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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这里，始终有一群老兵，如胡
杨，屹立不倒。”对于新疆石河子第
一中学校长卢建新来说，被称为“沙
漠的脊梁”的胡杨，是他最喜欢的
树，“如果说新疆地区的教育人有什
么不同，那就是他们身上或多或少
流淌着兵团的热血。”在与内陆地
区的校长交流时，卢建新总将自己
视为一名士兵。兵团人的担当与持
守、责任与追求，融入了他主持的
名校长工作室工作中，引领与帮扶
成为工作室的主题词。通过工作室
平台，他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创设
有意义的人生现场”扩大到整个新
疆地区。

兵团精神
培育新一代兵团人

兵地融合，是新疆地区发挥兵
团稳定器、大熔炉、示范区特殊作用
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文化交融、教
育发展的重要途径。因为身处兵团
学校，有着红色基因，卢建新在成为
教育部“国培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
航班的首批学员后，更加重视推动
和引领区域薄弱学校的发展。

2015 年 11 月,卢建新的“名校
长工作室”由教育部挂牌成立，成员
辐射石河子市第二中学、农八师石
河子高级中学、东方中学、农八师第
二高级中学、农八师148团中学、农
八师142团中学等多所学校。在工
作室平台上，石河子第一中学与周
边学校结为友好学校，实现资源共
享，促进共同发展。

由于地理位置限制和经济发展
影响，农八师团场学校发展困难重
重。在卢建新牵头下，工作室制定

并践行了“石河子第一中学支持团场
教育的框架设计”，通过学校管理层互
访、一线教师送课等方式，助推其迅速
发展。为使团场学校有效监测教学成
效，切实指导后续教学，卢建新应农八
师 121、142、143、148 团 4 个学校校
长之请，邀自治区命卷专家命制联考
试卷，并协助分析数据，总结得失。他
还以学校为依托，承办了全疆高考研
讨会，在教师交流和校长论坛中，共同
寻求破解教育质量难题的答案。

工作室成员学校在资源共享、深
度交流中不断创新合作形式，增进校
际联系。卢建新与工作室成员打造发
展共同体，促进师生共同成长，共同
提升办学品位与教育质量。在校长论
坛、集体研讨、团队分享、同课异构
等交流活动中，优质师资的共享，为
成员学校发展提供了助力。如农八师
142 团中学缺少历史教师，卢建新知
道后，即刻选派学校历史学科主任无
偿提供帮助，给初三、高三毕业班代
课长达一学期。

成员学校之间的互访，在卢建新
脑海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一次，农
八师 150 团 30 余名初三学生到石河
子第一中学参观学习。卢建新放下手
边繁杂的工作，与这些学生一道参观
校园。在两校学生同堂励志班会课
上，他动情地说道：“我是兵团的子
弟，我爱这片热土，我总想，还能为
这里做些什么。你们是兵团的新希
望，是祖国的未来，你们血液里流淌
的，是兵团精神，你们肩上扛着的，
是中国梦。无论将来，你们是走出
去，还是留下来，你们身上传承的忠
诚、热血、坚守，一定可以帮助你们
创造奇迹！”这样的寄语，也是卢建
新校长工作室强大的精神力量。

互信共建
输送优质教育资源

随着帮扶工作的开展，新疆其他
教育薄弱地区渐渐进入了工作室的视
野。这些地区民族聚居，生源复杂，由
于师资力量薄弱，教育水平不足，导致
生源外流严重。怀着一腔热情，工作
室试图为这些区域的薄弱校，提供学
校建设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帮扶。然
而，却都吃了“闭门羹”：当地学校或教
育主管部门质疑，“共建的资金谁来
掏”“是不是到我们这些学校‘掐尖’、
挖走优质生源”，等等；学生家长听到

“共建”时则直接问，是不是可以把学
生送到石河子第一中学读书。为什么
会对“共建”有这么多的误解呢？经过
多方打听，工作室了解到，之前不少所
谓的“帮扶”，有一些学校实际上是到
这些地区挖走优质生源，加剧了这些
区域学校的生源流失，进而导致学校
质量下滑，师资水平和教育质量也进
入了“恶性循环”。

工作室成员经商议后认为：建立
互信的关系，是帮扶这些地区薄弱校
进行共建的前提。于是，他们开始了
一场场足迹遍布全疆偏远区域的宣讲
活动。对于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工
作室许下承诺：“不挖生源，帮扶就
在当地完成。”对于学生家长，工作
室成员则将自身学校发展的经验分享
给他们，让家长相信在当地也能上好
学校。

“磨破嘴皮子”的效果是明显的，
在互信基础上，“共建”的大门打开
了。在新疆最北部靠近边境线的阿勒
泰地区，有“天富蕴藏”之称的富蕴县
和“北赛江南”的福海县，而这里的生

源流失情况却极为严重。为使帮扶行
之有效，工作室先后 3 次带领由学校
中层管理人员和学科主任组成的团队
赴两地学校走访考察，最后选派教学
骨干在这里创办“石河子班”，提供优
质师资，使当地学生享受更好的教育
资源。同时，工作室以教育教学资源
共享、互联网大数据下的远程教学管
理为突破口，推动当地教育事业科学
与稳定发展，又以学校教师团队的专
业素养、敬业精神进行示范，影响、引
领当地教学科研、教育管理不断进步，
强化团队执行力。

卢建新高兴地介绍，目前全疆多
地，均有工作室成员结对帮扶的学校。

扎根帮扶
启动薄弱校内驱力

每去一所帮扶学校，工作室成员
都爱在校园里转转，与学生聊聊，和教
师谈谈，多方观察，深入课堂一线，了
解校情校貌，感受文化氛围，考察教师
专业发展等。并以此为基础反馈，及
时诊断，精准帮扶。“任何一所学校，都
有其固有的文化底蕴和相对稳定的办
学传统，帮扶要做的，是帮助这些学校
找到自身发展的内驱力，将学校核心
价值观转化为师生共同的自觉追求，
使教育价值最大化。”卢建新说。

在这样的实地考察中他们发现，
师资建设是撬起薄弱校发展的重要支
点，而改善当地的师资状况却并非一
日之功。“内陆地区来新疆支援的教
师已经很多，但本地自发的教师帮扶
活动却很少。”为此，工作室依托成
员学校，以支教形式为受帮扶学校

“输血”，进而帮助它们“造血”，带
动教师队伍建设。

“你在这里支教，要能发现问题，
更重要的是想出解决办法。”石河子第
一中学教师王海荣还记得卢建新嘱咐
给 学 校 支 教 教 师 的 话 。 王 海 荣 从
2015 年 8 月开始到沙湾县第一中学
支教，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从原先的

“救火支教”到扎实推动学校教学改
革，他以赏识教育带动了沙湾县第一
中学教师建设高效课堂，深受学生欢
迎、家长信赖。

对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北疆额敏县
第一中学和南疆库车县第二中学，工
作室则选派成员学校优秀的中层干部
去挂职。挂职的干部除了带动发展受
帮扶学校对应的工作外，还参与帮扶
学校的常规管理，将经过实践检验的
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方法，与当地学校
具体情况相结合。

以库车县第二中学为例，学校年
轻教师众多、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因
此，挂职的石河子第一中学教研室主
任与学校其他部门通力合作，开展每
月一次的教师业务考试，通过数据分
析，提升教师专业能力；成立“推门听
课”小组，促使“推门课”常态化，促成

“常态课”精品化；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和高级教师示
范课观摩活动，推动教师专业成长；发
挥挂职干部纽带作用，促成与帮扶校
有针对性的相互回访。

距离遥远，与家人长期分离，并未
阻止支教教师帮扶的步伐。让人感动
的是，成员学校教师王婕和安贵锋夫
妻两人，为了更好地扎根帮扶，举家搬
迁到受帮扶学校所在地。在主持人卢
建新眼里，工作室一名名这样无私奉
献、艰苦创业的成员，就像株株胡
杨，在恶劣的环境下不断扎根生长，
直至长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卢建新校长工作室

像株株胡杨，绘就疆区教育风景
本报记者 李萍

赣闽交界山区，武夷山脉西麓，三
面环山的广昌县塘坊镇，距离县城近
百里，边远、闭塞。5 年前，李林来到
塘坊中心小学担任校长，第一次做起
了“当家人”。

初来乍到，如何“当家”？

一上任，外乡人李林就“很受伤”。
经常一个陌生号码打过来，一接

那头就骂开了。
这天，一个老人气势汹汹地冲到李

林办公室，红塑料袋里装个重物，往桌
上一丢，冲着精瘦的李林吼：“你做什么
校长？”原来，老人的孙子个儿高，老师
将他位子排在后头，老人很不满意⋯⋯

大量走访调研之后，李林迈出了
“治校第一步”。

先“擎”教风。
当地流行一种声势浩大的“‘擎’

故事”活动。择吉日，村人皆出动。把
几个扮成古人模样的小孩系牢坐在高
椅上，三人一组为一台“故事”，走街串
巷，以此颂扬古人的好品德，祈求风调
雨顺。

李林想汲取“擎”文化中“托”“举”
的力量，融入校园文化，提正风气。

老教师牢骚满腹，个别教师还认
为不出安全事故就是尽责了。

李林不去硬碰硬。他一方面挨个
找老师做通思想工作；另一方面狠抓

班子队伍建设：民主决策，严明纪律，
破除了班子中的特权作风和官僚习
气，学校管理逐步走向规范。

年轻教师多为特岗教师，服务期满
便离开，学校被戏称为“教师培训基地”。

“能成为教师培训基地也不是坏
事，至少说明这些年轻老师能独当一
面了。”李林没把心思花在“留人”上，
而是三天两头问他们：“学校偏远，以
后你们都会到更大更好的地方，那时
如何安身呢？”“山里闭塞，但有大把的
时间读书思考，为什么要浪费呢？”

教师的内生动力被逐渐激发。李
林借此大兴教研之风，搭建创新平台，
让教师有了展示和锻炼的机会。教师
获得了尊重与认可，一扫以往懒散怠
惰之气。

“民风”也要“擎”。
李林估计是学校与家长沟通少，

家长觉得不受重视，故而对教育不理
解。于是，学校利用家长会、校讯通等
平台加强家校联系。同时，每天上下
学，他也会站在校门口，以春风化雨的
形式与家长沟通。

风气逐渐扭转了。

破败校舍，如何“变身”？

两幢粉饰一新的教学楼巍然屹
立，校园文化布置漂亮抢眼，绿化井然
有序、美观自然，新建的足球场和篮球

场，洋气时尚。
2017 年 12 月，学校接受国家县域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国家督导检查，几
位国家督学直言：“没想到在如此偏远
的农村小学，校园建设搞得如此之
好。”“很震撼。”

问李林有什么诀窍，他竟摇摇头
说“不堪回首”。

最初，塘坊中心小学和下辖 9 所
村小与教学点的校舍都破败不堪，一
些村小的教室窗户都霉烂了。学校没
有围墙，所有的校园都是泥土地面，运
动场地匮乏。那年冬天，李林第一次
下乡时，发现寒风灌进教室，孩子们冻
得瑟瑟发抖，不禁红了眼眶。

“借了省里‘全面改薄’的东风。”
李林说自己没多大能耐，每一项“改
薄”项目从启动到结束，他不知要在县
里有关部门、单位和工地间来回跑多
少趟。

办理手续、督促施工、安全管理、
严抓质量、处理纠纷、协调工作⋯⋯

最难的是“征地”。当地不重教，
漫天要价是常事。

就拿塘坊镇张坊村小整体搬迁项
目来说，工程一启动，个别村民以水土
流失导致河道淤塞为由，要学校先付
20 多万元的山林款，并聚众阻挠施
工，跟做调解工作的村支书打了起来。

文弱的李林在村干部的组织下，
召开了几次村民大会，历数新校舍整

体搬迁的原因和好处，可还是有村民
不支持。随后几天里，他打电话、登门
拜访，尽管备受辱骂、白眼，却最终硬
是把那两家村民“磨”下了来。

农村工作琐碎复杂。村小、教学
点散布在各个村落，李林还得常去和
各个村支书、村主任联络感情，配合乡
镇做不少工作⋯⋯

2017 年 12 月，塘坊中心小学及所
属村小陆续改造完毕，“校园”成了塘
坊小镇最亮丽的景色。

而李林光在去年就因为“迎国检”
工作瘦了 5 斤，“时常睡梦中惊醒，怕
校建的哪个细节出问题”。

内涵发展，如何“破题”？

2016 年，塘坊中心小学被评为
抚州市示范性学校。2017 年，学校
入选广昌县同北京师范大学“精准扶
贫——基础教育质量提升”8 所合作
项目学校之一。

学校的基础工作和硬件设施在逐
步改善，“但要努力打造在区域内有影
响的品牌学校，靠的还是内在”。李林
认为最大的难题是“内涵发展”。

自己是中师毕业，虽然后来函授
了个大专文凭，但李林觉得自己知识
储备少，涵养底。家在县城，周一到周
五独自住在学校，他有了更多时间读
书思考，了解民俗，并被自然的平和、大

气所感染。
学校最终决定以“自然教育”为突破

口，锻造大方、自然、得体、智慧的教师，
培养自主、活泼、乐观、上进的学生。

“学校地属山区，三面高山环伺，树多
林密。”李林说，更深层的考虑是：学校的
留守儿童占45％以上，需要回归自然本真
的学习、生活之路，以免遭畸形发展之痛。

通过将“擎”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后，
学校提出“擎故事孕育擎文化，擎文化熏
陶山里娃”的口号。

学校楼道、走廊，古今名人名言、励
志故事随处可见；就连卫生间的墙面装
饰也布置上“梅兰竹菊”等自然又有象征
意味的装饰。学校通过“仁、义、礼、智、
信，忠、勇、孝、悌、廉”系列古典故事丰富
内涵，倡导“擎责过头，擎爱入心”，引导
学生从小树立责任担当意识。

课堂上，经典诵读、演讲、教室文化
评比展示好不热闹；课后，擂茶文化、韵
律操、武术操、足球、舞蹈、歌咏赛、绘画、
剪纸、十字绣等社团组织初见气候。学
校通过课内外相结合的形式，打造颇具
地方特色的校本课程。

每天，学校大课间活动常规的体操
后，还有将传统戏曲同现代舞蹈相结合
的戏曲操，以及将古典诗词与音律相结
合的朗读训练环节。只有在这一刻的阳
光下，难得一笑的李林，听着童声响彻
山林，眉头才舒展开来，微微昂头，目
光融入远方。

李林：融入自然，回归本真教育
本报记者 甘甜 苏婷 通讯员 谢远愉 张丽丽

乡村校长
江西抚州篇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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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超哥”，是在
入职第三周时。与往常一样，刚进教
室，就被最后排的一个黑影惊呆了：这
不是顾校吗，怎么坐在我们班？！他冲
我微微一笑。整节课，我的精神高度紧
张，过渡语都说得语无伦次了，眼角的
余光不断扫向他，看着他不断低头记
录，眉头皱起，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这下算是完了。

课总算上完了，顾校临走时拍了拍
我的肩膀，意味深长地说了句：“一年
级的男教师，真不容易啊！”一句话说
得我心里五味杂陈。

心怀忐忑走回办公室，只见同年级
的崔老师也是一脸凝重：“龚老师，我
被校长走课了！”这时我才知道，很多
新入职教师都会被顾校走课。

“要不要主动向顾校请教？”我犹豫
了好半天，直到屏幕上的QQ头像闪动
起来：“龚老师，方便来一下校长室
吗？”

我硬着头皮走进了校长室。在校长
要求下，我大概陈述了一下自己的教学
流程和设计思路。他听得十分认真，不
时还修改下自己的听课记录表，这种研
讨式的氛围让我镇静下来。

“嗯，看得出你是一位善于思考的
老师，新教师能够做到这些很不容
易！”看到他给予肯定，我感到有些诧
异，内心也更加安定。他对我在紧跟着
学校“生本”的步伐方面给予了肯定，
指出还有很多环节可以交还给学生。然
后，他把自己的听课记录表以照片形式
发给了我，让我再加斟酌。

之后，他多次走进我的课堂，每次
都会从百忙中抽空向我反馈他的感受，
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他是一名校长，而
更像是一名时刻督促我进步的长者。

每到年底的时候，“超哥”都会给
每位老师写一封信，一般洋洋洒洒上千
字，其中既有课堂教学的点滴进步，也
有关怀生活的嘘寒问暖，更提出来年更
进一步的期许和展望，我也收到了这样
一封信。

一个学期很快过去，正当我在心里
逐渐描摹出顾校的老学究形象时，他又
以另一个姿态闪亮登场了。

在我们学校工会举办的年终聚会
上，顾校精心编排了一个小品，反映了
我校教师队伍中有许多大龄未婚青年，
因为忙于工作影响到了情感生活，并邀
请了男、女各一名青年教师参演。原
来，这两人本身便互相有意，只是这层
窗户纸迟迟没有揭开，而在剧本中恰恰
就有男主角表露心思，女主角允诺的场
景，加上所有观众的推波助澜，两人终
于走在了一起。后来在他们的婚礼上，
顾校担当证婚人。致辞时，他比新人父
母还要激动，一句“这两位年轻人是我
看着成长起来的”后，便哽咽无言。台
下传来老师们热烈的呐喊声：“超哥，
超哥！⋯⋯”

其实，在“超哥”眼里，很多年轻
教师也被他像孩子一样对待着。记得刚
入职的第一个学期末，他把所有年轻教
师的家长请来，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

“家长会”。在家长会上，他把每一名教
师的课堂教学、认真批改作业的掠影一
一呈现给家长，让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孩
子在学校里获得的成长与进步。刚走出
学校的大学生们，在家里可能还是备受
宠爱的娇娃，但在学校里已经独当一
面，能够妥善地照顾着几十个孩子的日
常生活。看着自己的孩子有了这样的转
变，许多父母都流下了热泪，对于学校
的感谢与信任溢于言表。“超哥”在家
长会结束时严厉指出：“我们学校不允
许加班，做不完的事情可以带回家去
做，不能因为工作，而耽误了陪伴家
人。”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在学校组织的活动中，在工作以外
的交往中，我总能看到顾校化身为“超
哥”，给大家带来无尽的快乐，他真的
没有一点校长架子。

有一年我带三年级，班级里刚刚开
始尝试“奖励改革”：如果表现尤为突
出，可以自己选择想要的奖励。学生小
陈获得了省作文竞赛一等奖，她竟提出

“想和校长散步”。我一下子傻眼了，据
我所知，顾校的“散步”都是在楼道里
匆匆完成，为了新校区筹建、旧校区维
修，他已经连续很多天没有好好休息
了，我实在不忍心再去“剥夺”他的时
间。但孩子提出了，我必须试一试。谁
想，很快就收到了“超哥”的答复。我
们刚吃完饭，他就到了班级门口，笑盈
盈地找到小陈同学：“小朋友，祝贺你
获得省作文比赛一等奖，你以后一定会
是一名出色的作家！谢谢你约我散步。”

见惯了风风火火的“超哥”，这时
望着两人缓缓下楼的背影，我竟然有些
不太习惯。孩子的呼唤让他慢下了脚
步，是因为他一直都在用行动践行着

“学校应该是师生生命成长的乐园”。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

区星洋学校）

我的校长是“超哥”
龚天羽

卢建新校长始终用朴素的教育思想和真挚的教
育情怀激励着身边的人，工作室支教工作的顺利开
展，也正是因为他那份教育激情和豪迈感染了无数
教师。教育要为有意义的人生奠基。面对艰苦的条
件和短缺的资源，他牢记使命，初心不改，始终鼓
励着教师和学生；“我们是兵团人的后代，我们要
发扬兵团人无私奉献的精神”“人生要有远大目
标，要敢于迎接挑战”“我们要从小事情做起，我
们要干好每一个小事”⋯⋯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慢
慢把这种信念转化为一种人生的选择和坚守。不到
3年有近30位教师告别熟悉的校园、离开自己年幼
的孩子、帮扶在边缘贫困的学校，一去就是一年。
此外，还有多种多样的支教和帮扶活动。工作室的
教师们用辛勤付出、专业引领、自我超越，丰富了
他们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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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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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建新 （中） 与工作室成员进行工作探讨。 杨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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