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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校长周刊 茶坊·

开学前两天，学校杨主任把一
封“辞干信”从门缝里塞进了我的
办公室。而随着这封信的打开，我
逐渐意识到，管理面对的不是“抽
象的人”，而是每一个“具体的
人”，更应因人而异。

“我对语文学科爱不起来”

我并没有料到，杨主任会“辞
干”，因为她在现在的岗位上表现
得很优秀。

杨主任现在是我所在学校的课
程研发中心主任。两年多来，学校
的课程开发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仅杨主任一人就开发了 20 多门社
团课程。每一门课程的实施纲要、
管理细则、课程评价等，杨主任都
做得井然有序，实在是一个善于弹
奏“课程变奏曲”的高手。在她的
负责下，学校“与世界一起奔跑”
的理念落了地。

但她在信中诉说的理由，着实
将了我一军。

在信中，杨主任写道 ：“校
长，我本是一名初中英语教师，调
入新建的恒大小学以后，我服从工
作需要，改教了语文学科。两年
了，我始终对语文学科爱不起来，
每一天都在为语文备课而筋疲力
尽，找不到任何的成就感。强烈的
恐慌感让我整日处在焦虑之中，夜
不能寐，痛苦无比。”

“今年学校新增了班级，我心中
窃喜，原本以为可以改教我心爱的英
语学科。可是，学校安排新来的小青
老师教英语，让我再坚守一年，我崩
溃了。”

“校长，我实在没办法将语文学
科和课程管理平衡好，所以，只能辞
掉中层干部这一职务⋯⋯”

“辞干信”在学校领导班子中传
开了。

副校长找到杨主任，谈不通。我
找杨主任聊，感受得到她对课程管理
的难舍，但是她没有松口。

班子成员开会讨论这件事，副校
长们说，那就尊重杨主任的想法，另
外找中层干部把课程这一块捡起来。

我没发表意见，而是在琢磨：为
什么让新调入的小青老师教英语，而
让杨主任继续坚守教语文呢？如果让
杨主任教英语，那就得让新来的小青
老师改教一年级语文。小青老师是一
名非常优秀的小学英语学科教师，曾
经在湖北省英语优质课比赛中获得过
一等奖。而杨主任是一名优秀的初三
英语把关教师，她改教小学英语，还
得有一个适应过程。照理说，这种安
排应该是对的，可真的对吗？

巧开“晾晒会”解心结

经过深思熟虑，我向班子提出举
办一次英语教师择岗意愿“晾晒会”
的要求，倾听小青老师、杨主任和另
一位老师小梅老师三人的心声。话音
刚落，马上有副校长反对，表示已经
宣布的事，如果再临时调整，那会

“坏了规矩”。但思想碰撞后，“晾晒
会”还是如期举行了。

杨主任精心做了课件，工作十几
年来获得的英语教学优质课竞赛证书
以及各种荣誉，一一列出，她详细阐
述了自己教英语的几大优势。我们这
才得知，原来杨主任在之前任教的九
年一贯制学校里，先是教小学英语，后
因成绩突出，被提拔到初中教英语，教
学成绩优异，就留在初三年级担任把
关教师。她强调她知道小学英语要为
初中英语打什么样的基础，做什么样
的准备。

小青老师则表示，她是一名年轻
教师，她喜欢英语学科，也喜欢语文学
科，她很想尝试小学低年级语文的教
学。小梅老师则表示服从学校安排。

“晾晒会”，让我们对三位英语教
师的学科业绩及教学意愿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学校领导班子一致决定，让
杨主任改教回英语；小青老师教一年
级语文；小梅老师调整到教导处。此
后，杨主任没再提辞干一事，风风火
火地组织孩子们进行社团选课开课。

半年过去了，学生和家长对杨主任
的英语教学赞不绝口，学校的29门课
程她也管理得更加得心应手，她还带领
青年教师启动了“爱襄阳”统整课程。
小青老师整天和一年级的孩子们黏在
一起，期末统考，他们班语文得了年级
第一名。小梅老师则迅速熟悉了教导
处的繁杂工作流程，整天忙得乐呵呵。

管理“助燃”教师内驱力

这次的“辞干风波”终于平息

了，但我的脑海却不能平静，思绪翻
涌。

作为管理者，要学会与问题和平
共处。管理者需有领导力，领导力就
是发动集体智慧，解决难题。而这些
难题，往往是“相对复杂，需要发挥
创造性”去解决的问题。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80 后、90
后教师有更多的机会释放自己的独
特性和差异性，与管理者的价值理
念发生冲突不可避免。作为学校管理
者，应该运用管理智慧，学会坦然应
对这种“冲突”，进而提升自己的领
导力。

杨主任“辞干”这件事，如果在
过去，我可能会选择维护管理者的权
威，满足她的“辞干”愿望。但曾经
阅读过的一本书 《驱动力》 却让我有
了新思路。作者丹尼尔·平克在书中
提出并验证了一个有力的观点：完成
一件事情本身的成就感，是人类与生
俱来的驱动力，即内驱力。当人们面
对的工作任务相对复杂，需要发挥创
造性的时候，在内驱力驱动下的人们
会产生更佳的绩效。杨主任是一个有
着强烈发展愿望的教师，英语教学便
是她的内驱力所在，我应该做的便是

“助燃”它。
“胡萝卜加大棒”的奖惩驱动效

益是边际递减的，管理者应更多关注
教师作为“具体的人”的内在世界，
注重激活教师的内驱力。在这种关注
下，教师内心深处的懈怠会渐渐休
眠，而激情也会渐渐苏醒。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恒大名都
小学校长）

一封一封““辞干信辞干信””
引发的管理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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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是最不应该出现学习焦虑和教
学紧张的一个时期，但现实却恰恰和人
们开了一个玩笑。因为“不能输在起跑
线上”，孩子的节假日被各种作业和辅导
班包围，小学生早早成了“眼镜先生”，
小小心灵渴望到室外放松而不得；家长
因督促小孩子写作业而身心俱疲；教师
看着成绩单而夜不能寐。而要想让小学
教育回归淡定，必须综合治理。

家庭教育观念须真正转型。家庭教
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帮手，在孩子的
教育上越来越显现出重要和独特的价
值。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问题的认知
存在诸多偏差，有的家长甚至成为部分
学校应试教育的直接推手。孩子一两次
考试成绩不理想，家长可能就会急不可
耐地找上门来，与教师共同商议对付学
生的“良策”。家长对学生分数的重视由
来已久，过于看重分数的教育观极容易
导致焦虑。孩子的分数始终处于变动的
状态，家长的心理自然会随着分数的起
起落落而忐忑不宁。其实，家长应把目
光多转向对孩子爱心的养育、学习习惯
和社会责任感的培育，家长多几分从容
和淡定，家庭教育就会回归教育本质。

校长和教师对教育的认知要切实改
变。熏陶、浸润、陶冶、润泽、培育、
涵养、养育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
才真正堪为教育的核心词。欲速则不
达，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的良心和灵魂的
事业，校长和教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社会越浮躁，小学校园里就越需要一份
思想上的从容和行动上的沉稳，决不能
被社会浮躁之风裹挟着走。这不仅是学
校校长和教师的工作责任，也是教育者
必须坚守的一份道德良心。当前，如何
转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仍然是非常
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虽然新一轮的课程
改革已经推进了十多年，但是，过于看
重分数并时不时进行分数挂帅的教师依
然大有人在。所以，学校教育须回归

“育人”而不是“育分”，教育才会回归
淡定。

社会多一份淡定，家长和学校也就
多一份淡定。社会心浮气躁，要让家长
和学校淡定，可谓是“说不易，行更
难”。上好学校难、就业难、就业后收入
差距显著，催生家长对自家孩子教育的
急迫和焦躁心理。这种心理传导给教
师，转而成为学生非常现实的学习压
力。孟祥杰老师曾在 《小学教育，请回
归你的淡定》 一文中谈到一个三年级的
学生，因学习时过于紧张突然呕吐，最
后被家长接回家休息。尽管这样的事情
只是偶发现象，但它折射出的教育和社
会问题却不容忽视。在当下，我们已习
惯于用工业和智能化制造的思维和想象
来实施教育。这是教育之殇，改变的法
子无他，就是让教育真正慢下来。正如
那句流行语所说：“走得太快了，灵魂跟
不上。”

让教育慢下来，还需要政府与教育
行政部门对社会舆论的引导和政策的设
计，即不断完善对学校教育的评价体
系，尽量减少甚至杜绝各类无厘头的教
育评比。对一些学校开展的以分数挂帅

或变相以分数挂帅的评比敢于亮红灯，
给学校办学充分的自主权，引导和尊重
校长和教师按教育教学规律办事。政府
部门的主要责任是指方向、保底线，而
不是深度参与或不断介入学校管理。

“多为”容易走向“乱为”。莫让“为”
偏离育人之轨，既易加重学生负担，又
会不断强化家长的心浮气躁和不淡定的
心理。行政管理“有所为，有所不为”，
只有这样，学校校长和教师才能慢慢走
向从容和淡定。

社会整体风气走向健康和政府等行
政部门的科学管理，是教育走向健康的
前提和保证。所以，要治小学教育的不
淡定之“综合征”，不应只做加法不做减
法，而应综合全局，多方协同，还学校
一份平静与安宁。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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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农村小学规模日渐萎缩，是
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但不可忽视的
是，很多奋斗在教学一线的村小校长和
教师，正满怀激情地探索着村小未来的
道路，用多样化的学习方式和本土化的
课程激活村小办学活力，复兴乡村教育。

有人说，村小“弯道超车”其实是
个伪命题。其实不然。对于乡村教育评
判标准并非一定要和城市教育一样，村
小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只需做最好的自己，让教师家长从这里
看到希望，让学生喜欢并认同脚下的这
片土地，便是一种成功。而实现这一目
标的前提，是村小必须聚“魂”。

村小的“魂”主要包含两个层面：
一是真正的价值创造，也就是真正面向
未来的教育。真正面向未来的教育，就
是当未知挑战来临之时，学生拥有如何
去思考应对的能力。二是容易感知且符
合人性的东西，即乡村文化的内核。

有了“魂”以后，村小就可以在这
个基础上走多样化的路。多样化是教育
的需求，要让学生全面健康地成长，就
需要个性化的教学。学校通过搭建不同
的学习空间，让每个学生找到自己的位
置，自主去生长。多样化还是社会的需
要。社会本来是一个多元的存在，对人
才的需求也是多元的，乡村振兴正需要
坚守乡村的多元人才。今天在学校接受
教育的乡村孩子，未来便会成为乡村振
兴的中坚力量。

村小的多样化如何实现呢？一方
面，通过真实的情景，让学生真实地体
验，比如乡土资源、现代科技、留守孩
子，或喜或愁，或苦或乐，一切都以人
的真实体验为基础。这种体验又是不断
变化、与时俱进的。另一方面，关注学
生的真正需求，这才是最根本的。曾有
村小教师抱怨：“学校搞了很多活动，老
师累得要死要活，孩子家长还不领情。”

其实，这就是打着“一切为了孩子好”
的幌子在折腾，这样的多样化也是令人
担忧的。

当前，有一些学校为了体现学校特
色，开展了很多所谓的特色社团，太极
拳、舞蹈、太平鼓（腰鼓）、经典诵读⋯⋯有
些小学不足百人，也开展了十几种社
团。每个孩子像赶集一样，疲于奔波，
教师也叫苦连天。社团展演接连不断，
耗费时间、精力和财力不说，学生也没
有从中真正获得什么。

这些社团是不是孩子最需要的？是
不是具有可持续性和可操作性？校长需
要冷静思考和判断。一些学校在向其他
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往往不加取舍，

“拿”来就用。哪个热就追哪个，其他学
校有什么，我们也要有什么。这样盲目
的学习，很有可能掉进复制的“陷阱”，
忽略了学校设置社团活动的内在教育逻
辑。

近些年来，网络教育成为村小教育
的新宠。笔者曾见过一些村小每周开设
7节网络课，让孩子通过网络看到外面
的世界。“互联网+教育”本来是件好
事，但如果过量了却有可能变成灾难。
这些网络课程，是不是学生喜欢的，是
不是符合村小孩子的需求，都得打几个
问号。而且，冷眼观之，教改多年，如
果仅凭网络技术就可以让村小突围，那
教育未免过于简单。

作为村小校长，我相信村小可以通
过多样化发展实现“弯道超车”，但首
先我们得解决好这些问题：如何面对个
性化的孩子？如何解决当前乡村教育的
矛盾，让教师、学生愿意留下来？对于
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村小能供给多大
的营养？伴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村小
将会变成小而优、小而美的存在。

（作者系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城川镇
大寨小学校长）

村小“弯道超车”不是伪命题
王富贵

叙事

经过一个寒假的休整，新的学
年开始了。回到学校的师生，让学
校再次充满了读书声、欢笑声，校
园就充满了活力，一切都正在向着
好的方向出发、生长。

这个寒假，有两则新闻触动了
我，引发了我的思考。一是习近平总
书记接见了参与探月工程嫦娥四号
任务的有关人员，二是刷爆朋友圈的
中国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从国家
领导人到普罗大众，中国人在这个冬
天不约而同地都抬头仰望苍穹，关心
人类、地球、太阳与宇宙的命运。

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是中国
历史发展至今不朽的身姿。作为未
来掌舵者的青少年学生，更应该时
常抬起头来，

仰望苍穹。浩瀚苍穹能给予人
类无限的活力。“星垂平野阔，月涌
大江流”，中国的先民们曾为浩瀚的
星空所震撼，故而在仰望星空的时
候，产生了如嫦娥奔月这般瑰丽而
充满创造力的想象。这千年前神话
的想象，始终激发着中华儿女不断

向上探索，最终梦想成真，有了现
在探月工程的伟大成果。

无论什么时候，人类都不能没
有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参与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的有关人员
时说：“伟大的事业都始于梦想，梦
想是激发活力的源泉。”如果没有梦
想，生命也就变得苍白、干瘪而毫
无意义。新的一年，每一名师生都
有追梦的权利，伴着梦想出发更是
每个人的美好愿景。

处于高中阶段的学生，正值青
春年华，充满着活力与热情。青春
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青
春如同朝阳，充满着蓬勃的朝气，
喷薄着灿烂的光芒；青春如同大
海，激荡着滔天的巨浪，蕴藏着无
尽的能量。那么梦想呢？梦想是灯
塔，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梦想是
引擎，给予我们无穷的动力。

“日月不肯迟，四时相催迫”，
仰望苍穹，苍穹也给我们以生命的
紧迫感；“日月有常，星辰有行”，
日月恒定地东升西落，天穹永恒地
围绕北极星旋转，斗转星移又一
年；“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关于
时光的喟叹，古今一也。如果我们

在心中种下了梦想的种子，那就应
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在奔跑
中奋力逐梦，在奋斗中实现自己的
梦想，也成就自我的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伟大的事
业都成于实干，新时代是奋斗者的
时代。新时代是在奋斗中成就伟
业、造就人才的时代。”新的一年，
奋斗将会成为我们每个人学习、生
活的主题词，我们都应该奋力逐
梦，让我们的梦想在奋斗中实现。

仰望苍穹，深邃的苍穹不仅激
发了人类的梦想，还促使人类升腾
起内心的庄严感与正义感。哲学家
康德曾经一定被这似乎亘古不变的
庄严苍穹所震慑，故而留下这样富
有哲理的话语：“有两样东西，我们
越经常、越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
就越使我们的心灵充满了始终新鲜
不断增长的敬畏，那就是我头顶的
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

中国古语有云，举头三尺有神
明。这里的“神明”不是所谓超自
然的神秘存在，而是我们心中的良
知，是内化于社会中的正义力量。

“明明上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
弘于一人。”一个伟大的人有整个宇

宙为他加持，日月星辰做他的背
景，凛然正气，才让人可钦可敬。

新的一年，我们都要立志做一
个庄严正义的人，让我们的生命与
宇宙相统协。爱自然，蓝天白云，
高山大海，大自然的壮阔与美丽让
我们胸襟开阔，心生浩荡；爱思
想，人因思想而伟大；爱艺术，艺
术给予我们美的熏陶和启迪；爱父
母，爱师友，爱宇宙间一切崇高而
美好的事物。

人 与 万 物 立 于 大 地 之 上 ， 然
而，唯有人类的目光能深情地仰望
苍穹，超越大地的局限，心怀广阔
的天空，迸发绚烂的梦想；唯有人
类的思想能超越个体的局限，超越
功利的得失，感受到共同的群体和
永恒的秩序，追求社会的正义与和
谐。这就是人之为人最伟大之处。

“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在这
春日融融的校园内，愿师生你我砥
砺梦想，奋力追梦，心存正义，关
心群体。我想，这会成为苍穹下最
美丽的画面。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校长，本文选自他在学校 2019 年春
季开学典礼上的发言，有改动）

不忘头顶的星空与心中的道德律
翟小宁

校园广场

声音

张德兰张德兰 （（左三左三）） 和孩子们一起阅读和孩子们一起阅读。。 王然王然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