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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校长

叶丽琳：发现之旅的引领者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黎鉴远

剪影

张星：
追求教育的极致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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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数只是起跑线
的表象之一，激发提升
孩子的学习力、沟通
力、判断力、共情力
等，才是真正的起跑
线。
”
——叶丽琳

小档案：
叶丽琳，中学正高
级教师，广东广雅中学
党委书记、校长，广东
省第十三届人大代表，
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
会副会长，教育部“国
培”计划专家组成员，
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研究院客座教授，华南
师范大学“4+2”模式
教师教育兼职硕士研究
生导师，广州市基础教
育系统首批教育专家。
叶丽琳（右三
右三）
）在冠冕礼上与学生合影
在冠冕礼上与学生合影。
。

“化学的灵魂，就是变化。奇妙
的化学世界，激发我不断探知、求
证的兴趣。”广东广雅中学 2016 届
学生王子凡，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后，在学业上完成了蜕变。他以共
同第一作者身份，在英国皇家化学
学会期刊上发表论文，论文影响因
子甚至超过博士生学术论文。
王子凡的成长蜕变，开始于叶
丽琳的“发现”之旅。作为广雅中
学 130 年来的首任女校长，叶丽琳
在广雅中学厚重的文化底蕴注入了
一股澎湃的创新力量。近年来，她
用“发现”的教育主张，创设丰富
多元的成长平台，让发现成为习
惯，让发展成为必然，实现学生、
教师和学校的和谐发展。她坚信，
“发现，让教育更和谐”
。

邵毅斌

摄

线到底是什么？”叶丽琳用发现的眼
命个体的角度，创设条件激发唤醒
徨。在叶丽琳引导下，他发现了自
光，探寻起跑线背后的本质，“分数
师生主动性，让师生发现最好的自
己作为学者型教师的禀赋优势，慢
只是起跑线的表象之一，激发提升
己。
慢学会了在课堂上如何有效降低理
孩子的学习力、沟通力、判断力、
论的难度，适度提升思维的深度。
让教师成为
共情力等，才是真正的起跑线。”她
如今，刘炳瑞的课堂得到了同事和
认为，在未来社会的“无人区”
学生们的高度认可和赞赏。
发现的“领舞者”
中，创新性思维、批判性思考等素
“我们帮助教师认识和发现自我
养才能为学生提供强大的“荒野生
“发现”教育并不仅仅是针对学
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同时培育发
存”能力，助力学生走上制高点。 生而言，教师亦是如此。广雅中学
现素养。”如何让教师先于学生成为
在发现中因材施教，能助力这些核
教师彭韶冲从实验室教辅人员变身 “发现者”，叶丽琳颇有心得，“教师
心素养“生根开花”
。
成为校本课程教师登上讲台，就是
要先发现自己的‘闪光点’，将特长
和谐教育是广雅中学的办学理
一个典型的例子。
开发成课程，汇聚成引领学生前行
念，这启迪着历届校长思考如何让
“学校鼓励并支持教辅人员结合
的一束光。
”
教育更和谐。叶丽琳对此有着自己
专业所长为学生开设校本选修课
为了更好地引领示范，叶丽琳
的理解，“实现和谐教育境界的根本
程，这为我们发现自己的特长提供
亲自带头开发设计课程。2015 年，
途径在于发现”。
了平台。”在观鸟课程的授课过程
她率先在全校范围内开设了一门跨
“让师生正确认识自己，悦纳自
中，彭韶冲发现了自己的绘画潜
学科、跨领域的融合课程——“伟
己，发现最好的自己。”长期的观察
能，于是他利用闲暇时间开始尝试
大的大航海时代”，带领学生从多元
和思考让叶丽琳深刻意识到，只有
画鸟类图鉴。他的作品很快通过网
维度探索大航海时代的物种大交换
“发现”才能
发现教师的潜能，教学才能百花齐
络被 《中国国家地理》 图书部的翁
和文明大冲击。
放；只有发现学生的禀赋，学生才
哲发现，并受其邀请加入了
《中国
“融合课程为我的教学提供了一
更好地因材施教
有无限发展的可能。
野生鸟类》 系列图书的手绘鸟类图
种新的视野和思路，让我开始尝试
在广雅中学，一间由学生自主
在给家长作讲座时，叶丽琳曾
鉴工作。这是一套首次完全由中国
以主题研讨的形式，打通学科界
经营、自负盈亏的咖啡屋，成为学
提到，教育就是让孩子发现最好的
人自己手绘的全中国鸟类论著，在
限，进而培养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
生黄文双施展才能的舞台。在这
自己。教育者的作用不是为学生
中国鸟类学图书出版中具有划时代
和综合素质。”广雅中学生物科教师
儿，她发现更自信的自己。
“筑高楼”，而是扮演“营养师”，为
的意义。
苏科庚在参与叶丽琳的融合课程开
“近年来，一些学校固守‘分，
孩子成长提供适合的沃土和养分。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
发过程中获益匪浅，他把自己所学
分，学生的命根’，片面追求升学
教育要家校努力，共同营造环境，
更远。”在叶丽琳眼中，“发现”教
的生物知识和历史、政治等学科知
率，教育模式和授课方式单一，忽
引导孩子发掘天赋并以独有的方式
育是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根本落
识进行融合，承担了“茶贸易与茶
略学生兴趣培养和思维发展。”让叶
呈现出来。
脚点是为了学生。但首先要让教师
战争”课程的教学。
丽琳担忧的是，为了让学生在竞争
发现，正是广雅中学站在新的
成 为 发 现 的 “ 受 益 者 ”“ 践 行 者 ”
叶丽琳欣喜地发现，教师们紧
中更胜一筹，教师们不愿等，不断
历史时期，基于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同行者”，这样才能共同画好“发
扣发现教育内涵，“八仙过海，各显
扩展教学内容、加快教学节奏；为
以及对当下教育和未来发展的思考
现”教育同心圆。
神通”，创造性地开发、实施博雅特
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
所提出的教育主张和实践探索。
广雅中学语文科教师刘炳瑞毕
色课程达 500 多门，为思维而教，
不愿等，各种兴趣班、补习班填满
“‘发现’是‘发展’的前提，‘发
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大学所学并非
为未来而教。教师们逐步成长为课
了孩子课余时间。
展’是‘发现’的升华。”在叶丽琳
师范专业。刚工作的前两年，刘炳
程研发和实施的驾驭者，成为“发
“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条
的推动下，该校站在每一个不同生
瑞在教学上跌跌撞撞，一度迷惘彷
现”教育的“领舞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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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平台助学生
成就“最好的自己”

广雅中学学生黎楚涵是一名观
鸟爱好者，在彭韶冲的辅导下，他
的观鸟技能与理论知识“水涨船
高”。这激发了他的潜能，释放了他
的创造力。2017 年，他参加广佛肇
中小学生观鸟实践与理论知识邀请
赛，获得了一等奖。
“老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
点，还要让它‘星火燎原’。”叶丽
琳认为，教师除了“传道、授业、
解惑”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的发
现、发掘和发展。
由于喜欢美术教师林智伟的教
学风格，黄文双选择了林智伟开设
的篆刻课程。“篆刻创作过程具有
趣味性、实践性、创造性，让我变
得更加心灵手巧。”现在篆刻成了
黄文双放松心情、陶冶情操的爱
好。
“多元课程是学生发展的黄金跑
道，当他们发现自己的优势时，犹
如上了高速公路。”在叶丽琳推动
下，广雅中学为学生提供了“私人
定制”式的课程套餐。而她率先在
全市高中学校推行实施的分层教
学、选课走班的管理模式，更是让
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阳光大道”
和“专属跑道”
。
今年 5 月，广雅中学在学校体
育馆举办了第二届高中生模拟人才
招聘会，80 多家企事业单位派出人
力资源部门的面试官，为千余名高二
学生进行了模拟面试，为学生的生涯
规划“把脉开方”。通过模拟招聘会
这座桥梁，广雅中学的学生有了更多
与企业交流对话的机会，也让学生对
自己未来的职业走向和生涯规划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
为让发现成为习惯，让发展成
为必然，广雅中学还为学生提供了
多种展示平台和多维发展指导。例
如，该校率先在全省成立了学生发
展指导中心，为学生创设“躬耕
园”、创客中心、电视台、咖啡屋等
各种体验平台。
“学校给我提供了一间专门的化
学探究室，我在这里发现了最好的
自己。”借助于学校的创新实验探究
室，广雅中学学生潘俊琨迈进了科
学研究和探索的“伊甸园”，乐在其
中。毕业时，由于各方面表现出
色，他收到多份世界排名前 30 的国
外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能发现自己的学生是幸福的，
因为他前面有一座光明的灯塔引领
他披荆斩棘；能发现自己的老师是幸
福的，他在教书育人岗位上开拓创
新，成就学生也成就自己，成就自己
也成就学校。”在新的起点，师生成长
的个案，让叶丽琳更坚定了“发现”教
育主张，她带领师生再一次踏上精彩
的
“发现”之旅。

本报记者 孙军

“用绣花的功夫，认真、专业、精致
地去做好每一件事情。”这是山东省青岛
市崂山区实验小学校长张星最为推崇的
“工匠精神”。在师生眼中，他自己就是
“工匠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将育人这件
事做到极致，是校长张星的工匠精神。

教育是生命直面生命
“教育应该是生命直面生命的事业，
教育过程要凸显生命关怀，要关注教育过
程中的多元生存状态和内在体验，关注个
性差异，实现人的主动愉悦多元发展。”
这是张星的教育感言。多年来，他一直这
样说，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作为青岛市名校长工作室和青岛市劳
模创新工作室主持人，他时常更新自己的
教育理念，探索新的育人模式。与其他校
长一样，他一直以建设一所让社会满意、
家长向往、学生喜欢、教师自豪的学校为
奋斗目标。但传统的重分数的教育理念，
显然已经不合时宜。
为 了 实 现 育 人 目 标 ， 自 2007 开 始 ，
张星先后与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华东师范
大学“生命·实践”教育学研究院合作开
展学校变革研究。“和美教育”应运而
生。他将教育专家的指导与学校实践相结
合，探索出基于学校本位的和美养德、和
美教学法、和美课程体系及和美学校管理
四大领域的切实可行的实施策略，形成了
素质教育的个性化实践模式，推进了学校
的系统转型。
在他看来，培养身心和谐发展的时代
美少年，是学校责无旁贷的使命。

和美课程让学生做主
在张星的带领下，崂山区实验小学的
教师团队将教书育人做到了极致。学校构
建了“养德”“启智”“健体”“怡情”和
“乐行”五大系列的学校和美课程体系。
和美课程体系根据课程关联度和内容特
点，实施跨课程级别整合、跨学科整合、
学科内整合和课程时间整合，实施单元类
结构教学，凸显学科育人价值，逐步探索
出国家课程校本化的实践路径。
校本课程以学生为本，课程内容由学
生做主。根据学生需求，学校将校本课程
的开设分为必修类和选修类两类。必修类
校本课程包括轮滑、围棋、头脑奥赛等课
程，
在不同年级开设，
让处于不同年龄段的
学生获得不同的成长体验。选修类校本课
程包括民乐、足球等社团类课程和多元课
程超市。社团类课程有固定训练时间，多
元
“课程超市”
则集中安排在每周三下午。
学校还结合小学生年龄特点，建立了
“和美养德”目标体系，制定了不同学段
的养成标准，将和美养德课程资源确定为
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确定每一类课程的
实施要求。
在这一课程体系下，学校主题活动与
四季相结合，形成“春生、夏长、秋收、
冬藏”四大主题，体现“生活化、活动
型、探究式”的理念，丰富了学生的校园
生活，增强了育人功效。

课堂评价要多几把尺子

乡村校长

王国庆:稻花香里话“耕读”
本报记者 赵准胜

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矗立在
嘎什根乡学校的校园里，使得这所农
村学校与城市学校更像了一些。但在
校长王国庆看来，农村校骨子里与城
市校还是要有所不同的。
“我们不能盲目地追随城市教
育，即使在倡导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
今天，农村学校也应该有自己独有的
气质！”站在教学楼东侧五楼会议室
的窗前，王国庆说，“你看，学校周
围都是稻田，无边无际。我们的学校
就在稻田当中，我们的学生随时随地
都在感受农耕文化，我想，这就是我
提出‘耕读教育’的主要缘由。”

为何还在“耕”上下功夫
嘎 什 根 乡 学 校 始 建 于 1958 年 ，
顾名思义，是一所典型的农村校。
它所在的嘎什根乡位于吉林、内
蒙古、黑龙江三省（区）交界处，
距吉林
省镇赉县 79 公里。
“ 嘎什根”是蒙古
语，意为“只有一户人家”。清光绪年
间，
有一户人家来此开荒种地，
逐渐形
成屯落，
“嘎什根”
由此得名。
在来嘎什根乡之前，王国庆已在
农村学校工作多年。1997 年，中师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坦途镇双山村小

学工作。后来，他又先后在两所农村
无所知，那又如何激发他们对家乡的
收的甘苦。
“第二届农村教育发展优秀案例推选
薄弱校担任校长。在他的带领下，两
热爱之情呢？”
校园东南角有一处天然的芦苇
活动”中，嘎什根乡学校荣获一等
所农村校都走出了困境，学生的成绩
荡，在保留原貌的情况下，学校在其
奖。更重要的是，“耕读教育”已经
花鸟虫鱼来伴读
提高了，流失的学生少了，新入学的
旁边辟出一个小而美的荷塘，与芦苇
深入全校教师和家长的心中。2017
学生大幅增加，教师都有了精气神。
以“耕读修身、润德启慧”为校
荡相映成趣。孩子们观芦苇、赏荷
年，嘎什根乡学校的中考成绩优秀率
两年前，当王国庆出任嘎什根乡
训，王国庆深入推进校园“耕读文
花，看水鸟纷飞，听蛙声阵阵。到了
全县第一，学校武术队登上地区春晚
学校校长时，学校已经完成标准化建
化”和课程改革。他身先士卒，全身
冬天冰封的时候，这里又成了绝佳的
的舞台，学校的“耕读园”引来教育
设。他心想，学校硬件建设已经在政
心投入到学校的文化建设中。
冰雪活动基地。于是学校申请了冰雪
同仁参观学习。
府帮助下完善，而接下来的内涵式发
在他的带领下，爱好琴棋书画的
项目特色校，将滑冰项目正式纳入校
嘎什根乡学校的学生也更爱学
展就得靠学校自己。
副校长李治城为“耕读园”题诗作
本课程。整个冬天，学校都有专业的
校，更爱学习了。“时间过得真快，
在乡下长大的王国庆对农村有着
画；美术教师把学校收集来的 200 多
教练指导，孩子们随时到这里滑冰， 初中马上就要毕业了，我喜欢这个校
很深的感情，他一直梦想办一所具有
个废旧汽车轮胎设计成各种形状、色
享受回归自然的快乐！
园 ， 喜 欢 在 这 里 学 习 ！” 初 三 （1）
农村气质的现代学校。因此，刚到嘎
彩各异的“花盆”
“花篮”
；班主任带
班学生肖阳感慨。
教育回归一派天然
什根乡学校，他便开始悉心描绘“耕
着学生们动手种植花草，把“花盆”
“耕读教育”理念，已经渗透到
读教育”蓝图——“春见百花齐放， “花篮”安置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走进嘎什根乡学校，没有高楼环
镇赉县嘎什根乡学校的环境、课
夏闻蛙蛐鸣叫，秋观鱼儿稻浪，冬赏
学生们争当“护花使者”
。
围的逼仄，没有亭台假山的修饰，而
堂、课程、德育、制度中。在逐步
千里冰霜，应时耕耘田园，四季沐浴
教学楼东北角的“农具园”，有
是葡萄爬满架，蒲草挂长廊，一派天
打造学校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
书香”
，而且马上付诸行动。
一处墙体上专门展示着各种农耕老物
然景象。茅草屋风格的凉亭，名曰
为文化、精神文化的同时，王国庆
然而，刚提出“耕读教育”时， 件，镐、钉耙、锄头等，应有尽有， “勤耕尚读亭”
，两边立柱上分别刻着
所倡导的“耕读教育”正潜移默化
别说家长，教师都不能理解他：学生
围墙上绘着一幅幅反映四季劳动的农
“耕躬田园晓桑麻”“读写圣贤知春
地浸润着学生的心灵。
都是农家子弟，家长和学生求学的目
耕图：一位老汉正扶犁拓荒，一头黄
秋”，横批就是“勤耕尚读”。这个
镇赉县教育局局长毛贵臣对此评
的就是走出农村，为何还在“耕”上
牛正低首奋力拉犁，还有现代农机插
“农家院”还处处溢着书香气，成为
价 道 ：“ 嘎 什 根 乡 学 校 的 ‘ 耕 读 教
下功夫，岂不是耽误了学生的成绩？
秧和收割的景象。
校园里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育’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又
王国庆说服了他们：“农村校园
校园西南侧的“百花园”里，每个
在王国庆和学校师生的共同营造
是对耕读精神和耕读文化在数字时代
里应该有乡土生活的气息，而且北方
班级都有一块长方形的菜畦。每个班
下，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三年时
的延展，既是对当地地域文化的挖掘
一直有农耕文化，传统的农具已渐行
级的学生都各尽所能，经营着“自留
间，嘎什根乡学校的“耕读教育”实
提炼与提升，又是身处田园对教育即
渐远，如果农村学校的孩子都对此一
地”
，
每一名学生都在这里体验春种秋
践便受到有关专家的关注和好评。在
生活的生动体现。”

张星认为，真正的“和美课堂”，应
是能将教与学的功能都发挥到极致。他带
领学校领导班子团队探索出课堂教学基本
范式和和美课堂标准，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
质疑思考、合作探究，实现课堂教学的“三
效”
——效果美、
效率高、
效益强。
心里一直装着学生的他，为了鼓励学
生发展，主张“多几把尺子，同一把尺子多
几次测量，
自选几把尺子”
的评价策略。这
种策略给了学生更多的信心，学生既可以
自我推荐个人最擅长的自我发展项目，又
可以在一次诊断不理想的情况下申请二次
诊断，
学习的积极性得到进一步提升。
通过教育发展兴趣，让学生走得更
远，是张星一直坚持做的事情。
参与教研的时候，张星经常提醒身边
的同事反思：“你的教学设计有没有体现
学生立场？你的课堂有没有关注到每一个
学生？”对于学生的未来发展，他的话语
很朴素，但却蕴含着无限的期望:“首先
要帮助学生在学校找到学习兴趣，然后，
帮助学生挖掘自己的潜能，进而让学生的
兴趣特长得到更好的发挥。
”
在崂山区实验小学的校园里曾流行着
一段学生自己的“一字真言”:写一手漂
亮的汉字、学一种好的学习方法、会一种
适合自己的运动项目、懂一门适合自己的
乐器。如今，这“一字真言”已逐渐成为
每一名学生的“标配”。
今年 6 月，崂山区实验小学“和美怡
情”师生书画作品展在青岛市荣宝斋美术
馆举行。本次画展共展出学生作品 130 余
件，涵盖水彩画、国画、油画、书法、水
粉画、儿童画等众多门类。小学生的书画
作品能走进如此高规格的美术馆展出，在
青岛市引起了不小轰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