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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周刊
探索治校之道 展现办学智慧

本刊微信公众号：
第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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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雨亭

不少中小学校长在领导校
本改革的时候，往往针对问题
围绕资源配置、策略选择、改
革时机等进行若干次的讨论、
模拟，但却忽视了“时间”这
个同等重要的资源要素。由于
中小学师生在校时间相对固
定，无法像橡皮筋一样可以自
由拉伸，因而校本改革不能采
用添加式的改革方式，否则改
革往往是万事俱备，就差时
间。这里所说的时间，既包括
改革所需要的增量时间，也包
括对存量时间利用效率的优化
提升。

教师发展规划缺乏时间要
素。笔者观察到，很少有学校
做学年计划时，能安排出供全
体教师共同研修的工作日时间
（如每学期2—3天）。学校通常
会在暑假安排 2—3 天集中培
训，邀请专家就相关主题作学
术报告，或是邀请专家在工作
日为教师作短时间报告。外来
报告与传统教研组或备课组的
教研活动，以及区县教研室组
织的大教研，就构成了教师校
本研修的主要方式。

若统计下来，学校安排用
于教师专业发展的时间总量并
不少，但教师专业发展的效果
并不好，是什么原因呢？

以一所超大规模中学为
例，该校三个年级共300多名
教师，校长非常重视教师的校
本研修。除假期培训、外出学
习外，该校还实施了一项新举
措，要求每个学科每周都安排
半天 （四节课） 无课教研日。
为此，教务处在排课时，颇费
一番脑力和时间。

一个学期过去，笔者去该
校做教研有效性研究，发现半
天无课教研日收效一般。无课
教研日的研修，主要以备课组
为单位，备课组长负责组织。
大学科每个学科有近 20 名教
师，分为两个备课组，分别开
展教研活动。活动方式主要是

“公开课研讨+下周教案集
备”：两位备课教师上公开课，
然后本备课组教师集体听课、
评课，最后研讨与确定下周讲
课的教案。

这种教研模式之所以有效
性差，是因为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缺乏目标导向。校本教
研的目标是什么？听评课要解
决什么问题？年度教研的目标
是什么？二是，教研的行动策
略缺乏横向和纵向的支持性设
计。听评课和下周集体备课之
间是什么关系？教学设计和课
堂教学实施之间需要怎样的关
联性研讨？三是，教研过程中
没有系统地安排学习新理念或
新策略的任务，教师教学没有
新的参照系。四是，该校并未
配套实施学科带头人培养项
目，因此备课组长只是由教学
成绩稍好、工作认真的教师担
任，很难引领备课组提升教研
水平。五是，学校没有对教研
活动的组织方式提出要求并进
行培训，未必能保证每一名教
师在教研全程参与度高。六
是，没有设计全校跨年级、跨
学科的教研交流活动，调动不
了全校教研氛围。

教研时间利用的有效性亟
须提高。最近，该校教学部门
领导专题研讨了教研时间的利
用问题，将教研作为提升课堂
教学效率和教师专业发展水平
的重要抓手。他们形成了如下
共识：第一，继续坚持每周半
天无课教研日；第二，暑假邀
请专家和部分教研组长一起研
制学校三年教研规划，制定学
校的课堂教学改革目标、教研
目标和教研方式、教师小课题
研究计划、各类行动计划的评
价方式和评价标准等关键性问
题，使全校各学科教研有方
向；第三，实施学科带头人培
养方案，重点培养学科带头人
的操作领导力，有效组织教研
活动，达成教研的目标。

校长应将时间视作研究对
象。在学校情境中，时间是制
度化的安排，体现了学校在安
排国家课程、校本课程以及常
规活动时的理念与操作思路。
校长应把时间作为研究对象，
认真研究时间变量，并将其与
改革举措同构。

如，教师在校工作和学生
在校学习时间效率的提升，是
采用简单的打卡思维，监控教
师和学生必须出现在某些场所
的时间，还是标记出最重要的
时间要素，然后进行制度设计？

如果校长和教师认为，灌

输式教学最为有效，那么这所
学校的学生肯定没有可以自主
支配的时间，即自习时间特别
少，而主要学科的课时会得到
最大程度的安排，甚至早读和
自习课时间都会细分给具体的
学科。学校也会根据特定时间
里相应教师是否在场进行记
录。校长如果不对学校的时间
配置做反思，并采取整体改革
的行动，那就无法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学校的改革也
就只能停留在口头层面。

而在那些致力于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学校，学生的
课程表上有很多留白的自习时
间。学校开发了若干对学生进
行自主能力培养的工具，如自
习课个人学习计划表、一周个
人计划和落实情况表。同时，
学校还会利用班会、各类大型
活动等机会安排学生交流时间
和精力管理经验。当然，保证
这些措施能够起作用的原因是
学校配套开发了教师发展方
案，帮助教师边工作边实践能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力和能力
的理念与策略，即师生在游泳
中学习游泳。

赵汀阳曾经在他的《论可
能生活——一种关于幸福和公
正的理论》一书中指出：“某人
对他的时间的投放量意味着一
件事情对于某人的魅力。”校长
领导学校改革时对待“时间”
的方式本身，就已经向世界宣
告了这所学校的改革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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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博士，天津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天津市高中新课程改革
专家组成员，天津市“未
来教育家工程”专家组成
员，天津市特色高中评
审、咨询专家组成员，担
任全国多地名师名校长
工程指导教师和多所学
校的发展顾问。

编者按：9月1日，不少
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在家观看了
大型公益节目 《开学第一
课》。以“创造向未来”为主
题的“开学第一课”，传递出
了探索、奋斗与梦想的力量。
其实，每一所学校都有独具一
格的“开学第一课”，即开学
典礼。近年来，越来越多中小
学校长意识到开学典礼的育人
作用，重视发挥开学典礼的育
人功能。开学典礼的主题选
择，也是校长教育理念和教育
希冀的体现。正值开学季，本
刊邀请到4所学校的校长，与
我们分享学校不一样的“开学
第一课”。

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 放飞心灵之翼放飞心灵之翼

每年 9 月，开学第一周，校园里总
是会见到这样的场景：几个刚入学的一
年级孩子在校园里流连，总也不肯进教
室；有些新生则站在教室外不停地抹眼
泪，身旁是从工作岗位上赶来劝其进教
室的家长；办公室内，本已手忙脚乱的
教师在备课之余，还要安慰情绪激动不
已的新生。

当然，一年级孩子入学哭闹的现象
很普遍。每到开学季，更是如此。于
是，学校的“开学第一课”，往往也需
要发挥安抚新生情绪的作用。

以往，学校教师和家长用尽了很多
讲道理的办法试图说服孩子，结果往往
事与愿违。学校教师在情感上付出了

“温度”，但效果总是不佳。我们通过学
习和请教专家发现：心理的调适不能用
道德的“温度”去感化。

德 国 的 哈 克 教 授 曾 做 过 一 次 调
查，约有 30%至 40%的孩子进人小学
一年级后，对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很不
适应，常常在心理上产生紧张。这种
心理上的“水土不服”称为“适应性
障碍”。如果不能及时缓解和消除这种
情绪障碍，孩子们就会出现哭闹、退
缩、厌学、孤僻、焦虑或羡妒及攻击性
行为等偏差。

可以说，从幼儿园到小学，孩子们
首先要面对的是环境适应问题，即我们
所说的对环境的认同和接纳。儿童只有
认同并适应学习环境的转变，才能在学
习时有较为安全的内心世界。

曾经，一位新生妈妈记录下孩子的
提问：“妈妈，小学会是什么样的呢？
会有可爱的小伙伴吗？会有喜欢我的老

师吗？我们要不要带水壶？厕所里有卫
生纸吗？我要是想妈妈了怎么办？我可
以不寄宿吗？”当孩子们带着这样的焦
虑走进校园，而学校又不能纾解他的焦
虑，那学校就变成了孩子不开心、家长
不放心、教师不省心的场所。

讲道理的方法不奏效，学校应该怎
么办？前些年，学校与周边幼儿园曾做
过一些幼小衔接的活动课程，但收效不
佳。经过集体的学习与请教专家，学校
尝试用邀请孩子和家长来校提前体验学
习和生活的方式，来消除孩子的泪点，
家长和教师的痛点。从 2016 年秋季学
期开始，学校都会让孩子们提前三天，
到学校进行一次有趣、有用、有情、有
料、有意义的学习体验。每一年活动都
会根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不断优化方
案。

在今年的体验日课堂上，学校为孩
子们设置了轻松愉悦的绘本阅读、动手
动脑考验协作的手工操作、探索图形奥
妙的拼图活动、大汗淋漓的体育游戏，
还有最受孩子们欢迎的种植课程。

教师还会在课堂上颁发奖品和小奖
状：光盘小达人、倾听小达人、微笑小
达人、排队小达人、自理小达人等，从
文明礼仪、生活习惯等方面对孩子们的
体验进行全面的总结与肯定。

“小学是什么样的呢？”——小学原
来是这么好玩的！在“开学第一课”
上，学校丰富的体验课程，很好地纾解
了孩子们心中的疑惑和焦虑。孩子们将
会回报我们以惊喜。

（作者系湖南省株洲市八达小学校
长）

体验日课堂：安抚新生焦虑的心
赵腾达

开学了，大山深处的广元市利州区
范家小学又热闹起来了。教师忙碌的身
影，学生们欢快的笑声，让这所农村寄
宿制小学焕发出生机。

“开学第一课”怎么设计？常规动
作如何做出新意？是一直困扰着我的问
题。这时，我发现学校一年级教师杨秀
丽的一个做法很有意思。

9 月 2 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
一份材料，忽然听见门外传来说话声。
仔细一听，原来是杨秀丽老师在给新入
学的孩子介绍学校。“孩子们，这里是
校长办公室，你们有事情找不到我的时
候，也可以来找校长。”我走出办公
室，正看到杨老师指着我的办公室跟孩
子们介绍。

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想法呢？杨秀丽
老师告诉我，今年新入学的 12 名学生
中，有6名学生需要寄宿学校，对于一
年级的学生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而为了缓解新生的焦虑和不知所措，杨
老师想到了带孩子们游览参观校园，来
舒缓孩子们的情绪，同时也增进孩子们
对校园的了解。“学校的第一堂课，就
是要参观我们的家。”

“这个红色的圆形桶是做什么用的
呀？考考你们。”“对，是灭火用的，
摸摸看，是什么感觉？”“上下楼梯靠
右行。你能做到吗？哪边是右？来我
们再走一遍，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到。”

“这里的小瓶瓶、小盒子很多，是用来

做科学实验的。可是呢，我们还小，
都不能自己去动，这里是学校里最危险
的地方。记住啦，这个房间是不能进去
的。”

范家小学是一所农村小规模学校，
由于大多数学生是留守儿童，杨秀丽老
师所讲的这些安全教育相关知识点，在
家庭教育中会有所缺失。“开学第一
课”讲这些内容，对于刚上一年级的学
生来说非常实用。

“看起来是我在教育他们，其实也
是他们自己在教育自己。”杨秀丽老师
说，要从第一课开始，就让知识“活”
起来。就如她的开学第一课，在参观
了学校的各种功能室之后，学生们自
然而然就学会了“室”这个字，很多
规矩和行为习惯，也在这堂参观课上
记牢了。

从教这么多年来，这是我听到的最
用心的入学教育课。以往的“开学第一
课”，我常常自己绞尽脑汁、苦苦思
索。而今天杨老师的开学教育，则让我
发现了，作为校长，开启教师的智慧更
重要。事实上，“开学第一课”，也是教
师走近学生的第一步。

“跟我来，站在这个小窗口，往下
看，我们的校园漂亮吗？哪里最漂亮？
你最喜欢哪里呢？”“这就是我们以后学
习、生活的家。”

（作者系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
小学校长）

“我们的家”：增进校园亲近感
张平原

教育的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在重
视个体能力、重视个体价值创造的当
下 ， 我 希 望 赠 给 开 学 季 的 学 生 两 个

“力”——学习力和创造力，帮助他们
获得走向未来的通行证。

学习力，不仅指要有认真学习的态
度，而且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即自主
学习、独立思考、大胆运用。这是个人
成长的需要，也是时代的必然要求。

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信息爆
炸，如果我们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和热
情，又该如何跟上时代的脚步？每个个
体终其一生，都只有不断掌握并增强自
身的学习能力，才能占时代之先机，不
被时代所淘汰。

对于很多人来说，将来即便你掌握
了一门专业，也不一定就能用得上这个
专业，专业有时仅仅是就业的工具，而
打开世界和创造世界需要的是后续学习
的能力。很多人的成功得益于他们在新
时代面前所保有的超强学习力。个体亦
是如此，如果想凭一时所学之专业，来
应对万事万物，并不可行。耶鲁大学的
前校长理查德·莱文曾说过一句话：如
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之后居然掌
握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那是耶
鲁教育的失败。莱文传递出了这样一个
理念：学习不应以掌握知识为目的，而
应该以运用知识、创造知识为依归，也
就是说以培养学习能力为首要。

学习力所包含的，不仅仅是学习的

能力，还包含毅力。学习毅力来源于学
习精神、心理素质、意志和价值观等，
认识有多深，毅力有多强，学习就会有
多持久。每一个走向辉煌的人，都有一
串串感人至深的人生足迹，都有一个个
克难攻坚的感人故事。

当然，我们的人生中必然充满不确
定性，而唯一确定的就是困难与挫折将
会伴随我们的成长。此时，我们更应该
保持一颗坚强的心，做一个积极自信、
敢于迎难而上的敢为者和有为者。

有了持续的学习力，创造力就水到
渠成。学习力是地基，创造力就是地基
上美轮美奂的建筑。创造力源于思考，
没有独立思考，即便学到的知识再渊
博，也很难创造价值。我们只有保持强
大的创造力，所学才会有所成、有所
用、有所值。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要读书学习？
就个体而言，我们不仅仅要让自己变得
有知识，更要让自己变得有想象力，有
创造的欲望。就国家层面而言，要有担
当，更要有使命。少年强则中国强，少
年有创造，则国家就有创造。永葆一颗
赤子之心，不断地去体会发现的乐趣和
创造的快感，为国家争光为民族争气，
这也是每一名学子的底气。

唯真唯新，方能至上至远。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学军中学校

长，本文摘自她在 2018 秋季学期开学
典礼上的讲话，有删减）

学习力创造力：走向未来的通行证
陈萍

9 月 3 日早上 9:00，一节不一样的
“开学第一课”正在四川省成都市泡桐
树小学的操场上举行。

“开学第一课”没有课本，也不以
哪一位学生或教师为主角，更没有校长
致辞。在场师生的关注点，是一批不一
样的“艺术品”。或是用泥土盘筑，经
过简单的雕琢，带着稚嫩的美感；或是
乡间常见的竹编簸箕配上简单的竹节、
竹环进行再创造，带着质朴的山野气
息。

其中一件名为 《回家》 的作品引人
注意。不规则的瓷板上，几个稚嫩的指
印配上釉料，写意地勾勒出了一幅海滩
景色，海滩上一只捏塑的海龟和一只釉
色勾勒的海龟，各自有着不一样的动
态，手法稚嫩却充满着童趣。这件作品
的创作者名叫刘程程，就读小学四年
级，她的梦想是长大后当名医生，治病
救人，心愿是用作品换的钱买一个漂亮
的书包。

这位刘程程小朋友，并不是学校的
学生，而是四川省德阳市中江县集凤镇
石垭子村小学的学生。她的作品会出现
在泡桐树小学，是因为泡桐树小学借开
学第一课，正式启动了“让梦想成就梦
想”公益活动。

2014 年以来，学校对口支援了德
阳市中江县 （市级贫困县） 集凤镇的石
垭子村小学，每年轮换安排各个学科的
老师去蹲点支教。

4 年多来，在支教教师的帮助下，
石垭子村小学不仅在语文、数学等文
化课程教学水平上得到了大幅提升，
而且开设了音乐、美术等艺术课程。

支教教师从山区学生的实际出发，因地
制宜，带领学生们挖来山上的泥土，引
导他们创作出了一批批精美的雕塑艺术
作品，激发了山区孩子们的艺术创造
力。

经过 4年的积累，石垭子村小学的
学生们创作的作品已有 100 多件。在
得知石垭子村小学学生们的创作故事
后，学校产生了一个新的公益梦想：
帮助他们完成追梦路上的小心愿，让
他们更加接近梦想。于是，在今年的

“开学第一课”上，学校正式启动这一
公益计划。

这 100 多件“艺术品”，在“开学
第一课”结束后，将正式进入泡桐树小
学内的梦想公益商店售卖。之所以将这
些公益作品作为“开学第一课”主角，
是因为学校想借此尝试将公益搬进课
堂，让学生切实学会友善关爱。

接下来，学校会将各类公益活动与
文创产品相结合，创立自己的公益文创
品牌，鼓励全校师生参与文创产品的评
选设计与制作。除了利用梦想公益商店
筹集善款去帮助别人，助梦人也可以用
自己的技巧技能发起公益活动去帮助身
边的人。

正如校长陈杰所说，启动梦想公益
计划，除了实质性地帮助石垭子村小学
的学生，更希望通过引导在校学生的积
极参与，让他们懂得助人为快乐之本，
获得精神上的圆满；通过这个活动，让
学生们真正理解成都“友善公益”的天
府文化，并不断传承。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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