家”。

塑料袋里还有她给班主任李老
师的一封信，用简单的话，讲述了
她哭闹的过去，爷爷奶奶曾经送她
去特殊教育学校的经历。在背面，
是她用红色笔写下的几个大字“我
爱李老师”，“爱”字写在“心”
里。两个心形化成的感叹号，让人
心生暖意。

虽然毛毛见了我还很害羞，总
是赶紧躲开，但我知道，爱的种子
已经在她心里发芽。她的阳光起来
了，幸福起来了。我们还原了一个
感情细腻、心灵手巧的孩子应有的
幸福人生，还有比这更好的教学成
绩吗？

（作者系河南省安阳市铁西路
小学校长）

师生情 成为毛毛的“家人”
原绿色

某校一位语文教师，具有很深的文学造
诣，经常发表一些高质量的小说、诗歌，但他
对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不感兴趣，基本不参
加。在教师群体内部，对他有宽容认可的，也
有不以为然的；在学生群体中评价颇高，而在
教师群体评价中却时常被否定。课程改革呼唤
着个性化教育，而如果没有个性鲜明的教师，
个性化教育便无从谈起。学校对于个性化教师
如何培养？个性教师如何突破外在评价困境？
对此，我刊微信公众平台“第一缕阳光”（公
众号：alivesunshine）微友展开了讨论：

@浙江 朱建军：打造个性教师需要宽容
失误，保持教师创新实践的勇气、信心和激情。
教育教学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创造性过程，需要
长期的实践。而创造性工作，都意味着从无到
有、开风气之先，挫折、失误在所难免。为保证
教师的教育教学风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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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尊重
教师的个体选择权和个人真实意愿的前提下，
为教师实现自主专业发展提供帮助、创造条件。

@山东 孟祥杰：个性教师是学校管理艺
术的“试金石”。因为学校有了不同特色和特
长的教师，在诸多方面才更具创造性，才会在
课程设置及社团活动开展上颇具活力；因为学
校管理者具有爱才、容才的宽广胸怀，所以才
使众多有个性、有特长、有才华的教师“英雄
有用武之地”；因为学校能给予有个性的教师
及时的慰藉和关照，而非“冷板凳”或“大
棒”，才让他们甘愿奉献、扎根基层。能及时
看到个性教师的长处，充分给予他们信任和赏
识，给他们送去关怀和慰藉，能给他们宽容有
度的发展环境，不但极有可能收获个性教师对
学校事业的回报，而且也体现了管理者高超的
管理水准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甘肃 李兴旺：要让优秀的个性教师在
学校工作中“牛”起来。从根本上讲，学校管理
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质、理论水平、文化
修养和民主意识，在此基础上，充分认识“牛教
师”在学识、素养、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等方面
的特殊价值，进而研究“牛教师”、学习“牛教
师”。一方面在学校工作中让“牛教师”独当一
面，给他们提供充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空间，另
一方面在学校积极推广“牛教师”的思想、方法、
经验和成果，让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发挥正面的
辐射效应。同时，还应该充分尊重他们的独立
精神，通过制度保障让他们得到优秀教师应该
享受的权益。

@西藏 向洪：个性教师可以从以下方面
突破评价困境：1.强化自身个性自信。个性
教师专注、专心于某一方面，而在教师的日常
行为规范的遵守上有些偏差，只要不涉及违法
和社会的公序良俗，就不需要苛责。对此，个
性教师应有充分的自信，不应轻言放弃或改
变。2.将个性转化为教学优势。教师服务对象
是学生，相对于教师群体，学生是绝大多数，
是关键因素，学生的评价对于教师有着决定性
的作用，个性教师在教师群体中难以被接受，
就必须赢得学生的广泛高度认可，否则这种个
性就没有意义。3.让个性特长更强更优。在学
校内部，离个性教师越近，看到的失范就越
多。如果个性教师的个性特长更强更优获得了
学校外部的专家乃至社会的肯定，其在校内的
负面评价自然也会被转变。

个性教师培养是
学校管理“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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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汝奎

说到山西，人们会想到醋和
煤；说到法国，会想到香水；提
起金庸，就有金戈铁马的武侠畅
想；提起琼瑶，就有情意缠绵的
言情场面，这就是品牌和特色。
什么是品牌？品牌就是企业围绕
自身产品或文化价值定位持久坚
持的结果。

学校品牌和企业品牌一样，
需要有发展定位，并且围绕定位
持久坚持。可惜的是，我们的学
校品牌，全国百年老校数量不
少，但能够称之为突出的学校品
牌却少之又少。究其原因，还在
于我们的学校虽有定位，但不能
长久坚持。

许多学校建校之初，便已经
确立了办学目标，确定了校训、
校风、校歌等。然而，有些学校
只是具备这些元素，等到“上
墙”了、成册了，就觉得是有

“文化”了，但在实际教育教学
过程中却将之抛诸脑后。还有的
学校换一任校长，办学目标就换
一次，甚至把校训、校歌都改
变，如此频繁地更换定位，怎能
积淀出学校文化？今天参观学习
了洋思，明天就推行“先学后
教，当堂达标”；明天学习了杜
郎口，后天就搬掉讲台，四面安
装黑板⋯⋯如此随意地改变定
位，让学校、师生浮躁难安，缺
乏静心办教育的心境，逐渐迷失
了学校发展的方向。洋思中学的

“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的
教学模式，杜郎口的“三三六自
主学习”，但它只属于洋思和杜
郎口，这么多年过去了，全国没
有出现第二个“洋思”和“杜郎
口”。一所好学校，就应该是一
所有特色的学校，学校一旦没有
了特色，那将是非常可悲的，也
将失去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未来始于远见，远见促成创
新。一所学校要有正确的、富有
远见的办学思想，确立了明确的
办学目标，学校才能实现跨越式
的发展。因此，学校管理者必须
给学校的发展准确定位。一旦定
位了，就要持久坚持，不能随意
改变。如学校的建设如何定位，
这是每所学校发展的基本问题。
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它的一
切应该围绕着学习主题布置，每
一丛花草，每一面墙壁，都应该
既细致有品位，又富含教育性，
一个美丽校园应该是一幅舒展的
画卷，是一本立体的教科书，让
学生身在其中、学在其中、乐在
其中。

如果说学校管理的基本走向
是促进学校的发展，学校管理的
作用是要使我们的每一项工作增
值，那么学校发展的本质应该是

“师生的发展”。教师的发展是塑
造学校品牌的关键，正如 1931
年梅贻琦先生在就职清华大学校
长的演讲中慨言：“所谓大学
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谓也。”每一名教师的内心都有
着人生发展的梦想，校长就是要
帮助和引领教师把这种梦想变为
现实。学校应不断组织多层次、
多形式的培训，提高教师的师德
修养和专业修养，为教师的进一
步发展奠定基础；应组织教师走
出校门，拓展教师的视野与境

界，在“见多识广”之后，转变
观念，发展能力；选人用人唯才
是举，让真正的人才在适合他们
的岗位上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激发他们创造的热情。

今天的学校要为每一名学生
个性特长的发展提供最大的关注
和帮助。教育面对的是一个个独
立的、鲜活的生命体，教育的最
终价值应该是提升、发展每一个
生命体的素质。因此，学校提供
的应该是一种全人格的教育，它
追求的决不是鉴别、分类、考
核，而应该是通过教育激发每一
个孩子对生命的珍惜、对生命价
值的渴望与追求。

萧伯纳说：“人生的真正欢
乐是致力于一个自己认为是伟大
的目标。”在纷繁复杂的学校管
理工作中，找准了学校发展定
位，学校才能办出特色，富有个
性，独辟发展蹊径；注重教师发
展，教师才能人尽其才，人尽其
力，人尽其心；着眼学生发展，
学生才能充满生命活力，绽放智
慧光彩。如此，我们才真正抓住
了学校管理的真谛。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市
邹平县教育局）

叙事

微议

我曾经读过央视资深新闻人、著
名主持人白岩松写作的 《白说》 一
书，并且对其中的很多观点深以为
然，可以说，《白说》 的很多观点在
教育领域也是适用的。但在现实中，
根据学校的实际，我却在学校做了一
件白岩松不太赞成的事情。

《白说》 中有这样一句话：“任何
一个单位，只要到了开始强调考勤、
打卡等纪律的时候，一定是它开始走
下坡路的时候。因为一个走上坡路的
单位，人人不待扬鞭自奋蹄。”对于
一所学校来说，如果只靠铃声，就可
以各司其职，说明校长领导有方，用
不着天天训话、表决心、摁手印，方
方面面都很好。

2015年，我看到这句当时在网上
很红的话，一下子就理解了他所表达
的核心内涵：一个单位，如果还停在
打卡管理员工的阶段，这个单位是有
问题的。

作为一所学校，肯定有这样和那
样的问题，其中，劳动纪律的问题也
是其中的一部分。出于对学校教师群
体的人性化管理的考虑，我和学校领
导班子成员商量后，决定不用打卡制
度来管理教师，实行颇为宽松化的管
理模式。

所以，我所在的学校这些年来一
直不曾打卡。

但语言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

两年，一批 90 后新教师进入学校任
教。不知是否由于在高校期间教师岗
位素养培训课程的缺失，有些青年教
师入校后并不太在意劳动纪律。这让
我颇为苦恼，曾暗自思忖：这是否也
与他们现在大学较为宽松的学习经历
有关联？

原因复杂多样，我无法细究，燃
眉之急是尽快改变这过于随意的工作
纪律。对于一所有着 2000 多名孩子
的小学来说，班级教师在晨读时是应
该到位的，如果此时没有到岗，那引
发的后果是不可小视的。因为，我们
管理的是未成年人，他们一进校园，
规范管理和安全防范是尤为重要的。

其实，我也年轻过，每一个人都
不是天生就会守时上班的，年轻时，
谁又能拍着胸脯说，我就是一个守
时、有责任心的人？而根据我三十年
的工作经验，责任心还真是训练出来
的。所以，年轻时，不严格要求，不
训练责任心，后面再来“补火”，那
效果就不好说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这个学期初，
学校校委会统一思想，从开学起，我
们用制度来约束学校的每一个员工。
我们的出发点是让我们的团队成为有
执行力、有责任心的团队。于是，学
校的打卡制度出台了。

其实，我之所以在学校强调考
勤，还因为一个在学校管理中绕不过

的词语——“白干”。
“我们的工作不能白干！”这句话

是我所在的株洲市荷塘区教育局主任
督学董海军所说。军人出身的他，分
管学校安全工作十余年，说到安全工
作的重要性，他说：一个学校，年初
出了安全事故，一年白干；年终出了
安全事故，白干一年。

这句话虽然是句大白话，但我们
中小学校长开会时，却都说这话说得
好、记得住。其实，现在每所中小学
校都在全力做好安全工作，没有人愿
意自己和学校的全部工作最后被评定
为“白干”。

往深一层说，真正以人为本的学
校，真正把每一个孩子放在心上的学
校，就应该全力做好孩子们的安全防
范工作，让我们的学校在一年又一年
里是平安的、祥和的。只有我们的孩
子在学校平安学习和生活，那才是真
正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学校打卡考勤并不是目的，目的
是让孩子们早上全部到校时，可以看
到教师也出现在他们的教室。因为，
学校必须是有安全保障的地方。

而在工作时间，学校也有权知道
教师的去向，这是规范化管理的需
要，更是对教师负责任的需要。学校
既要为教师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也
要保证教师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因
此，教师什么时候到校，什么时候离

校，特别是上班时间，教师不在学校，
那么在校外干什么，学校有知情权。

从这种意义上说，考勤制度不仅
仅是约束教师，也是保护教师的自由
和安全。风筝之所以能够自由飞翔，
最重要的原因是有那根长长的线。没
有长长的且结实的线，风筝不可能飞
翔，更不可能自由飞翔。考勤制度便
是联结教师和学校的线。如果没有这
根长长的且结实的线，教师的自由也
得不到保障。

记得老一辈革命家陈云曾说过这

样的话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
实，交换、比较、反复。”这，不仅
仅是一种工作方法，也是他留给后人
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希望我的学校和其他的中小学
校，能够达到不依赖打卡制度约束教
师的理想境界。但是否打卡，还真是
一个需要由实践来检验的话题。因
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八达小学
校长）

教师打卡制度背后的考量
赵腾达

三
味

11月2日下午，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第十四小学“四点半课堂”正式开课。该课堂由学校专业教师与社会爱心人士共同
开办管理，免费为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进行课业辅导、书法、陶艺、摄影、阅读等培训。近年来，上饶市广丰区各学校积极
创新留守儿童关爱活动，成立了留守儿童之家并配备专职教师从事心理健康教育，解决留守学生的学习困难和困惑，努力填
补他们“爱的空缺”。 严淑英 毛卫虎 摄

四点半课堂，开课啦！

员工打卡考勤 CFP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