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齐林泉 编辑：齐林泉 特聘编辑：徐德飞 设计：聂磊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589 邮箱：xiaozhangcn@163.com

2018年11月7日 星期三

06校长周刊 人物·

对话名家·校长看世界①

多 米 尼 克·伦 道 夫（Dominic
Randolph）是 美 国 河 谷 乡 村 学 校

（Riverdale County School）的第6
任校长，自 2007 年起任职以来，他聚
焦于课程开发、跨学科研究和设计思
维，探讨认知和技术进步对学生学
习、品格发展与积极心理学的影响
等。在他的引领下，这所创办于
1907 年的学校，以“为终身学习者
赋能”和“改善世界”为育人目
标，取消了大学先修课程，并倡导
以建立人格优势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展开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学校
改进与创新，走在了美国教育改革
前列。在 Niche 网站 （利基网，美
国权威学校排名网站） 发布的 2019
年美国最佳私立 K-12 学校榜单中，
在全国排名第 16 位，在纽约市排名
第6位。近日，多米尼克·伦道夫前
来我国围绕中小学办学进行交流学
习和经验分享，本报记者就当前中
小学改革实践中的一些问题与其进
行了对话。

为连接教室与现实世
界付出更多努力

记者：随着知识的来源和学习
方式的变化，中小学教育转型的要
求越来越迫切。那么，今天的中小
学如何完成转型呢？

伦道夫：首先，我们需要深入
思考甚至质疑，学生当前的教育获
得与他们未来发展之间的联系。当
今社会日新月异，15 年或者 10 年
前，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大部分人
会终身从事一份职业，但是调查表
明，目前每个人平均一生会从事 14
种不同类型的工作。因此，伴随着
人均寿命的延长，学校教育必须教
会人们不断更新和发展自己。所
以，我们必须基于学生作为人类个
体的终身发展，扩展学业测评的内
容和方式。在教育测评决定教学内
容的背景下，带来教育系统的转型。

记 者 ： 贵 校 在 办 学 理 念 、 教
学、课堂、课程等方面采取了哪些
具体措施，来迎接转型呢？

伦道夫：我们主要进行了两个
方面的尝试。一是与宾夕法尼亚大
学的研究人员合作开展品格教育实
验室（Character Lab），研究如何养
成和测量学生的人格优势，如坚毅、
乐观和自控能力等——这些未必与
智商相关，但却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具
有重大意义。二是参与美国能力素养
成 绩 单 联 盟（Mastery Transcript
Consortium，MTC），该组织强调重
新思考“学校是如何评估学生并赋予
分数加以衡量，同时将其作为大学入
学的筛选机制和就读门槛”。我们参
与了前述两个组织的建立工作，目
前 已 有 约 200 所 美 国 学 校 加 入
MCT，共同思考如何改变传统学业
评价方式。我们以此作为改变整个
中小学办学的开端——这些探索不
能仅仅适用于一所学校，必须以教
育系统整体变革的实现为前提和保
障。

我们一直秉持“学校教育与实
践相结合”的理念。我们所做的事
情，并不局限于在课堂中将教学内
容与现实生活相联系，而是经常组

织和引导学生将教室中所学的知识
运用到真实世界中。对于教师而
言，这不仅仅要求他们具备脱离教
室情境的教学能力，还要能够在真
实的城市环境中教会学生金融、政
治和基础设施等相关知识。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师生开始热衷于这
种类型的教学方式。总之，我们往
来于教室与现实世界之间，为两者
的连接付出越来越多的努力。

激活学生所学知识并
将之应用于现实

记者：贵校是如何将“学校教
育与实践相结合”的理念，落实到
具体教学工作中的呢？

伦道夫：我们是以项目学习方
式展开的，并且每个学期有为期7天
的项目周 （project week）。如果
希望学生更具创新性和创业精神，
那么学校本身和教职工就必须更具
实验探索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学校
不再教化学、历史等学科知识，而
是需要更多地思考与改变教授的情
境和方式。如果有些尝试效果非常
好，那就可以把它纳为常规教学的
一部分。目前，我们正在进行 10 项
左右不同的实验，并会将效果较好
的实验分享给学校的教师。同时，
每年也会让他们去参加 6 至 7 种新课
实验，当他们再次回到教室时，已
经是不同类型的教师了。这类似于
公司的创新和研发部门进行新产
品、新业务的研发，并将其纳入学
校整体运作之中。

对于学业课程而言，如英语、
历史、物理等科目的教学内容，如
果完全适合传统的授课方式，就不
需要改变。我们并不排斥也并非一
定要颠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衡
量“变”与“不变”的核心标尺在
于，是否可以确保“学生理解他们
所学的内容，并能够以某种方式将
其应用到现实世界中”。有关学习的
研究表明：只有运用所学的知识，
才是真正掌握它；如果只是知道知
识却不会运用它，这种学习对学生

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必须以某种
方式，激活学生所学的知识，并应
用于现实世界之中，这就是学校教
育教学实践亟须变革之处。

目前，我们学校传统课堂教学
占 80%，实践课程或项目学习等占
20%。这与理想的比例状态恰好相
反 ， 即 80% 为 较 为 灵 活 的 教 学 ，
20%为传统教学。如果要进一步改
变整个学校办学系统，我们还需要
付出更多来激活学校教学。

记者：贵校在跨学科研究和教
学实践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呢？

伦道夫：学校给教师充分的自
由，让他们能够在给定的时间内为
学生创造对他们最有用、最有趣的
课程教学。学校尝试对非常相关的
课程建立跨学科连接，比如历史与
科学、历史与艺术等。这不仅仅意
味着，在学校教学中打破学科隔离
与界限，也包括让学生能够在同一
主题的学习过程中掌握不同的技
能。比如在七年级历史课程中，采
用模拟再现的授课形式，让学生不
仅理解历史，而且学会像政治家一
样进行人际沟通以及其他能力。相
较于“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课
堂教学模式，能够要求更多学生真
正参与政治辩论，从而增进他们对
政治的了解，锻炼自我表达能力。
我们也为高年级学生开设了生化
课，又将其与哲学结合在一起，学
生学习哲学知识并将其纳入到科学
中加以考察，深入思考哲学应该如
何应用于科学。

记者：在如此多样的课程体系
下，贵校怎么对教师的教学效果进
行评价呢？

伦道夫：我们拥有结构完善的
评估体系，即专门设立的课程评估
委员会以及包括年级主任和任课教
师在内的教师评估部门。前者致力
于确保学生在这些课程中完成的学
习任务与学校期望的学生学习标准
相符。后者需要向委员会证明，通
过该部门对课程持续不断地评估其
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标。实际上有
很多不同的人在不停地进行课程评

估。鉴于我们目前没有相应的国家
考试系统，学校的大学升学率依然
需要依靠自身品牌和信誉加以保
障，只要我们培养出大批优秀的学
生进入知名大学，这些高校也就愿
意接收我们学校更多的学生，这对
我们就是一种最好的评估。

事实上，全世界仍然普遍采用
测验和考试进行教育测评，这些考
试是糟糕的，内容片面而不健全。
这是整个世界的难题，但是这却尚
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广泛共识。可
喜的是，世界范围内，教育评估正
在慢慢发生改变，目前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PISA）开始将社会情感学习

（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纳入
原本只有数学和言语能力的测试内
容之中，芝加哥大学也正在放弃标准
化考试。这些做法已经开始推动变
革，但目前仍然只是开端，我们需
要真正的变革。

培养学生具备深入理
解和研究的能力

记者：贵校为什么取消了大学
先修课程 （AP） 呢？

伦道夫：一是由于AP有助于学
生进入大学，学校开设了 AP 课程，
便很少有学生会参加其他新开课
程，AP 会成为他们的唯一选择，这
在客观上导致学校无法实现真正的
变革。二是课程应该是有机的，并
且要根据学生需求不断发展和变
化。近年来，AP 变化不够大且不够
快，无法满足学生发展需求，我们
选择开发那些对学生发展更具敏锐
度的课程。三是学生可以鹦鹉学舌
一样地学会一些知识，但却不可能
由此实现真正的学会和理解。AP 中
的一些科目会要求学生快速浏览内
容，而不求真正掌握，这将诱导学
生在不明就里基础上进行机械记
忆。事实上，我们为学生提供了多
种类型不同层次的课程作为选择，
学生可以根据自身优势和兴趣，计
划更加个性化的课程安排。

记者：贵校是如何帮助学生进

入好的大学的？又是如何做好高中
与大学衔接的呢？

伦道夫：目前，美国学生要进
入好的大学必须学业成绩优异，同
时在某一个领域中拥有深入的理解
和研究。这将助推中小学做出改
变，为初中和高中阶段的学生提供
进行探索的自由，推动学生在其能
力范围内做更多的事情。如果能将
一些学生从考试的压力中解放出来，
他们所能做的事情是惊人的，并且会
比学校所要求的多得多。所以，学校
必须保障学生在完成学业任务以外，
有足够的用来做探索与研究的时
间。就像谷歌公司的工程师，可以有
20%的时间用来做自己的项目。学
校必须考虑如何评价学生额外的努
力和成绩，如何处理那些学校评价并
未纳入其中但具有潜在价值的学生
经历。比如一份对学生未来非常重
要的校外兼职实践，学校应如何对其
给予认定并呈现在成绩单上。

培养学生具备深入理解和研究
的能力，是高中与大学最好的衔接
点。理想情况下，大学与高中应该
共同合作。比如，我们的学生曾与
大学的研究团队一起在阿拉斯加进
行项目工作。高中教师应该与大学
教授一起完成项目并让学生参与进
来。同时，校长需要把高中和大学
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轨迹，从整体的
角度来思考和设计课程。

以身示范希望学生具
备的品质和能力

记者：您认为作为一名校长，
应该具备哪些方面的领导力？

伦道夫：校长应该明确，学校
期望学生在这个世界上如何思考和
行动，并以身作则，向学生示范希
望学生具备的品质和能力。如果学
校希望学生具有创新精神、创业精
神和良好的批判性思考能力，校长
就需要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尝试创
造性地思考。不幸的是，许多学校
领导者实际上是在示范 20 年前的言
谈举止，更不用说 20 年后。虽然我
们无法确切地预测 20 年后的世界，
但我们应该尝试站在未来思考。

记者：您认为一名校长是否一
定要有成为教育家的追求？

伦道夫：不一定。我从自己参
与过的那些与教育无关的会议中收
获了很多，学校应该与非教育领域
有更多的互动。虽然教育者需要具
备关于教学以及与学生相处的知识
和经验，但是学校应该更加开放，
更具有包容性，接受更多具有不同
经历和背景的人进入并与学生一起
学习。不应仅仅就教育谈教育，需
要接受更多不同的影响，了解一些
非常不同的东西，这对于寻找改变
学校的方法是非常有益的。

记者：贵校办学成功的秘诀是
什么？

伦道夫：我并不认为有那么成
功，但有两件事情可以借鉴：一是
尝试把最好的教师和学生带进学
校；二是勇于尝试做那些好的事情
用以超越世界上其他学校，致力于
呼唤和帮助更多人思考如何改善学
校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方式。

学校必须教会人们不断更新发展
——对话美国河谷乡村学校校长多米尼克·伦道夫

本报记者 齐林泉 实习生 李鑫

在今年评选出的福建省第五届杰
出人民教师中，有一名身份为印尼侨
眷的退休返聘乡村小学校长，他响应

“支援山区教育”的号召，毅然扎根贫
困县政和农村教育教学一线44年，多
次放弃出国继承优越家业的机会；创
办西津畲族寄宿制学校至今，收留照
顾了 1000 多名农村留守儿童和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悉心照顾他们的学习
和生活，被称为“保姆校长”。他就是
政和县石屯镇西津畲族小学（以下简
称“西津小学”）校长庄桂淦。

“为了我们的孩子到处求人捐钱”

1989 年 9 月，庄桂淦就开始担
任西津小学校长。那时，学校仅有一
座破旧的教学楼，墙壁断裂，课桌椅
也破损严重。学校建在半山腰，仅有的
一条通往公路的小土坡路坑坑洼洼。
学校里没有自来水和水井，只能在山坳
里接洞里渗出的泉水。校园里几乎全
是泥巴地。无疑，改善办学条件成了头

等大事。庄桂淦是福清人，而福清是著
名侨乡，华侨们一直葆有捐资办学的优
良传统。他立马行动起来，也号召全校
教师加入募捐行动。“其实大家都明白，
一个外地人尚且为了我们的孩子到处
求人捐钱，我们本地老师又有什么理由
不努力呢？”时任西津小学教务处主任
陈茂芳说。

庄桂淦一心只为教育的赤诚之心
打动了无数人。多年来，通过教育拨款
和募捐，西津小学共筹集资金400多万
元。如今，师生们可以安心地在宽敞、
明亮的校舍里生活、上课，水井打好了，
宽阔的水泥操场、干净又牢固的厕所建
成了，通往公路的坡面也铺成了一条缓
缓延伸的水泥路⋯⋯西津小学的办学
条件得到根本改观，学校因此获得“省
百所农村示范校”的殊荣。

“孩子们就是我们的全部财富”

老人多、小孩多、单亲家庭多、留守
儿童多，是任职校长以来挨家挨户到学

生家进行家访后，庄桂淦留下的最深刻
印象。这些孩子无人监管、无人接送，
甚至面临失学的困境，成了他的心病。
2004年，在上级部门的支持下，庄桂淦
如愿将西津小学改建成寄宿制学校，留
守儿童从此有了温暖的“家”。

缺少人手，庄桂淦就把已退休的
妻子梁纯爱拉来当“专业保姆”；宿
舍不够，他和妻子腾出自己的小房
间，和孩子们挤在一起睡。每天清
晨，庄桂淦和妻子就开始忙碌，叫学
生起床、洗漱、晨读，准备三顿饭，
辅导功课。晚自习后，夫妇二人不但
要安顿好他们休息，还要搂着需要特
殊照料的孩子入睡。庄桂淦最担心的
是孩子生病。送孩子深夜就诊的事有
过多少次，他已记不清了。

因为经费紧张，多年来，庄桂淦
既当保姆，又当维修工、清洁工，方方
面面都亲自动手，从不舍得花一分钱请
人帮忙。这些留守儿童中有的残疾，有
的父母离异，每个月只交少量基本生活

费。有些贫困家庭，连生活费也无法支
付，但是庄桂淦还是毫不犹豫地留下这
些孩子。“每个月，我领取的退休金加上
庄桂淦的薪水，全都贴进去了！”梁纯爱
说，“我们没有积蓄，没有家产，孩子们
就是我们的全部财富！”

“离开学校我放心不下孩子们”

2017 年 ， 庄 桂 淦 到 了 退 休 年
龄。然而，他却跟老伴说：“我们现
在就离开学校，找不到特别合适的接
班人，我放心不下孩子们。”庄桂淦
的话打动了老伴和女儿，也打动了县
教育局，他被返聘为西津小学校长。
人们不禁问，是什么让他无怨无悔地
将一生献给乡村教育呢？

1974 年，庄桂淦来政和县插队。
很多人吃不饱、穿不暖的状况令他吃
惊。庄桂淦认为，靠山吃山的政和人
只有把教育搞好，才能有更加光明的
未来。于是他毅然做了一名教师。
1982 年，一封发自印尼的电报让他站

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父母要求他立
即到印尼定居，帮忙打理生意。接到电
报，庄桂淦心潮澎湃，自小他就与父母生
活在不同国度，与家人团聚，是他多年的
梦想，而这一次，梦想触手可及。生产队
长来了，学生家长来了，学生们蜂拥而
至，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也纷纷前来挽
留。出国，意味着与家人团聚，意味着可
以过上物质丰足的生活，但要弃教从
商。留下，才可能继续实践最初的理
想。最终，他守住了初心。

2005 年毕业于西津小学、现任职
于南平市公路局政和分局的陈聪说：

“庄老师的执着坚守和无私奉献，让我
们更加懂得什么是责任。”1998年毕业
的李招敏现于新加坡从事贸易。三年级
时，他曾因家庭原因濒临辍学，是庄桂
淦夫妇的关爱和帮助，使他重回校园。
如今，像他们这样一大批长大成才的学
生，多年来一直捐资助学。在政和县，
关爱留守儿童、尊师重教的风气越发浓
郁。

庄桂淦：乡村“保姆校长”
李武 范世旺 叶双全 本报记者 龙超凡

乡村校长

30 年前，唐敦峰是我的中学老
师。20 年前，我毕业到乡镇中学工
作，他是我的校长。而今，我在县实验
中学任教，他仍是我的校长。

唐校长身材精瘦，行动敏捷，满头
乌发。走得快，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
20年前，我是个“小年轻”，都要一阵
小跑才能跟上他。20年后，唐校长已
近耳顺之年，“小年轻”们依旧小跑才
能跟上他。无论寒暑，每天他都会早早
来到学校，对每一间教室巡视一番，
3000多人的学校，60多间教室，分散
在5栋楼中，年轻人走完一圈都不容
易。老师们上课都要一阵小跑，都怕铃
声响后，唐校长会先一步进教室。他走
一圈，可不是简单地蹓跶一次，而是边
走边看，边看边记，校园中有哪些问
题，教室里有哪些需要改变，他都尽收
眼底，记在心里。看到问题，他便马上
催促整改，弄得相关领导往往心里发
慌，怕没有及时整改，他下一圈又会看
到。

他开会很快。当老师这些年，最烦
的就是各种会，很多领导往往啰唆不
停，既无趣又无聊。但唐校长开会绝不
会这样，每次发言最多十分钟就说完。
会前他会先做好准备，发言时条分缕
析，纲举目张，先说大点再细讲小点，
大点小点句句清楚，解释也具体详尽。
工作重点明确，完成时间一目了然。每
一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围绕主题的相
关背景材料也很明确。一年下来，看看
自己的会议笔记，就能明白学校今年的
具体工作；而会后每个人都明白自己的
工作，完成起来也格外简单。其他领导
看到校长如此简明，一来二去，也都自
觉精言简语。

他回复问题也很快。作为一名普通
教师，我偶尔一两次的请示都是为了学
生或班级。知道他的习惯，我总是说问
题重点，三言两语说完，不绕弯直接了
当。他的回复也直奔主题，回答清楚简
明，不能给予准确答复的，他一般也会
指明方向，推荐重点办事人员，不至于
让人摸不着头脑。有时不好意思到校长
办公室里请示，故意在路上请示，他的
回答更简明，往往你还在回味他的话
语，他早已走到另一栋楼巡视去了。这
倒不是说他不关心老师，一旦老师们因
为私事来求助，往往会在办公室里详细
询问，如果他能帮上忙，马上电话就打
了过去，少了老师到处找人求人的麻
烦。

树大招风，校大多诉，这个时代很
多家长都会通过不同渠道，投诉老师，
投诉学校。无论是从哪种渠道的投诉，
唐校长都非常重视，责成相关人员在当
天给予回复，有错必究，违纪必查。最
初，我们都对这样的做法不理解，认为
你越回复投诉就越多，不用理会自然就
没有了。出乎意料，时间一长，投诉不
但没有增多，反而越来越少。

他学习新教育理念特别快。20年
前，在乡镇中学任校长，他就提出了向
课堂要效率，取消了早晚自习。当年苦
读勤学的观念深入人心，从领导到家长
都一致反对。但唐校长顶着压力，坚持
三年，结果中考成绩不仅不降反而提高
了，而且本校毕业生连续两年都有考取
清华大学的，改写了乡镇中学的历史。

后来，他参与创办实验中学，历经
多年辛苦，实验中学成了县教育系统的
窗口学校，不仅仅学业成绩在全县一马
当先，在教育改革方面更成了全县学校
的排头兵。为探索最佳教学模式，他带
领全体教师参观名校，结合本校实际，
形 成 以 小 组 合 作 学 习 为 基 础 的

“1331”班级教学管理模式，获得了县
市两级教育部门的高度赞誉。从“高效
课堂”到“翻转课堂”，这些前沿教学
探索，都是在他的推动下才在学校进行
实践和研究的。当然，他很爱读书，常
常推荐老师们读教育前沿书籍。学校的
老师们在外讲课讲学，选题都是最前沿
的，在得到一致好评时，每个人都由衷
感谢唐校长在教育理念上的与日俱新。

唐校长的“快”，并不是他性子急
脾气大，反而在管理上他一直强调柔性
管理。师生们的一些坏习惯，他看到了
从不直接斥责，而是深挖问题产生的原
因，从解决问题着手让师生慢慢改变。
尊重每一个人，是他的习惯。近两年，
由于推行县域教育均衡，城区几所学校
合并为新实验中学，管理难度成倍增
加，唐校长的工作负担也增大了，但他
从未因此而责怪任何人，而是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带动所有教师融入新的团
队，成为学校的主人。

“口拟说诗心已解，世间快马不须
鞭”。“快”校长在前，又哪有慢下来的
脚步？

（作者单位：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
实验中学）

“快”校长
陈涛

剪影

在 全 国 教 育 大 会
上，习近平强调，我们
要抓住机遇、超前布
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
位、更宽广的国际视
野、更深邃的战略眼
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
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
计。为此，我刊“对话
名家”栏目推出“校长
看世界”系列，立足中
小学教育发展前沿，以
国际视野观照当前学校
教育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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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