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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校长周刊 茶坊·

就在前两天，一个春日的深夜，
手机里传来一条微信，打开一看，是
一条视频：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国际
课程班的一群女生，正举着五星红
旗、高唱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
动地在场地中奔跑。这是她们刚刚在
巴塞罗那举行的世界青少年舞蹈锦标
赛中，从来自40多个国家、300多支
队伍中脱颖而出摘得桂冠的画面。

此时的她们为祖国而骄傲，为祖
国而自豪。那种青春活力和爱国激情
深深感染了我，我心中涌动着的情感
久久不能释怀。学生们对祖国深深的
热爱，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学校国际部
每周一次的升旗仪式。

对于学校国际部的学生来说，三
年学业完成后将会出国学习。一方
面，对于从小到大都参加升旗仪式的
他们来说，最初对升旗仪式的认识程
度并不够。另一方面，由于国际部中
教外教同时存在，学校内部对怎么组
织升旗仪式也颇有争议。争议中，我
却一直坚持每周要举行升旗仪式，并
且要求必须有国旗下讲话的环节。

时间长了，虽说仪式是坚持了下
来，但我发现，学生们大都讲空话、套
话，讲话内容缺乏真情实感，缺乏对学
生心灵的触动。怎么让升旗仪式成为
学校的品牌活动？怎么让国旗下讲话
真正触动学生的内心？怎么让国旗下
讲话为学生成长打下爱国主义根基？

带着这样的初心，我重新策划了
国旗下的演说家活动，经过好几次改
版，并且每次都有创新。现在的升旗
仪式已经成为国际部的品牌活动，相
信也会成为这些走出国门的学生难忘
的记忆。

最初，我在仪式感上做足了文
章。升国旗仪式上，国际部全体师
生均着正装校服庄重出席；学生国旗
护卫队身着礼服，英姿飒爽，步步生
风；国旗冉冉升起，师生齐唱国歌，

肃然起敬。同时，学校将国旗下讲话
命名为“国旗下的演说家”，让学生
有种演说家的自豪感，并选取了“何
为有志青年”“勿忘国耻，热爱和
平”等演讲主题。每次演讲，都由演
讲学生和一名党员指导教师搭配完
成。我要求学生们不仅要撰写中文演
讲词，同时还要准备英文演讲稿，从
构思到写作再到演讲，都由中外教师
全程参与指导。

2017 年 12 月 18 日的升国旗仪
式，主题是关于 12 月 13 日“国家公
祭日”。在国旗下演讲中，学生用英
文诉说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揭露日
本侵略者的战争罪行，表明了反对侵
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有新入职的外教表示，自己第一次了
解 “ 南 京 大 屠 杀 死 难 者 国 家 公 祭
日”，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参与到中
国的国家公祭日纪念当中，特别动
容。学校用这样的主题活动，弘扬中
国价值观，影响着外教对于中国历史
和国情的认识。他们从刚开始不明白
为什么要参加中国的升旗仪式，到现
在积极主动参加。

这样的仪式，增强了学生内心深
处的家国情感，增进了学生的集体归
属感和荣誉感，也增进了师生的感
情。

最近，国际部的升旗仪式有了
2.0 版。学校希望学生们在“国旗下
的演说家”环节畅谈当代青年对当下
社会热点话题、对于自身成长问题的
思考，于是设置了“超级演说家”线

上投票活动。学生们的热情瞬间被点
燃，他们自发组织，在微信公众号设
置投票活动，组织学生和家长对每一
个演讲家进行投票。

教师也被邀请做拉票演讲。学生
们的演讲话题接地气，又体现了学生
们的独特思维。“为什么出国才爱
国”“自律才能自由”等话题表达了
学生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看法，也解开
了自身在选择和成长中面对的迷惑。

“20 年后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
命的自己。”谢同学的这个演讲赢得
了同学们的共鸣。2038 年，她会给
自己写一封什么样的信？“20 年后的
我 会 告 诉 16 岁 的 自 己 ， 少 一 份 纠
结，多一份思考⋯⋯”学生们发自内
心的情感表达，引起了同龄人的强烈
共鸣，这个演讲收获了 1400 人的阅
读量和85个点赞。

学生们也收获了自身的成长，一
名学生坦言：“我从未想过，自己能
抛开怯懦，站在几百人面前，讲着自
己的故事，观察着他人的举手投足，
享受着目光凝视。”更有平日里看起
来文静腼腆的女生，用鲜活的案例在
国旗下讲述她对于自由与自律的看
法。

看着平日里或活泼或安静，或自
信或冲动的学生们，在国旗下演讲中
坦露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思索着青
春成长路上的困惑，反思中国在国际
话语中的地位，思考中国青年的责任
与担当，我为学生们感到自豪，更深
深被年轻的心触动。

这些学生日后会在异国他乡学习、
生活，他们与国家的联系，或许就是那
一面代表祖国的鲜艳五星红旗。如果学
生在遇到困难、取得成就时，能够想起
多年前，他曾经在校园里的国旗下发表
热情洋溢的演讲，那时候的他，是一个
努力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学生，是一
个胸怀理想的学子，更是一个跳动着中
国心的公民。

身在异乡，自己对所属族群的身份
认同，往往会更加强烈。每一个出国求
学的中国学子，都是中华文明的使者，
都是中华文化行走的名片。作为一名师
者，希望 21 世纪的新青年带着应有的
民族自信心踏出国门，成为一名自信的
中外交流使者。

（作者系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副校长）

国旗下的“超级演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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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管理是学校质量的生命线，
有什么样的管理，就会有什么样的办
学质量。学校的管理不管怎么变，都
应该在管理科学理论的范畴内，也就
是从制度管理到精细化管理，再到人
本管理直至走向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管理的最高境界，是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意志高度统一、愿
景目标高度协调的最佳状态。在学校
管理中，制度管理解决了无章可循的
问题，精细化管理解决了死角盲点问
题，人本管理弥补了制度管理和精细
化管理中缺少人性、缺少温度的短
板。

从目前学校现状看，多数学校都
处在从精细化管理迈向人本管理的阶
段。但到了人本管理层次后，却出现
了很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亦即人本管
理后，教职工出现了“只想要人性，
不想要制度”的荒唐想法，严重地影
响了学校发展，制约了学校品质提
升。

基于此，我们的人本管理必须走
向文化自觉。但文化自觉必须经过认
真研判、精心筹划、严密组织，方能
整体设计、分步推进，达成文化自觉
的管理境界和状态。

一些学校存在这样一种怪象：教
职工虽说都有工作量，更有职责要
求，但完成度不高或完成得不好的
人，待遇却和实干的人一样，甚至更
多。这是因为学校管理层没有设定底
线标准。没有底线标准，就为领导层
留下“照顾”的空子，一些教职工也
会伺机偷懒。久而久之，学校积极向
上的氛围就没有了，藏奸耍滑、不学
无术的不良现象就会主宰学校氛围，
对学校的发展百害无一利。设定底线
标准后，要广泛宣传，让每个教职工
入脑入心，学校氛围和教职工精神状
态将大为改观。

此外，教师的职称很大程度上决
定了工资水平。职称评聘后，基本不
再变动，实际上成了终身制，大大降
低了教师职称评聘的激励作用，也与
职称管理制度设计初衷相违背。因
此，学校必须进行动态管理模式。动
态管理岗位要坚持在设定底线、公开
标准、理性竞争、年龄大和原岗位人
员优先等原则基础上开展，有利于解
决教师队伍工作积极性不高、岗位懈
怠等问题。

对于一名教师来说，如果对自己
的职业愿景没有规划，就会缺乏安全
感和幸福感。而教师的情绪也会传导
给学生。因此，学校应引导教师明确
职业愿景和职业规划，这样也会增强
教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作为校长，让学校管理制度成为
确定的、有规则的、不受权力和金钱
影响的制度，是学校管理走向文化自
觉的必经之路。但设定了底线标准，
动态管理了岗位，确定了职业愿景，
就达成文化自觉了吗？其实不然，学
校文化管理从人本管理走向文化自
觉，还应该有五个重要特征：

一是全员愿景必须高度统一，也
就是校园里每个人都希望达成的目标

是高度一致的；二是自由平等公正法
治的校园政治生态已经达成，人与人
之间高度信任，学校的规则涵盖学校
的方方面面；三是核心价值观植入每
位师生的骨髓和心田，立德树人体现
在教育的每个细节里、落实到教育教
学活动中；四是崇尚进步的校园文化
氛围浓厚，处处呈现正能量、时时迸
发闪光点；五是底线评价和动态管理
岗位得到广泛认同，积极向上的师生
受到赞赏。师生和谐的生活就是教育
的最大亮点。

学校人本管理，如果不牢牢抓住、
精心筹划、砥砺前行，很可能再退回
到制度管理和精细化管理的怪圈。只
有大步前行，设置底线标准、动态管
理岗位、确定职业愿景，才能越过管
理技术倒退的门槛，真正走向文化自
觉。

文化自觉的管理状态，应该是动
态的、充满变数的，它需要校长用情
怀呵护、用底线约束、用岗位动态激
励，这样一来，学校管理走向文化自
觉的学校将会越来越多。

（作者系辽宁省锦州市第八中学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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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视频直播平台的流行，
越来越多的未成年人加入到主播的队
伍中。一些未成年人沉溺于直播，已
经严重影响了身心健康发展。日前，
湖北省武汉市新修订的《武汉市未成
年人保护条例》中提出：未成年人担
任视频直播网站主播须征得父母同
意。而北京市《北京网络直播行业自
律公约》禁止给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
播注册通道。对此，学校和社会还可
在哪些方面发力？我刊微信公众平台

“第一缕阳光”（公众号：alivesun-
shine）微友对此展开了讨论：

@山东 王晓东 要禁止未成年
人参与网站直播，仅靠短期的集中整
治，无法解决根本问题，还需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强化对网络直播平台的
监管。一方面，监管部门应当建立长
效管理机制，辅之以专项整治行动；
另一方面，政府层面应加强多部门配
合和对接，使监管更加有的放矢。

@湖南 吴泽涛 目前，减少
网络直播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需
要多方合力。学校、教师和家长要加
强对学生的网络素质教育，引导学生
正确认识网络直播平台，增强学生的
自制力和鉴别力。家长也要在良好的
亲子交流中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相关职能部门
须严惩网络诈骗、网络色情暴力等行
为，规范网络直播平台的运行和发
展，加强对直播内容的审核，拒绝低
俗、违法等直播内容，让网络直播平
台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江苏 冯胜清 禁止未成年

人参与视频直播，更多的地方要像武
汉一样修订《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国家也要加快修订《未成年人保护
法》，必须将未成年人担任视频直播
网站主播须征得父母同意写入其中，
对失责的监护人要进行批评教育乃至
处罚。

@辽宁 李丽贤 良好的条例
修订只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如何真
正落实条例同样应该引起有关部门与
社会的高度关注。第一，地方政府要
强化工作机制，健全组织机构建设，
要建立起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
的未成年人保护组织机构。第二，利
用有形载体，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学
校要辅助开展“法治进校园”等普法
活动；法治辅导员要及时深入开展法
治宣传，增强青少年学法用法意识和
自我保护意识。第三，狠抓责任落
实，保障未成年特殊群体受教育的权
益。建立起以政府为主导，妇联、教
育局牵头，社会各方面广泛参与的未
成年人的关爱体系。

@吉林 曹晓琳 减少网络直
播对未成年人的负面影响，家校要站
在统一战线上。在学校教育之外，家
长可为的地方有很多。首先，应该给
孩子更多的陪伴与关爱。家长们应该
多抽出时间来陪伴孩子，给孩子足够
的安全感，从源头上避免未成年人沉
迷于网络直播。其次，应该积极引导
孩子理性、有节制地使用直播平台，
鼓励孩子分享有意义、正能量的直播
内容，学会理性表达自己的思想。再
其次，应该想方设法丰富孩子的业余
生活。家长应该多鼓励孩子参加学
校、社会组织的各种有意义的活动，
比如志愿者活动、马拉松活动等，让
孩子们在现实世界里找寻精彩点。

禁止未成年人网络直播
学校与社会何为

叙事

微议

站在新时期新起点，我们面对着
“非常理想又特别现实”的变革之路作
深入的反思，为未来的发展定向、赋
能。

犹记得 2015 年 10 月，我们十四
中人面对时代的要求，在教育局的支
持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主动
进化”——在“原班人马，本土教
师，生源不变”的情况下嫁接北京市
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进行学校教育
综合改革。目前我们已经成功迈出了
学校变革的第一步。从一所那么普通
的学校，仅仅两年的时间，一下子站
到了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最前沿。

我们用难以想象的付出和努力把
很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实现了学校
的转型：机制转型、课程转型、教学
组织形式转型、师生关系转型、空间
转型等。

但是，我们也都清楚，学校改革
还面临着一些关键问题。

一是机制和文化。经过扁平化、
分布式、双向聘任等工作，保障学生
中心的机制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了。但
是如何让机制激发每个人的内动力，
更好地体现自己的价值，在工作中为
自己赋能、赋值，我们还有许多需要
改进的方面。学校的价值文化体系还
没有建立好，说根本点就是目标和愿
景还没有很好地达成一致。

二是质量。我们行动纲要中倡导
和强调这样的价值取向：“不唯学考，
赢得学考，追求素质教育与优秀学考
成绩的统一。”改革必须要向社会交一
份成绩优异的答卷，其中必须要有分
数支撑。我们要分数，但是我们不单
纯追求分数、不过于追求分数，要探
索一条符合教育规律、符合学生身心
成长规律的分数之路。

我们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找到问
题背后的原因，在行动中研究、解决
这些问题。

下一步变革用什么来支撑？要用
机制、用课程、用资源的重新整合。
但，关键是“人”，依靠我们自带发动
机的每个人主动进化的力量、研究的
力量、学术的力量，这就是新动能。

我们追求有质量的教育的每一
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才算好，
就一定要有标准。所以我们要研究标
准，研究时代背景下，基于教育规
律、学生身心成长规律下的“新标
准”。只有达到标准，我们才能收获质
量。

爱因斯坦曾说过：“生活就像骑自
行车，要保持平衡就必须保持前进。”
这很符合学校现在的状态。我们已经
从推着自行车走，到骑上了自行车。
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让自行
车既保持平衡，还要保持快速前进的
动力和方向。这需要我们自己不断校
准，不断激发新的能量，以保持向着
目标前进。

这个目标就是我们的育人目标。
我们的育人模式模型的底座是价

值观：办学观、学生观、教育观、人
性观；育人的途径是选择性的课程和
分布式领导，实现全科、全员、全程
育人；目标是让每个孩子拥有成长的
动力和方向。

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曾经将这样
的育人模式形容为：“放得天高地阔，
收得斩钉截铁。”为了追求教育的本
质，我们的育人模式的基本特征就
是：打开。打开，就是要创造一个自
由、自主、个性生长的学校生态。一
个适度失控的生态，才能激发生长的
力量，但放得越开就越要收得住。这
里的“收”就是要有“标准”。

学校中的每个人、每个环节都要
研究标准，研究符合规律的标准。用
价值认同，用自我的赋能、赋值来驱
动成长和发展，这就是新动能。教师
要研究怎么让学生学习好，就需要研
究激发学生成长的内动力；服务部
门 要 研 究 怎 么 快 速 响 应 一 线 的 需
求，让自己的服务有流程、有标准；
校务委员们要研究怎么“把学校办成
教职工心灵的栖所、施展才华的舞
台、幸福成长的家园”。也就是说，
研究如何在提供有标准的服务中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成就学生的同时
成就自己。

那么，怎么寻找到新动能、新标
准呢？可以从痛点、难点中去寻找，
从抱怨中发现。以教学为例。

首先请教师思考一个问题：在日
常教学中，学生和我们是目标一致的
同道中人吗？

当学生没有明确清晰的学习目标
的时候，学生只能够使劲去理解教师
到底想让他怎么做。这显然很困难。
我们面对面一对一沟通都很容易出现
误解，一个教师要面对几十个学生是
不是更困难？而且每节课那么多内
容、那么多环节。也就是说，其实在
今天我们的课堂上，很多时候我们和
学生并没有同道。所以，教师和学生
要有共同的学习目标，具体到每个单
元、每个课时。

这就是基于标准的学习。当然这
个学习目标如何拟定才科学、恰当，
这 背 后 又 有 很 多 需 要 研 究 的 事 情 。
学习目标如何让学生充分达成、如
何 评 估 又 有 很 多 需 要 研 究 的 东 西 。
教师可以寻找自己的研究点，越具
体越好，越具体就越深刻，一深刻
就水落石出，一水落石出就接近本质。

“聚一帮有情怀的人，做一件有意
义的事，培养一批优秀的学生”，这是
教育人的选择，也是教育人的使命与
担当。我们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下
一步，我们一起聚焦新标准、新动
能，再一次扬帆起航，继续发挥“改
革创新，敢为人先”的精神，创造适
宜学生发展的教育。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市第十四中学
校长，本文节选自他在学校春季年会
上的发言）

寻找变革的新标准、新动能
杨荣耀

校园广场

每周的升旗仪式上，国际部学生国旗护卫队身着礼服，英姿飒爽。 本文作者 供图

看着平日里或
活泼或安静，或自
信或冲动的学生
们，在国旗下演讲
中坦露自己内心真
实的想法，思索着
青春成长路上的困
惑，反思中国在国
际话语中的地位，
思考中国青年的责
任与担当，我为学
生们感到自豪，更
深深被年轻的心触
动。

学生在国旗下演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