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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包金花，内蒙古兴安盟乌兰浩特
市义勒力特中心小学校长。初次见
面，远远地就看到了人群中她格外灿
烂的笑容，采访中每一次对话，她都
是未语先笑，让旁人也不由得想要笑
着跟她说。这样一位让人时时都赏心
悦目的校长，在同事眼里，却是

“疯”得不得了。

该做的事儿不能等
1998年毕业的包金花，先后在

教学点、苏木学校、城里学校任教，
当过5年副校长。2015年9月，就任
义勒力特中心小学校长。

她到任后第一项重要工作，就是
迎接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在自查
中，她发现各个学校普遍存在功能室
短缺问题，义勒力特中心小学尤为突
出，共缺12个功能室。在别人还在
观望和等待上级部门指令时，包金花
早已动手。“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儿，
不能等!”包金花说。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资
金、没有场地又面临假期，这功能室怎
么盖？包金花外筹资金，内挖潜力，
2016年整个暑假没休一天，带领大家

建起了一个又一个功能室。秋季开学，
学生最早享受到了各个功能室，有了活
动场地，学生社团也增开到18个。

“该做的事儿，不能等。”看到老师
们拖沓、懒散，包金花不留情面当场批
评。“刚开始，我们确实都有点儿跟不
上她的节奏。”民生分校校长王友亮坦
言，经过磨合，说做就做，成为学校
领导班子普遍达成的一种默契。

“每当别人夸我们工作效率高，我
们都说跟着校长‘疯’惯了。”学校党支
部副书记谢海峰说。“疯”，包金花欣然
接受大家对她的这一评价。“我就是要
这种拼劲儿，不仅和我性格有关，也是
因为我们的孩子等不起。”包金花说。

现在，越来越多的脚步与包金花
踏在了同一个鼓点儿上，包金花愿意
看到老师们“疯”起来，但有一条底
线她时刻提醒自己坚守着：不能蛮
干，没想好、没学明白的不能做。

快乐让学校焕生机
随着一件又一件“该做的事儿”

风风火火地做起来，学校的精气神儿
越来越足。这时，向来重视学校文化
建设的包金花，给全校教师抛出一个

议题：“如何让这所70多年历史的农
村民族学校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通过讨论和交流，学校凝练总结
原有的“悦纳”文化精神内涵，以小学
生更直白易懂的“快乐教育”为学校文
化主题。这也是她起初的梦想——办
一所快乐的学校。

什么是快乐的学校？“一个充满爱
心、和谐发展的大家庭，教师乐教善
教，学生乐学会学。”包金花这样解释。

包金花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撑
快乐学校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新教师
岗前培训、联片教研等“五大培训工
程”，不断促进教师业务素质提升。

学校专门为那顺老师独创的砂纸
画布展，并开设了学生兴趣小组，还印
制成校本课程。而学美术出身的金运
泽老师，因个人兴趣爱好，逐渐在学校
开设起射箭、布鲁、博克等蒙古族传统
体育项目社团，并成功举办了首届“校
园那达慕”，这是他从教20年来最有成
就感的时刻，“如果没有学校支持，我不
可能办起这些社团，更别说在这个小学
校园里办那达慕。”金运泽说。

为了让快乐教育的理念落地生
根，包金花带领团队探索构建“乐学

会学”的快乐课程体系：逐渐形成
“任务生成，组内交流，组间汇报，
反思梳理”四段式教学模式；坚持开
展全校性足球运动，开设十余门传承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特色校本课
程；建立快乐评价体系，设立六大目
标：人人争做乐学、乐善、乐活、乐
群、乐行、乐新的快乐少年。

“我们希望学生在义勒力特学校
能生动、活泼地成长，常常拥有一种
积极向上的情感体验。”包金花说。

连接一代代老百姓
“义勒力特中心小学要与一代又

一代义勒力特老百姓相连接。”在包
金花看来，一所好学校不仅要教育好
走进校园的每一名学生，还要影响每
一个家庭，直至影响一个地区的发
展。因此她将快乐教育的理念向家
庭、向社区延伸，把构建快乐家庭和
快乐社区纳入学校发展规划中。

在构建快乐家庭中，坚持开展传
统式家访，根据原生家庭、单亲家庭、
经济困难家庭等分类开展有针对性的
帮扶。为了让快乐教育的种子在更多
家庭生根发芽，学校开展了系列家校

共育活动：成立家长委员会，让家长参
与到日常学校管理和活动中；组织校
内外亲子活动成为常态，每周每个班
有两名家长陪孩子在学校待一天；每
学期的学生课外实践活动，也邀请家
长共同参与；针对家校共育薄弱环节，
学校还进村入户开展“家庭教育从传
承优良家风开始”系列讲学活动。

通过几年持续不断丰富家校共育
工作内涵，越来越多的家长愿意参与到
学校活动中。“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和孩
子一起读书、主动参与学校活动的家长
越来越多，至少有三分之一家长的教育
理念发生了改变。”包金花说。

在建设快乐社区中，学校与义勒
力特镇合作建立“快乐实践基地”，聘请
农场专家为村级名誉校长；在4个嘎查
村建立家长学校，长期开展家庭教育辅
导；开展不同主题的小手拉大手活动，
组织师生参加苏木那达慕大会，让学生
成为美丽乡村建设的生力军。

“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的家长，
现在让学生在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和
社区教育中成长，将来他们就会是智
慧的家长，那样义勒力特地区的明天
一定会更精彩。”包金花说。

“疯”校长包金花快乐育人
本报记者 郝文婷

“我的名字当中有个‘根’，我
想成为一棵树，而不是一只鸟飞来
飞去，所以 30 年一直在农村学校工
作。”9 月 5 日，在国新办举行的

“与教育改革发展同行”中外记者见
面会上，薛法根这样介绍自己。

今年暑假，穿过盛泽镇边的小
道，记者见到了 50 岁的薛法根,他
所在的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实
验小学，现有 4 个校区，已不再是
曾经的“弄堂小学”。

10 年，20 年，薛法根人生的两
个跨度都留在了盛泽镇的课堂。“每
个人的发展都有无限的潜能，教育
就是为孩子提供一个现实的可能
性，让智慧不断地生长出来。”薛法
根说，自己做了这么多年的乡镇教
师、校长，没离开过盛泽，这片土
地上生长的智慧不仅给了学生，也
给了自己。

“严”里当教师
弄堂小学走出特级教师

生命的轨迹往往不是自己做主
的。1998 年毕业分配时，就是这个

“弄堂小学”的校长姚荣荣，点名要
了薛法根。可他当时不想去，报到
的时候，学校都开学了，他3天没上
班。后来，还是父亲劝了他后才到
了学校。

因为开学工作会已开过，全校
就他一人没分到任务，全校只剩三

（1） 班的语文教师及班主任的岗位
空着。所以薛法根职业生涯的第一
个角色，就是青年语文教师兼班主
任。

回忆起这段时光，薛法根非常
怀念。他说，一个教师的成长，与
第一所学校有关联，当时的弄堂小
学，氛围很好，校长家离学校最
近，每天下班校长都催着教师回

家，可是教师都不走，特别敬业。
“我年轻坐不住，但是不好意思

走。坐啊坐啊，性子就耐住了。所
以说敬业是感染出来的。”薛法根在
职业生涯开端就是这么认真。后来
换了一任校长，叫钟金泉，把所有
与教学相关的事情全部放手给了

“青年才俊”薛法根。
有了这样好的氛围，薛法根成

长很快，但离“名师”总还少了些
什么。1994 年，他参加苏州市首届
小学语文、数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
班，遇到了江苏省首批特级教师庄
杏珍，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真的
是一位十分严厉的老太太。”薛法根
说，在语文教学上，庄老师让他真
正知道了什么叫“严以修身”。

在庄老师家，磨课磨一天是常
态，一些他本来不以为然的小细
节，老太太也不放过。“一篇课文，
她能为你解读两到三个小时，然后
再让你从别的角度解读几个小时。”

有一次，薛法根要上示范课。
上课前一天，庄老师对薛法根备课
中的一个小环节不满意，从当天晚
上改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多，薛法根
的教案才算过了关。像这样精准的

“外科手术”，让薛法根飞速成长。
这段从师的经历，被薛法根称之为

“刮骨疗伤”。
1998 年，他以“弄堂小学”走

出的江苏省最年轻的特级教师闻名
全国，当时他年仅 30 岁。“我首先
是一个教师，应该把自己教师分内
的事情做好，因为这是一辈子的
事，这是和我生命息息相关的事
业。”薛法根说，自己当了几十年教
师，就三条原则：起点要低，要求
要严，最重要的是坚持不懈。

“没有哪个教师不严能够教出好
学生。”在薛法根的班上，只要教 3
年，孩子的字要跟他一样好。作

业 ， 15 分 钟 写 100 个 字 ， 必 须 写
完。没写完，重新写，一直到 15 分
钟写完为止。“人的潜能，一定是在
习惯下养成的。你不严格，孩子会
养成做作业拖拉的习惯。”

对教师，薛法根也是相当严格
的。有的教师张口就提问题，一堂
课能问近 70 个问题，问的问题又毫
无价值。薛法根当场评课，直接就
批，批到哭，“一定要让他终生难
忘，真正触动他，让教师认识到问
题的严重性，脱胎换骨是很痛苦
的，不严格有些教师就是上不去”。

“什么叫严格？教育一定是有原
则的。比如，上课一定要真实，学
生要真学，在真实的学习与教学
中，可遇不可求的东西太多了。”薛
法根说。

“高”里拔团队
乡镇教育的一盏灯

在薛法根的影响下，这个乡镇
小学继薛法根之后又诞生了3名语文
特级教师、1 名美术特级教师。“我
们学校的特级教师都是自己培养
的，对于一个乡镇小学，我觉得还
可以。”薛法根提起自己的团队，自
豪感溢于言表。

对于教师的成长，薛法根一直
有这样一个观点，“教师跟中医一
样，一定要师徒相授”，很多东西只
有通过现场教，一点点地教。

“一个教师会不会上课、水平怎
么样，可能就在一点点细节里，而
这些细节和技巧只能通过现场的点
拨，点两点、点三点，慢慢地积
累。”薛法根说，“教育有很多技
巧，一个好的师傅，可以让徒弟少
走很多弯路。”因此，多年来，薛法
根一直坚持去听教师的课，也经常
让教师听他自己的课。

“薛法根关注每一个教师的成
长，总在关键时候点拨一下，拉一
把。”盛泽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副总校
长沈玉芬说，在学校，只要被他听
过3次课以上的教师，都会获得“加
速度”成长。

但名师的成长，除了上好课，
还得做教研。“薛校长对我们的要求
比较高，他提出 8 个字：心态积极、
马上行动。什么事都要立竿见影、
雷厉风行，趁早做，要做就做最好
的，标准和要求都比较高。”副校长
张觉说。

为 了 “ 拔 高 ” 教 师 的 研 究 能
力，薛法根还着实下了不少“呆功
夫”。“这个暑假，他还在盯着十多
个教师写专著。”周菊芳是程开甲小
学副校长，也是一名语文教师。她
告诉记者，薛校长不管走到哪里，
包里都会带着教师的课题。“现在校
区多了，有一阵子教师比较忙，薛
校长就自己跑到教师办公室去跟他
们聊论文，一个个过关。”

“每个教师都是有思想的，都有
可能成为名师。”这是薛法根对教师
的信心和认识。很多教师都说：“在
这个地方真的能够学到东西，包括上
一节课，感到比较迷茫的时候，很多
教师会来听课、评课、提出建议，有很
浓厚的专业成长氛围和土壤。”

这样的学校，也就自然而然地
成为教师“向往的地方”。这么多
年，他的核心团队、特级教师没有
一个跳槽的。薛法根自己有好多次
被外地学校高薪聘为校长、到市里
当领导、到大城市当教师的机会，
他都没有离开。

“在盛泽做教育教学实验，不是
我一个人在做，而是一群人在做。”他
解释说，“近几年一下评上了好几位
特级教师，就是因为学校已经处在了
竹子透出地面的阶段，没有这样一个

群体，哪有这么多好教师冒出来。”

“真”里做教育
站在儿童立场办学校

薛法根觉得，一个好的环境，
对教师来讲很重要，对孩子来讲也
很重要，是他们最美好的童年生
活。薛法根把学校的建设当作课程
来做，“一所学校就是一门课程”。

“学校一定要好玩。”程开甲小
学刚建的时候，薛法根就想好了，
要做一个人工草坪，让孩子们打
滚；要建开放式的展厅，让学生和
家长随时都看到学校的文化；还要
养一些多肉植物⋯⋯

盛泽镇镇南原来是工业区，薛
法根做了很多工作，一口气征下 50
亩地，做公园、竹林、迷你太湖、
农田，让那里变成最美的乡村学
校。“农村的孩子有幸福感，就会让
你觉得在这里是值得的，这就是校
长的责任。”薛法根说。

做了校长的薛法根，在“做”
教育。五六年前，盛泽实验小学是
江苏省青少年健康监测单位之一。
有一年，经过医院检测，发现孩子
们的肥胖率 26.3%、近视率 69%，龋
齿率也比较高，三个指标把薛法根惊
到了。他开始先解决健康问题，几年
后指标都下来了，他又开始关注心理
健康。这两年学校花了 30 多万元，
让每个教师都学习心理课程，学会与
孩子沟通。这两年，学校有 78 名教
师拿到心理健康教育上岗证。

孩子是简单而又复杂的，所以，
在薛法根的学校，很少教孩子们道
理。他觉得，重要的是要教会孩子们
待人真诚，“做真人”。这些年，他在
全校推行“伙伴德育”，还推行“探索
与发现课程”，让孩子们与真实的学
习环境互动、探索，求得真知。

薛法根曾经带过一个毕业班，
班上一个女生小靓被老师看作“老
大难”，语文成绩从来没及格过。但
他坚信每个智力正常的孩子都可以
及格。于是，薛法根在课堂上常常
不经意间走到她身边，或轻声耳
语，或提示要点，或拍一拍肩⋯⋯
放学后，他又常常陪着小靓读课
文。终于，在老师和同学们的惊讶
和赞许中，小靓真的“靓”起来
了，以语文 65 分的成绩成为合格的
小学毕业生。

“我的管理立场一定是站在儿童
的立场上，目前学校行政班子都是
业务型的！都是学科带头人。”薛法
根说，一个校长首先是一个好教
师，真正从教育规律去思考问题，
去设计学校的发展规划。

在薛法根的眼里，好的教育，
让人感受不到在受教育，“如果一个
人坐在这里，感受到有人在教育
他，这个绝对不是好的教育”。

这几年，薛法根想得最多的都
是这样的“小事”。“这两天，我让
教师在学校的地里撒了点菜籽，等
开学了有了小白菜，学生可以摘了
拿去食堂炒着吃。”薛法根说，“教
育就是个慢功夫。”

中国好校长

剪影

“我的名字当中有
个‘根’，我想成为一
棵树，而不是一只鸟飞
来飞去，所以 30 年一
直在农村学校工作。”

——薛法根

小档案：

薛法根，男，1968年
生，江苏省吴江区桃源人。
现任江苏省吴江区盛泽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长、程开
甲小学校长。1988年从教
以来，致力于小学语文组块
教学研究，成为苏派教学的
代表人物。先后获评为全国
模范教师、2007年度全国
小语年度人物、江苏省优秀
教育工作者、江苏省首届名
教师。

薛法根在图书室里看书。 陈宇豪 摄

薛法根:在乡村深扎教育之根
本报记者 孙其华 缪志聪 通讯员 任素梅 陈宇豪

在我的成长中，北京中学的夏青峰
校长对我影响深远，是我心中的一座青
峰。虽然我现在和青峰校长天各一方，
只能偶尔交流，或是在讲学活动中短暂
相逢，但总有一种心灵的默契与发自内
心的挂念和祝福。

我 与 青 峰 校 长 有 着 特 殊 的 “ 缘
分”：都研究小学数学教育；都是从安
徽庐江偏僻的农村走出去的；姓氏都一
样，有着割不断的家族情缘。我永远不
会忘记与青峰校长在一起的岁月，他的
教育思想和理念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
让我的教学观念产生了颠覆性改变，也
使我的教学行为发生了“蜕变”。

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青峰
校长第一次听我的数学课的情景：那是
在 2002 年 ， 我 执 教 的 是 “ 条 形 统 计
图”，课堂上让学生主动提问，根据统
计图解决实际问题。

课后交流时，他在肯定了我的成功
之处后，给了我许多的建议：这节课的
教学重点不在于教给学生画图方法，
让学生学会绘制统计图，而是要有学
习的需求，体验条形统计图的价值；
善于制造认知冲突，激活学生思维，
在比较中感受统计图中一个格子代表的
数量；要让学生经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的过程，发展学生的统计观念⋯⋯这些
课堂教学的理念就是在今天，也依然
超前。

熟悉青峰校长的人都知道，他是在
困苦生活中成长起来的名师。他卖过冰
棍，养过地鳖，干过拆迁，跑过业务，
当过服务生，正是这样的工作经历，让
他的教育人生变得更加富有传奇色彩。
他从安徽的乡村学校转战到江苏名校，
再调到京城工作，成为全国有影响力的
名师和名校长，可谓是“成长在安徽、
成名在江苏、成就在北京”。

他一路走来，不断追寻心中的教育
理想，他的成长史就是一本励志的教
材，值得每一位青年教师去品读。我就
是在青峰校长的激励和指导中成长起来
的。

青峰校长是一位有思想的教师，他
有着超前的教育理念和独特的教育思
维。作为全国小学数学赛课第一名得
主，他的数学课总是独具特色，能给人
耳目一新之感。听过他的“圆的周长”

“分数的意义”“小数的意义”“认识负
数”等一系列经典数学课，几乎他的每
一节课，都有对传统课堂的超越与突
破，都踏在指向小学数学改革新方向的
路途上。

他就是这样的改革者，践行着他的
“享受学校”教育思想。值得一提的
是，他的学校校名都不是请知名书法家
题写，而是由学校里一些学生代表共同
题字完成，这恰恰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
与灵魂外在的显现。

青峰校长是将学术和管理都力求做
到极致的人。如今的他，已经淡出了小
学数学教学的舞台，将更多的精力用在
学校管理中，他对未来学校的建设与探
索，必将引发对当前学校教育改革的一
番新的思考。如北京中学按照学习方式
走班，采用自修、研修、导修、讲修的
上课方式，引导学生开展综合主题的项
目研究，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
学生多次在国际重大比赛中获奖，实施

“教改项目负责制”，让教师在教育改革
实践中提升教育创新能力⋯⋯

青峰校长看上去不像一位校长，更
像一位学者型的老师，一个让你见了面
就愿意亲近的人，这源于他的人格魅
力。他是一位深受老师喜欢的校长，能
真正走进每一名老师的内心世界，将教
师的发展放在首位，为他们搭建更多成
长的平台，在他工作过的江阴华士教育
集团，就走出了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十
余位名师；他是一位心中永远装着学生
的校长，将学生放在学校的正中央，就
连与学生的合影，他也总是站在一群孩
子的最旁边；他是一位喜欢与师生沟通
和交流的校长，虚心听取每一名师生的
建议，让校园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他
每离开一所学校，师生都会流下动情的
泪水。

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从教之初，就
遇到了这样的一位教育“大师”，给了
我莫大的鞭策与鼓舞。记得第一次见
面，与青峰校长短暂的交流后，他就鼓
励我说：“永立，你的思想很超前，能
够把握课堂教学改革最前沿的动态。”

正是这样的欣赏，才让我找到了那
份自信。感念青峰校长为我那一篇篇教
育随笔写的意味深长的评语，它们引领
我走上教育写作之路；难忘在那一次次
的教科研沙龙会议上，他的精彩发言给
我的启发，以及我们观点碰撞时产生的
智慧火花。

青峰校长在不断追寻教育理想的同
时，在我心中也树起了一座青峰，让我
幸福地走在教育的路上，时时仰望头顶
的蓝天，用攀越的脚步丈量着新的高
度。
（作者单位:安徽省合肥市嘉和苑小学）

夏青峰：攀越不止
夏永立

乡村校长
内蒙古兴安盟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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