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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湖北省黄石市第八中学（以下
简称“黄石八中”）原先只是当地一
所普通初中学校，如今，却崛起成为
荆楚名校。这一传奇的创造者是郭
茂荣。他担任校长以来，建构了以

“务本乐学”为办学思想指导、以
“教、学、练、评”四案合一为载体的
课堂教学模式建构的初中教育思想
和实践体系。在成为教育部首批领
航班学员后，郭茂荣又创造了一个
传奇，他将黄石八中打造成了上千
名校长的“培训之家”。

在一个普通的初中学校创设一
个校长培训基地已经实属不易，而
作为市、省、国家三级名校长工作室
又是如何借助名校长工作室的平
台，加快对具有荆楚特色的农村校
长培训模式的探索的呢？

一次不寻常的调研，
催生基地校培训模式

2012 年 11 月，由教育部中学
校长培训中心在西安举办的“全国
优秀中学校长教育思想研讨会”，引
起了湖北省教育厅的高度关注。会
后不久，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孙
望安与省干训中心主任王祖琴一行
专程到黄石八中调研，孙望安一行
边看边听。临走前，他问郭茂荣：

“你想过没有，如何把八中的办学经
验与其他兄弟学校分享，带出一批
与你一样的校长？”原来此行的真正
目就在于此。于是，黄石八中又多
了两块牌子：“国培计划”教师培训基
地和农村骨干校长挂职培训基地。

如何引领其他兄弟校成长？怎
样实现校长的专业化提升？在一个
又一个问题的追问和求解中，适逢
教育部首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
启动，新的征程已经开始。以名校

长工作室建设为契机，郭茂荣积极寻
求地方政府的支持。于是就有了把

“支持黄石八中建设全国领航学校”写
入2016年黄石市政府工作报告，完成
了“双向互动多功能工作室”的建设，
进一步完善了“工作室”功能需求。

郭茂荣以工作室为载体创新校长
培训模式。在他看来，这一模式最大
的特点就是，学员既是受训者，又是工
作室的研究者、工作者。也正因如此，
培训工作需要聚焦真实的课堂、真实
的教育情境。

从课堂开始的培训流程，虽然接
了地气，但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听课、
议课、评课”原本就是校长的基本技
能，谁都能说一点。当省、市教研员给
参训校长作“听课、议课、评课”专题报
告时，校长们的兴致并不高。于是，郭
茂荣亲自带着学员下班听课。课后评
课，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发言很积极。
正在这时，郭茂荣提问：“这节课教师
一共讲了多长时间？学生一共有多少
自主活动时间？教师一共提出了多少
问题？他给学生留了多少思考或讨论
时间⋯⋯”一连串的问题，让校长们哑
口无言。

“指导教师课堂教学，不是空谈几
句好话或指出几个问题，要广泛收集信
息和数据。用数据讲话是硬道理，数据
是评课的依据，听课要有目的，指导要
讲科学，否则就是空谈。”郭茂荣的一
席话，让参训校长们明白，即使是最熟
悉的教学场景，也有再次研究的意义。

回访衍生二次指导，
助挂职校长持续成长

在农村校长挂职培训方面，郭茂
荣校长工作室也不遗余力。依据乡村
教育特点，再结合基地校黄石八中的
现有资源，工作室建立了“三段三结

合”培训模式。
为期一个月的挂职培训的结束，

并不意味着指导任务的结束，而是指
导任务的开始。参训学员回到自己
的岗位，能否发挥效果？他们会遇到
哪些困难和困惑，需要给予哪些帮
助？如果回答不好这些问题，那么，
挂职培训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于
是，工作室确立了“一访，二看，三听、
四议，五评”的训后跟踪回访机制，有
计划地深入到学员学校进行实地指
导。

回访的效果，在郭茂荣校长工作
室团队的一次次回访中逐渐显现出
来。在成员校湖北省江陵县熊河镇初
级中学回访时，郭茂荣一到学校，就直
奔课堂。连听三节课后，他对“徒弟”
熊河镇初级中学校长杨大宇说：“中午
就在你学校食堂就餐，你把初三教师
都叫来，我有话要讲。”见教师到齐后，
他先是肯定了学校的变化，但随即话
锋一转：“讲实话，我不满意。你们校
长称我是师傅，徒弟没带好，师傅能满
意吗？”他深入地分析了学校存在的问
题，并一一提出解决之道，还提议两校
教师分科交流。于是，一次回访就变
成了一次实地指导。

而这次回访指导，也给杨大宇带
来了触动。本以为这次回访就是简单
的座谈会，没想到却变成了一场扎扎
实实的课程指导课。也正因为“师傅”
郭茂荣的“不依不饶”，学校的教学改
革才能如此彻底，教学质量飞速提升，
在当年的中考中创造了学校有史以来
的最好纪录。

精准对焦问题，提升
结对学校办学品质

为帮助结对学校提升办学品质，
郭茂荣校长工作室在深入结对学校现

场进行充分调研诊断的基础上，精准
对焦结对学校问题及需求，针对性地
谋划学校改进思路和方案，助力帮扶
校发展。

现场确定文化定位，价值指向型
帮扶。夷陵区分乡镇分乡初级中学
地处湖北省西部，隶属湖北省宜昌
地区，是一所典型的山区学校。因
所在地域特点，学校具有山区乡规
乡俗文化特色，也是湖北省首批农
村远程教育示范点，硬件建设条件
不 错 。 但 工 作 室 成 员 在 诊 断 时 发
现，校园文化定位的争议一直困扰
着这所学校。工作室成员结合该校
实际，共同探究分乡初级中学的校
园文化定位。黄石八中还派出各学
科骨干教师到分乡中学，组织教师
深入钻研教材。同时，黄石八中的
教师团队也为分乡中学教师带来了
新的教学方法和理念，提升了分乡
中学教师的教研教学能力。分乡中
学先后有 26 名教师在省、市、区级
教学竞赛中获奖，承担校级以上研
讨课 160 人次，教师公开发表论文
60 余篇，学科教学成绩和中考成绩
也大幅度提高。

针对不同校情的学校，工作室采
取了多元帮扶形式：资源导入式帮
扶，“输血”激活老区学校；头雁打
造型帮扶，重点培育结对校长等。此
外，工作室还借力全国名校资源，开
展深度联动型帮扶，先后与西宁市第
二十一中学、南京市东庐中学等学校
结成战略合作伙伴，资源共享，共同
发展。

以工作室为平台，以校长培训为
抓手，郭茂荣校长工作室走出了一条
具有自身特色的帮扶之路。

（本文由校长国培计划——中小
学名校长领航班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
中心培养基地提供）

郭茂荣校长工作室

做“荆楚味道”的校长培训

在 2017 年的教师节，黄小卫被
评为宜春市优秀德育工作者，此前他
已被评为 2016 年度“宜春好人·好
校长”。光环之下，有人想，这位校
长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但实际上，
他只是宜春樟树市一所普通乡村初中
阁山初中的校长，若真要总结他在管
理上有什么“特色”，师生多半会想
起 《大话西游》 中那个喋喋不休的唐
僧。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些“唠
叨”还真就起效了。

“婆婆嘴”让教师例会换新貌

在阁山初中，每天早上八点整，
是教师例会时间。教师们都端坐在自
己的座位上，等待着校长的又一轮

“训话”。黄小卫走进会议室，清了清
有些沙哑的嗓子说道：“好习惯成就
一生，坏习惯祸害一生⋯⋯”还没等
他说完，下面传出了部分教师的笑
声。其实也难怪，因为这句话，黄小
卫已经接连三天在例会上说了，当他

再一次说出这句话时，教师们实在忍
俊不禁。

听到笑声，黄小卫表情有些凝
重。他知道，教师例会在多数学校都

“不受待见”，有些教师还认为是多此
一举。但这每天一次的例会，却是黄
小卫来阁山初中担任校长后，首推的
一项制度。

事实上，在黄小卫任职之前，阁
山初中一周才一次例会，他上任之后，
变成一天一次。制度一经确立，教师
们都不禁替他担忧：他每天哪来这么
多的话要说？可教师们没想到的是，
黄小卫不仅每天都有话说，而且每天
都会说出一些新意，今天讲要爱护校
园环境，明天讲重视体育锻炼。但不
管怎么讲，都不忘开头说句“好习惯成
就一生，坏习惯祸害一生”。因为在他
看来，农村教育重在落实、落细、落小
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而在这过程中，
教师最好有一张“婆婆嘴”。

尽管教师们一开始并不理解，甚
至觉得他很爱唠叨，但他还是力推每
天的教师晨会制度，让其逐渐成为讲

“昨日”事、商“今天”事的平台，
为学校领导班子成员与教师提供了有

效沟通的渠道。也正因为有了晨会制
度，教师参与学校事务的积极性大大
提高了，这为学校推行其他方面的改
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体操健身，文操健心

与一些乡镇初中比拼考分、时刻
备战中考的状态不同，阁山初中的气
氛十分活跃。这与校长黄小卫尤为看
重学生身体素质有关。他刚来学校没
多久，就将阳光大体育活动摆在了十
分重要的位置上，旨在“帮助学生培
养一个好习惯”。

为强化学生的健身意识，也为适
应当下中考体育考试改革方向，黄小
卫带领学校教师创新平时的体育活动
项目，主要包括晨跑、体操、文操三
大项。这三大体育活动项目规定在每
天的早自习之前完成。为督促此项工
作的落实，黄小卫和学校值日领导经
常在天刚蒙蒙亮时就候在操场上。各
年级各班级依次组成各个方阵开始晨
跑，每个方阵均有值班教师对人数进
行清点，对跑步规则进行引领，成为
学校清晨一道靓丽的风景。晨跑过
后，各班级站在足球场上完成体操和

文操活动。
学校阳光大体育活动开展一个多

学期，孩子们的动作还是不得要领，
活动热情也逐渐减淡。黄小卫看在眼
里，急在心头。为了激发他们的参与
热情，黄小卫做出了举行阳光大体育
活动比赛的决定。为激励学生们在比
赛中奋勇争先，他还设立重奖，一下
子带动了学生们的参与热情。

阁山初中的文操项目是《感恩的
心》手语演练，动作整齐划一，煞是好
看。体操健身的作用自不必多说，但
在体操之后加入文操项目，则是黄小
卫的创新之举。“素质提高的同时，心
理健康也不能落下。”黄小卫说。

劳动化作闪亮德育元素

黄小卫在学校做的另一件让教师
觉得匪夷所思的事，就是创建劳动实
践基地。学校是一所农村初中，孩子
们多来自附近的村庄，在学校另辟田
地，是否有必要？

在黄小卫看来，开辟实践基地来
自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可以培养学生
的劳动意识，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二
是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劳动之不

易，养成感恩父母、珍惜粮食的美德。
他派人将学校的一片大型空地整

理出来，将其分成 11 个小块，交给
各个班级来打理，让学生在教师的指
导下种植各类蔬菜。萝卜、青菜、大
蒜等这些原本在农田里才能看到的蔬
菜，现在在该校的劳动基地里茁壮生
长着。

学生与老师在劳动基地上共同劳
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学生们不仅
在劳作中体会到种植的乐趣，更能深
刻体会到“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含义。

除了通过社会实践类活动激活德
育，黄小卫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成员锐
意改革，还在“卫生靓校”“安全稳校”

“教学兴校”等方面进行大胆创新，学
校的环境更美了，学校的安全更有保
障了，学校的教学也更有活力了，成为
当地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学校。

每次学校的公开会上，黄小卫总
会说出那句经典的话：“好习惯成就
一生，坏习惯祸害一生⋯⋯”在师生
们心中，这句话已经不仅仅是校长的

“口头禅”，还是自己学校大变样的秘
诀。

黄小卫：“唠叨”校长的教育经
——一位乡村初中校长的土办法

通讯员 蒋小龙 本报记者 甘甜

在山东省肥城市龙山小学门口，竖
着“责任三问”的牌子，上面写着：“今天
我尽什么责？今天我如何尽责？今天我
尽责了吗？”在这个牌子一旁，不管刮风
下雨，早上七点开始，总会见到用微笑迎
接师生的颜世民。他是这所学校的校
长，更是师生家长们的“老铁”。

“老铁”有多老呢？很多人知道他在
校园里“泡”了26年，校长也当了15年，
算下来，他到龙山小学已有七八年。从
进校的第一天起，校园里处处能看到他
忙碌的身影。

2010年春天，经过层层竞选，颜世
民从乡镇中学来到城区市直学校龙山小
学当校长。刚入主龙山小学的他高频参
加了学校的教师会、级部例会、教研组会
议，却少有言辞。在办公室里他把原本
配置的软乎座椅放在了交流者的位置，
自己要了一把硬邦邦的座椅。他在观
察，思考，谋划，寻找。

半年后，在全校集会上，他破天荒地
发了声：着力把学校打造成一个充满责任
的校园，用责任塑造每一名师生立身的情
怀。他想让每一名师生铭记：责任心是人
生最积极的态度，一个人的责任心如何，
决定着他的成败，每一个人都要尽责励
行，做一个负责任的人，让负责任成为习
惯。在他的倡议下，学校确定了以“润责”
为核心的校园文化，把“做一个负责的人”
作为校训，让师生在“润物细无声”的熏陶
感染下懂得责任、学会担当。

校园里有一棵树没有成活，当校工
要挖掉枯树栽植新树苗的时候，颜世民
阻止了。他在枯树旁立起了一块警示
牌：“成长是生命的唯一见证”“当你无限
接近死亡时，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
用看得见的枯树，对学生进行生命责任
意义的教育。学校会堂前有两棵柿子
树，但树上的柿子却从没有人来摘。原
来，“让柿子悠然地长在树上，直到自行
掉落的那一刻”，早已经成为每一名师生
的责任。颜世民及时抓住每个细节对师
生进行责任教育，他要让责任教育像空
气一样，处处熏陶着人的底色。

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并不是口头上
说说就成的。2014年冬天，他过敏性咽
炎复发，咳嗽不止，成宿成宿地睡不着
觉，但当时正是全国校园文化现场会筹
备的关键时期。冒着嗓子会毁掉的风
险，他白天黑夜连轴转。在他的带领下，
龙山小学作为分会场受到与会人员的一
致好评，责任文化建设的案例也引发了
区域内的研究热潮。

颜世民“铁”在哪里？不管工作多
忙，每周雷打不动听三次常规课，给教师
们“把脉”。他还带头上国学公开课，从
三皇五帝到汉字起源再到唐诗宋词，信
手拈来。不仅台下的学生听得津津有
味，连听课的教师们也都沉浸其中，由此
学校刮起了一阵国学热。有了这样的积
淀，他在带领学校骨干教师创新教学模
式中才游刃有余，很快形成了龙山小学

“定标—明责、对标—尽责、达标—弘责”
的“三标润责”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会
学习、爱学习，成为课堂的主人。

“老铁”当然是贴心的。年轻教师王
楠毕业后考入龙山小学任教。刚进入教
学岗位的他，授课总找不准重点、摸不到
窍门，有劲使不出来，自己干着急。颜世
民把王楠喊到办公室多次交流，主动和
他结成对子，从内容到形式，一招一式，
手把手地教。王楠很快成长起来，所讲
课程被评为泰安市“一师一优课，一课一
名师”活动的“优课”。

颜世民也是家长们的贴心人。在全
校家长会上，他向家长作出庄严承诺：

“给我六年时间，还你一个阳光负责的少
年。”对他的话，孩子们都买账。怎么说
呢？孩子们都非常喜欢颜世民的国学
课，“既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也有耐
人寻味的前人小故事，而且他能知道我
们的心思，讲我们最喜欢听的故事”。

这些事可不是他自己“剃头挑子一
头热”。在颜世民的带领下，学校教师精
心准备了丰富的校本课程，为学生们提
供了以国学经典教育为主线，艺术、科技
多元化的课程；还精心组建了尔雅诗社、
太极拳、创客等20多个社团，让学生在
活动中拓展兴趣爱好，张扬多彩个性。
在这些活动中，他还巧妙穿插责任的教
育，比如设置两个“诚信角”，即无人看管
的失物招领处，多年来累计有一万多名
学生参与活动，体会到了诚信的意义。

“我不仅是家长们的‘老铁’，更是全
体同学们的‘老铁’。”颜世民说。

也难怪，颜世民曾经计算过，目前校
园里有4500多名学生，承担了城区四分
之一的小学教育工作。一个孩子承载了
老少好几辈的牵挂，4500多名学生更是
关乎几千个家庭。所以，他很清楚自己
的任务有多重，责任有多大。

（作者单位：山东省肥城市龙山小学）

校园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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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茂荣郭茂荣 （（中中）） 在新疆博州为当地教师作培训在新疆博州为当地教师作培训。。 本文作者本文作者 供图供图

设立在湖北省黄石市第八中
学的“郭茂荣校长工作室”在成立
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累计培训
了上千位农村骨干校长，帮扶支
持西部地区十多所初中学校，为
当地积蓄名校长资源，带动了一
批学校的发展。这一切，究竟是
怎么发生的？

郭茂荣校长的工作热情和学
校雄厚的培训资源，只是“郭茂荣
校长工作室”成功的必要条件，而
工作室成功的关键，则是郭茂荣
校长在实践探索过程中，发展起
来的以学校为基地开展校长培训
的工作室模式。这一模式以促进
受训校长及其学校发展为导向，
以“任务驱动”为策略，以“行动研
究”为载体，通过对培训活动的系
统设计和精心实施，达到“激发校
长学习愿望，激活校长专业思维，
引导校长体验感悟，指导校长吃
透经验，激励校长投身实践，促进
学校更好发展”的效果。

可以说，郭茂荣校长工作室
的校长培训，将校长专业发展的
情与理、学与思、知与行较好地
协调统一起来，不仅增强了受训
校长的教育使命感和责任心，激
发了校长发展学校的强烈愿望，
而且提供了从办学思想、办学策
略、办学措施到改进工作的具体
方法等一整套办学经验，从而实
现了受训校长从产生学习愿望，
到沉浸研修活动，再到投身学校
改进实践的有效转换。

（作者系教育部中学校长培
训中心副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教
育学部教授）

画
龙
点
睛
：
立
足
校
长
培
训
﹃
助
攻
﹄
学
校
发
展

沈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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