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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
特市一路向西北方向出发，当浓密厚
实的绿意渐渐变成清新柔和的碧色，
脚下的大地像一片波涛起伏的海面
向远方无边无际地铺展开来时，就到
了乌兰毛都草原。它地处大兴安岭
向科尔沁草原和松嫩平原过渡地带，
是蒙古族歌曲中传唱的“杭盖”，意为
山林中的草地。这里牧民的生活在
当地一直比较富裕。然而，除了外出
务工家庭，他们很少会把孩子送到旗
里去上学，而是选择送到草原腹地的
乌兰毛都小学。

“别看我们这是牧区学校，在全
旗一直都是有名的好学校，我们的孩
子不用跑旗里上学。”在乌兰毛都苏
木开宾馆的牧民白音塔拉骄傲地
说。乌兰毛都小学始建于 1946 年，
是一所纯蒙古语授课的蒙古族学
校。牧民白音塔拉的这份骄傲，对于
乌兰毛都小学校长赖高娃来说是一
种荣耀，也是一种压力。“我希望我们
的孩子像草原上驰骋的骏马一样，努
力、自信，奔向未来。所以，我们的学
校不能比别人差。”赖高娃说，“学校
差了，就像牧场没了草，牧人和马儿
是要被迫离开家乡的。”

一箭易折
一把难断

赖高娃，兴安盟土生土长的蒙古
族姑娘，开朗、大方，高兴或害羞时都
会哈哈大笑几声，尽显那来自大草原
的爽朗和豁达。1992 年，她从兴安
盟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科右前旗大
石寨小学任教，2003 年调任乌兰毛
都小学，当了 11 年分管教学的副校
长，2014 年当上了校长。从上任的
那一天起，她觉得担子更重了。这所
学校有很多辉煌的历史，在赖高娃接
任时，各地农村牧区学校办学规模普

遍萎缩，但乌兰毛都小学的在校生却
持续增加。“老一辈的校长和教师在
那么艰苦的条件下，都能把学校办成
全旗有名的好学校，在我任期内这学
校不能差下来！要不然我怎么能对
得起这些孩子、老师和家长？”

“不能差”和“不敢差”，像紧箍咒
一样让赖高娃不敢有一点儿松懈。
不过她也不胆怯，“我一个人可能不
行，但我们整个班子和老师们都团结
一心，就肯定能行。”她说。

于是，凝聚人心从每周一次的例
会开始。每周日下午 3 点，赖高娃都
会准时到校，独自在办公室认真做一
个周的工作计划。可第二天例会时，
她不会先发言，而是让每个班子成员
先逐个总结工作、列出工作计划，最
后，她对照自己的工作计划逐个补
充。“让大家先说，他们就会主动琢磨
各自的工作，而不是等着派活儿。”赖
高娃解释。就这样，“先听大家怎么
说”的会风，延续到学校每一次会议
中。

调动起每个人的积极性后，校长
肩上的担子轻了不少，但要拧成一股
绳，还需要更强的合力。作为一所寄
宿制学校，学校教学管理和安全管理
工作比普通学校任务繁重。所以，每
次工作安排，赖高娃都会刻意让几个
部门通力合作。久而久之，日常工作
中，各部门不需要提前沟通就能很默
契地互相补台。比如教务处组织课
间操活动中会顺便帮教导处强调某
个班级的卫生问题；后勤主任是女同
志，不擅长校园维修工作，政教主任
会随时来帮忙。

赖高娃喜欢先听管理干部说，也
喜欢听一线老师说。“老师和学生都
是学校的主人，学校的事儿，大家都
可以提意见和建议，有不同意见我们
就一起辩一辩，哪条路最合适就走哪
条。”赖高娃说。从 2017 年年底开

始，学校准备全面推行“学本教学”课
堂教学改革，工作刚一布置，就有老
师来提建议：“老教师教学理念和方
法转变得慢，能不能让年轻教师先
做，好有个示范。”赖高娃一听有道
理，就及时调整改革方案。

“工作中彼此的帮衬让大家相处
得像亲人。”后勤主任白德力格日呼
说，“在校园里你很少听到有人喊赖
校长，大家都叫她高娃老师，同龄或
年长的同事甚至会直呼高娃。”

赖高娃听大家说，也会看大家怎
么做。每次谁说要做什么事儿，只要
合理就放手让他们做，但做成什么
样，她都会盯着。一开始每周例会，
大家都是说下一周计划多，对上一周
总结少，赖高娃及时纠正，要求每人
对上一周工作至少总结3条。

一箭易折，一把难断。这是蒙古
族关于团结教育最深入人心的经典
故事——“阿伦高娃训子”。赖高娃
将这个故事以浮雕的形式，醒目地刻
在了一进校门正对的教学楼墙面上。

骏马奋蹄
自强不息

和谐民主的团队文化，让校长和
老师们都能舒心地工作，但怎么让更
多人的劲儿拧到一股绳上去，是赖高
娃一直琢磨的事儿。经过多次有目
的的培训和学习，最后她认定，要凝
练学校文化，用学校文化凝聚人心，
感染师生同向成长，于是“骏马文化”
应运而生。

“骏马，是草原人的精神寄托。
草原人爱马，马的身上有着人们所追
求和崇尚的东西，比如任何时候对主
人都不离不弃的忠诚、向着远方昂首
奋蹄的自强不息等，而蒙古马更是具
有虽然体态矮小但耐力持久的特
性。所以，我们要推崇骏马精神，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勇往直
前。”赖高娃讲道，“这种精神也特别
契合乌兰毛都小学的品质。”

扎根于草原深处的乌兰毛都小
学，从建校初的两间土房子十几名学
生，到今天宿舍、功能室俱全，并拥有
500 余名在校生。70 多年来，历代乌
兰毛都教育人都像这草原上的骏马
一样，不辜负老百姓期望，奋发向上，
努力办好学校，直至今日。进入新时
代，学校更需要继承和发扬这样的精
神，从小就培养孩子们诚信友爱的高
贵品质，勇往无前的进取品格，全面
发展，健康成长，为草原和祖国更美
好的明天贡献力量。

随后，赖高娃带领团队逐步完善
骏马文化体系，把“自信、健康、
博爱、致远”作为校风，倡导师生
建立自信的心态、自强的性格，锻
炼健康的体魄，追求人人心中充满
关爱，具有对未来充满信心的阳光
心态。学校号召每个人都具有阿吉
奈 （千里马） 的精神，教师要“敬
业、爱生、启迪、育英”，学生要

“乐学、钻研、探究、创新”。
在校园里，浓郁的文化氛围浸润

着每一处学校空间：一楼是蒙元文化
走廊，二楼是地方特色的扎萨克图文
化，三楼则以中华民族和传统文化为
主体，引导学生遵循古训、笃志明学，
四楼是师生的蒙古族美术剪纸、传统
礼仪、刺绣等作品，由此激发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杭盖课程
培育新人

办好学校，留住适龄儿童就近入
学，是乌兰毛都小学的老师们办学成
就的重要体现，但把孩子们一直留
在这草原上，可不是他们的心愿。
他们更希望孩子们自信地走出草

原，到更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因
此，除了注重课堂教学质量，他们
更注重培养孩子们自信与奋发向上
的品质。近些年，赖高娃和老师们
着力构建“杭盖”课程体系，将骏
马文化的核心理念融入到“杭盖”
课程中。

“天韵”社团课程被用来培养和
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它包括书
法、科技、舞蹈以及马头琴、博
克、蒙古刺绣等蒙古族传统文体项
目共 22 个社团。社团以自愿原则鼓
励学生人人参与，即使调皮捣蛋的

“破坏大王”们，也有发挥他们特长的
“小小修理部”。为保证社团活动教
育目标的实现，学校为每个社团活动
都安排了指导教师、活动专用教室，
保证活动有场地、有固定时间，并且
定期集中表演竞赛，以赛促学，给学
生一个个展示平台，也不断提升他们
的技能水平。同时，学校积极鼓励
和支持各社团辅导员撰写校本教
材，目前已编辑出版了蒙古刺绣、
蒙古象棋等22本校本教材。

“金马驹”课程和那达慕课程，
则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人文情怀和传
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校
本课程“乌那干乌日色”里，系统
介绍了蒙古族人民的生活方式、习
俗、礼仪等，涵盖了蒙古族的饮
食、服饰、蒙古包、歌舞、乐器、
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那达慕，是
蒙古族传统盛会，主要有赛马、博
克、射箭及歌舞表演等活动，具有
广泛而深刻的文化内涵。学校除了
在社团活动中开设博克、蒙古象棋
等那达慕传统项目，也会组织学生
积极参与每两年一次的全旗那达慕
大会。通过传统民族文化课的开
设，使孩子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产生浓厚兴趣并积极传承和发扬。

依托图书室开设的阅读课程，
是 2016 年赖高娃从杭州学习归来后
的收获体现。为了让学生喜欢上书
籍、喜欢上阅读，她学习归来后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对图书室进行大改
造：将分割两屋的阅览室和图书室打
通，方便学生借阅书籍；将墙壁粉刷
成适合学生阅读的颜色，营造良好的
阅读环境。在她的引领下，学校还制
定乌兰毛都小学“天韵”图书馆校本
课程实施方案，保证每班每周至少有
一次在图书室的阅读课。

“萨日朗”开心农场，是孩子们非
常喜爱的社会实践课程。学校在校
园里开设了一块“种植实践基地”，每
名学生都要参与种植实践。赖高娃
告诉记者，由于学校大多是寄宿生，
虽然每年寒暑假都会布置帮家长干
农活和放牧的作业，但孩子们参与劳
动实践的机会还是少，“我们想让学
生在种菜种花中，感受生命成长的全
过程，也让学生在植物种植中感受科
学、生命、劳动、合作的教育”。

在乌兰毛都草原上生活的人们
有一个习惯，在家门的门楣上贴一
张骏马图，祈愿家人万事如意、子
孙后辈如骏马一样驰骋在草原上。
而赖高娃和老师们就是把孩子们扶
上马背的人。

赖高娃：扶孩子跨上骏马走天涯
本报记者 郝文婷 齐林泉

中国好校长

“干啥的说啥，你当老师、做校
长，眼里就应有学生，没有学生咋有
学校，咋有课堂？俺就是这么想的和
做的⋯⋯”说着说着，“俺眼里只有
学生”口头禅就从她嘴里“冒”出
来。因为眼里只有学生，不论她接
啥样的班，都会神奇向好转变；因
为眼里只有学生，她创出了班级管
理的“勤”字诀、主题教学经；因
为眼里只有学生，她带着教师由个
体带动帮扶，转向了团队共进的全
面“小康”。她用自己的爱与责任，
诠 释 着 一 名 业 务 副 校 长 的 价 值 取
向。她就是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汶
源学校副校长、数学教师赵翠。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9 月 1 日，市里举办“2018 莱芜
最美教师”颁奖典礼，赵翠获评全市
最美教师。她的事迹展播中有句萌萌
的话：“俺眼里只有学生，不能让一
个学生掉队。”从教 26 年，赵翠最让
人叹服的是转行数学的“神奇”。她
学的是体育，任教小学体育一年后转
行教小学数学，一改就是 25 年，而
所带班级年年优秀。有老师问她：

“你是神吗？你的教学成绩咋这么
高？”她快言快语：“俺眼里只有学
生，没有学生掉过队。”

赵翠印象最深的是转行教数学头
一年。不少家长质疑：“一个学体育
的能教好数学？”甚至想给孩子转
班，这深深地刺激了她。她暗下决
心，借来了 225 课时的数学名师录像
课光盘，利用双休日看录像、学着
上，写出适合自己学生的教学设计。
上课时，她给孩子画情景图、讲故
事，呈现教学内容。每节课都新颖灵
动，学生都爱上了她的课。

2007 年 8 月，她调到新成立的汶
源 学 校 任 职 。 面 对 两 个 班 76 个 孩
子，她惊呆了：“1—9 的分成”会背
的不到五分之一！四位老师加上两名
校长齐上阵，每人教一组学生，最后
还剩一个怎么也没教会。校长对赵翠
说：“这个孩子年底能考及格，你就
胜利了。”于是，她让学生结对，自
己进行个别帮扶。一有空，她就在教
室辅导学生，用实物教学生分成。经
过半年努力，20以内的加减法，这个
学生也都会了，年终考了 96 分。校
长佩服地说：“赵老师，你真厉害。”

“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

“对小学生而言，什么最重要？
是习惯，好习惯益终身。”每当赵翠
给老师们“传经送宝”，“教给学生一
生有用的东西”讲得最多。她从培养
数学学科的说、读、写、思、问五大习惯
入手，创编了审题“三读”法：一读，仔
细阅读题中的信息，勾画出数字和单
位名称；二读，圈点出难点部分，疑问
处用曲线和“？”表示；三读，根据题中
的已知条件，确定解题思路，列式解
答，举一反三，久久为功。

她用现代教学理念对课程、课堂
进行单元整合，探索出全新的单元主
题教学，独创了单元导学课、探究课、
诊断课、综合整理课四种课型，梳理数
学知识框架，整合单元知识体系，一学
期的课程六周就完成。她把节省出的
教学时间用来开展数学阅读。与学生
共读张景中的《数学家的眼光》《帮你
学数学》，李毓佩的《爱克斯探长》《奇
妙的数王国》⋯⋯从三年级起，让孩子
建立了预习本和数学日记本，让学生
针对知识点、重点写数学生活日记。

除了好习惯，还有她对学生的

爱。李伟同学弱视、性格孤僻，从小
失去母亲，爸爸患有类风湿病，奶奶
瘫痪在床。赵翠除了利用双休日帮李
伟干家务，还常把李伟带到家里吃
饭，每月给他家 180 元钱⋯⋯学生王
兆锋迷恋上网、彻夜不归，赵翠暖心
相约、用心感化。这与她的脑勤、嘴
勤、腿勤“勤字诀”分不开。

上课时，她用微笑创造出轻松和
谐的氛围，用微笑给后进学生尊重与
鼓励，用微笑给“问题学生”以感召。
学生生病了，她主动为他们掏钱买药、
带他们看医生，每年花在学生身上的
钱过千元；学生学习有困难，她利用一
切空余时间给他们补课；家长忙不能
接孩子，她送学生安全回家⋯⋯难怪
学生都喊她“赵妈妈”。

“要让学生成为你的粉丝”

“知心大姐”是老师们对赵翠的
尊称。无论刚上岗的青年教师，还是
从教多年的老教师，都乐意找赵大姐
交心谈心。作为业务副校长，她倾心
教师专业成长。对新上岗的青年教
师，她常用谈心法。听老师问难，给
他们支着儿。“像班级管理，先从机

制入手，教他们建组织、订计划、定
公约，用制度规范学生。再教给他们
一些管理的小窍门：遇问题要冷静，
要有耐心，成为学生的大朋友。特别
叮嘱他们，要想让学生爱上你的课和
所在的班，必须让学生爱上你这个
人 ！ 要 让 每 名 学 生 都 成 为 你 的 粉
丝。”赵翠乐呵呵地说。

赵翠带头践行“青蓝工程”，采
用“一看、二上、三指导”的做法，把
老师们扶上马、引上道、送一程。一
看，即指导老师们观看校内外优秀教
师课堂影像案例，让他们看门道、定思
路；二上，即亲自上示范课，让老师跟
课堂、悟教学；三指导，即通过随堂听
课、推门听课，即听即评，即听即导，让
老师们抓本原、塑个性。赵翠与老师
们一起上课、磨课，指导评优课、研讨
课。学校的陈晓慧、卞君英等多名老
师，经她指导均成长为市区教学骨干。

“俺眼里只有学生。”赵翠这句简
单的话，是用长年累月的行动扎扎实
实做出来的。她用这样的说与做，讲
述着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质朴故事。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芜市莱城
区教育局）

赵翠：俺眼里只有学生
吴其林

乡村校长

剪影

走在山东省青岛湖岛小学校园里，
随处都有惊喜不断的“葫芦”元素迎面
而来，伴着学生们幸福的微笑，从你身
边经过。这所地处青岛市老工业区、有
72年历史的小学，而今70%学生是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他们来自全国17个省
份。可校长马晖却深深感到，家庭背景
和生源的差异越大，教育的力量和价值
就越能凸显出来。打造一所“融关切于
人事，化生命为自觉”的学校，是马晖
和她的团队一直努力的方向。

葫芦娃形象：儿童立场

2011年，马晖担任青岛湖岛小学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学校文化品牌是为
了谁，面向谁，是马晖思考的方向性问
题。学校文化是熏染学生的，因此文化
只有用学生听得懂的话来表达、用学生
容易产生联想的生活经验去实施，才能
被理解、接受和践行。

马晖将充满童心童趣的“葫芦娃”
作为学校文化形象，打造“融”文化教
育品牌。“选取‘葫芦娃’作为学校文
化形象，是体现学校‘儿童立场’的教
育理念。葫芦娃是孩子们耳熟能详的动
画片中的人物，七个葫芦娃各有本领、
各显神通，但他们又有共同特质——自
信、勇敢、团结、创新。这和学校融文
化的愿景十分贴切，我希望孩子们在湖
岛小学能够各有所长、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

就这样，被赋予了友爱、善良、包
容、勇敢等品质的葫芦娃形象，出现在
学校各个空间和角落，每天陪伴在孩子
们身边。孩子们非常喜欢，创编葫芦娃
故事、传唱葫芦娃歌曲、创葫芦娃特色
班级、做各类葫芦娃学生⋯⋯

马晖围绕着葫芦娃做文章，为学校
文化在孩子中的传播创设了无限的可
能。

葫芦娃课程：融古通今

国家提出“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
课程特色化”，马晖用“葫芦娃课程体
系”将之落地。该体系将基础性课程和
拓展性课程整合为四个课程群，即葫芦
娃学经典、葫芦娃爱生活、葫芦娃走四
方、葫芦娃去未来。

校本课程“葫芦学堂”就是葫芦娃
爱生活课程群的典型代表。在湖岛小学
校园里，随处可见各种造型的葫芦挂
件，教室的墙壁装饰还有漂亮的葫芦
剪纸，学校的小花圃里则是孩子们种
下的葫芦苗，学校来了客人临走时还
会获赠学生自己制作的串珠葫芦、电
烙葫芦⋯⋯而其实这些全都是“葫芦学
堂”里的学习成果。

学生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每个阶段
都有不同的葫芦课程在等着他们。比
如，三年级学生要研究葫芦的起源、寓
意和文化，因为很多古老的诗歌、传
说、神话里都离不开葫芦文化。马晖介
绍说，在湖岛小学，孩子会与葫芦一起
成长。“到了四年级，学生会学习种植
葫芦，他们亲身经历葫芦生长的全过
程，并写下种植日记。到了五年级就开
始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孩子要学习葫
芦扒皮、晾晒、雕刻、书画、镂空等技
能。”而到了六年级，学生就要发挥自
己的创意了，要在葫芦上进行绘画、雕
刻、电烙等手工制作。“同时，还会把
葫芦丝演奏融合到音乐课堂。”

“葫芦学堂”这门课程就是用葫芦
为载体，把传统文化、文学艺术、劳动
教育，甚至理财等方面的教育，全都融
合在一起，体现了“融”文化课程理
念。重要的是，通过学校特色校本课
程，带动和提升了语文、数学、英语等
国家课程的文化知识学习及成绩。

葫芦娃志愿团：融美入心

葫芦娃走四方课程群有一门社会实
践课程叫“葫芦娃志愿团”。这门课程
的开设初衷是，让学生在接受爱、感受
爱的同时，把爱传递，让爱发扬，锻炼
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全校参加这一课
程的105名学生，分书吧小管家、爱心
小督查、路队小先锋等七个团队，穿着
学校特制的小马甲，活跃在校园的每一
个角落。其中的“环保小卫士”，每周
都到各班去收集废纸，卖掉后把钱存入
学校的“爱心基金”，用来帮助特困生
或慰问孤儿院的孩子和敬老院的老人；

“护绿小管家”则每天忙碌在学校承包
给他们的菜园子里，他们自己制作的宣
传牌充满童趣，如“葫芦娃家的蔬菜正
在成长中”“葫芦娃种菜不易，请爱
惜！”他们把学校当成了自己的家。向
教师和学生分发种植成果，是他们最开
心的时刻。现在越来越多的孩子，以穿
上志愿团的小马甲服务他人为荣。

七年来，青岛湖岛小学“葫芦娃”
文化形象越来越有名气。只要提起“葫
芦娃”，大家都会想到马晖，并戏称她
为“葫芦娃妈妈”。她也以此为荣，
说：“只要学生在学校的葫芦娃课程里
健康成长，我愿一直做这样的妈妈！”

“葫芦娃妈妈”
马晖

本报记者 孙军

“我希望我们的孩
子像草原上驰骋的骏马
一样，努力、自信，奔
向未来。”

——赖高娃

小档案：

赖高娃，女，蒙古族，
1992年毕业于内蒙古兴安
盟师范学校，2014年任兴
安盟科尔沁右翼乌兰毛都小
学校长，先后荣获“兴安盟优
秀教师”“内蒙古自治区民族
中小学优秀教师”“内蒙古自
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等称号，并获得全国青
少年读书活动特别指导奖。

赖高娃（右二）在教学楼走廊的图书角，给学生推荐课外书。 包玉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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