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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寄宿生管理之路不易，作为
学校管理者的我们不断摸索着、实践
着，努力付出着，其中的苦与乐只有
作为寄宿校管理者的同道中人，才能
真正明白其中的滋味。但这样的付出
并非一直是苦闷的：当看到寄宿的孩
子们在内务整理、环境整洁上，已经
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如今的娴熟合
作，井井有条，即便离开父母生活，
脸上依旧洋溢着兴奋与喜悦时，我们

“苦”并快乐着。

寄宿管理难题：孩子太
小怎么办

“孩子太小，怎么会整理内务？
许多孩子整天哭哭啼啼⋯⋯”听着家
长、教师的句句埋怨，面对学生寝室
的一片狼藉，我这位从初中过渡到农
村寄宿制小学的校长有些窘迫。

我所任教的农村寄宿制小学，学
生大多来自规模较小的走读式学校，
或从家庭温室中直接进入寄宿制。很
多孩子由于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饭
来张口，衣来伸手”，养成了娇生惯
养的习惯，一旦离开父母的呵护，就
寸步难行。很多需要孩子自理的事
情，孩子们又不会——不会自己叠被
子，不会自己打饭，不敢半夜起床上
厕所⋯⋯

怎样才能让刚脱离父母怀抱的10
岁左右的孩子在寄宿制这个大家庭里

学会生活，感受到家的亲情？我陷入
了沉思，也陷入了困境。寄宿制学
生 的 管 理 对 我 来 说 还 是 陌 生 的 领
域，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
但 当 看 到 孩 子 们 一 张 张 天 真 的 笑
脸、家长们期盼的眼神，听到教师
们 鼓 励 的 话 语 ， 我 下 定 决 心 要 改
变，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并融入到
学校的集体生活当中。

一张张曾经观摩学习拍摄的照片
映入我的脑海，以往对初中学生管理
过程中取得的成功做法在我眼前浮
现。为何不把外面学到的做法和自己
以往的管理经验给教师们介绍介绍
呢？或许，教师们能从中得到一点启
发。

劳动技能缺乏：从学动
手到善动手

不能辜负教师的信任和期待，我
组织全体教师多次进行培训交流研讨
活动。

通过观看视频介绍和外出参观，
教师们茅塞顿开。整齐有序的宿舍，
温馨的家庭化融学习教育为一体的文
化建设，为我们这所在穷乡僻壤里新
建的寄宿制学校教师提供了管理素
材。规范化宿舍管理是提高孩子生活
自理能力的关键，劳动技能的长期培
养，是孩子形成习惯、树立班级荣誉
感的必由之路，亲子宿舍建设是克服
孩子恋家、性格孤独的主要途径。教
师们的管理热情被点燃。

集思广益，学校制定了符合校情
的规范化宿舍建设标准，即八个统
一：被褥叠放统一化、洗漱用具摆放
统一化、床头卡粘贴统一化、开窗距
离统一化、清洁工具摆放统一化、拖
鞋摆放统一化、窗帘收拉距离统一
化、文化建设亲子化。说干就干，我
带领班主任、任课教师为学生做起了
示范。学校组织学生套被套，当我进
入男生宿舍的那一刻，眼前的一幕让
我愣住了。孩子们一个个去哪儿了？
一会儿，一个个小脑袋从被套四角底
下钻了出来。“校长，我们每人捏一
个被角，便于合作完成这项复杂的任
务。我们怕套不好会影响我们班的荣
誉，是我组织大家这样做的。”一个
学生说。多么单纯好学的孩子，他们
想尽办法，只为了套好被套，只为了
整理好自己的“家”⋯⋯在简单又便
于操作的规范引领下，在教师们一次
次的示范中，孩子们实现了从学动手
到会动手、善动手的转变，完成了一
次又一次完美的蜕变。

亲情缺失咋补：真心陪
伴温暖童心

孩子们把宿舍当“家”，教师更
有责任去温暖这个“家”。有了统一
的规范，学校又重点开展亲子宿舍建
设。全校共有 36 间学生宿舍，20 多
位教师每人承担一到两个宿舍的“亲
子”家长角色。解决孩子们的生活困
惑，进行心理辅导，帮孩子打亲子视

频电话，每一位教师都使上了浑身解
数，去弥补孩子们暂时性的亲情缺
失，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馨。

五 （1） 班 301 女生宿舍是我的
亲子宿舍。寄宿生小娟是一个乖巧可
爱但又有些娇气的女孩。开学第一天
寄宿，她径自哭着不愿休息。我刚进
宿舍门，她就哭诉道：“老师，我想
家⋯⋯”我走到她身边，慢慢蹲下
来，轻轻刮了一下她的鼻子说：“小
娟最乖了，学校就是你的家，老师就
是你的亲人，爸爸妈妈不会陪你一辈
子，自己要学会独立，学会勇敢。”
她受到了鼓舞，擦干泪点点头，在以
后的寄宿生活中再也没有这样闹过。

卫生大扫除时，我是孩子们的
“领头雁”，抹布、笤帚成了我和孩子
们劳动技能培训、情感交际的纽带；
和孩子共读一本床头书，是我们午、
晚就寝前 20 分钟的“必修课”。课余
生活中，我和教师一会儿“变身”成
孩子们的爸爸妈妈，陪他们玩乐；一
会儿变成他们的铁杆“姐们儿”“哥
们儿”，任他们倾吐心中的委屈和愁
苦⋯⋯

当我们放下教师的身份，变成孩
子们身边最需要的亲人，用亲情来包
裹他们的心灵，用行动来充实他们的
手脑，孩子们孤身求学的被遗弃感就
少了，长期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父母
吃了这颗“定心丸”，育人工作也就
成功了一大半。

（作者系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新
天寄宿制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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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是一粒粒种子，生来就已
经存在各种可能性，我们的职责就是
去发现这些可能性。顺木之天，因势
利导。

绿色成长教育一直是学校的办学
追求与价值取向，简言之，就是给每一
名学生自然、自主、可持续成长的教
育。基于这个理念，学校在《小学生综
合素质评价手册》的指导下，开发了具
有学校特色的绿色成长评价体系。

尊重规律 自然成长

“樱花有樱花的美，梅花有梅花
的香，桃花有桃花的色彩，梨花有梨
花的风味。百花争艳，才会有花园的
美丽。”学生们也是一样，他们各不
相同，各有特点。综合素质评价的目
标就是要让花园里的这些花儿各美其
美，百花齐放。

学生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他们的
成长不单纯是知识的累积叠加，作为
一个有机的整体，教育必须联系学生
的各种生活体验，将他们的社会体
验、自身经验与知识相结合，使其内
化为一种健全人格的建构，这才是学
生的真正发展。

在绿色质量关的导引下，学校相
继设定了多维的绿色评价指标和评价
项目，如健康小达人、星级小书虫、

书写小明星、环保小卫士、翡翠之星
等。同时，学校积极探索符合“绿色
成长教育”理念的多样化的评价方
式。在学业成绩评价的基础上，增加
了对于学科能力和学科实践的评价。
每个期末考试的前一周，孩子们都最
开心、最期盼。各学科教研组都会量
身定制丰富多彩的能力测试项目，如
音乐的才艺展示、语文的课外阅读分
享、数学的手抄报展示、综合实践的
跳蚤市场等。“我的体育之最”“我的
新本领”等项目，引导学生既要有爱
好，又要有坚持。学生在评价过程中
认清自己，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和生长
点。

激发内驱 自主成长

学校统一评价标准，以班级为单
位，评选海棠奖章、银杏奖章和翡翠
勋章 （银杏树是学校的校树，海棠花
是学校的校花）。海棠奖章针对团队
评价，银杏奖章针对个人评价。学生
每人一张“我的成长树”，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小树开满海棠花，长满银
杏叶。每月根据奖章数量和个人成长
状况，学校统一颁发翡翠勋章。

为了激发内驱，学校把更多的评
价自主权下放到年级、班级和学生个
人。比如中年级的翡翠币评价，所有
任课教师都以翡翠币评价学生，孩子
们在不断地积累和换币过程中不断收

获好习惯、好成绩、好身体。有的班
级在评价“伙伴眼中的我”这一项
时，找一名与自己曾发生过矛盾的同
学，互相说说彼此的优点。这样一
来，不仅增进了伙伴间的交流，化解
了矛盾，学生们还从不同角度了解了
自己、了解了同伴。这种发现别人闪
光点的评价方式，对孩子们影响深
刻。五年级有一个班级在开家长会的
时候，小干部在老师不知情的情况
下，制作了一个 PPT，向家长介绍班
里每个学生的“第一”。譬如，“识谱第
一×××”“跑步第一×××”“画画第
一×××”等，全班 32 人，32 个第一。
学生能够自我教育、自我体悟、自主
成长，这是教育最美的模样。

注重体验 持续成长

学校变物质的终结性奖励为奖给
孩子们体验性学习，以丰富多彩的实
践课程去吸引孩子，将奖励的过程也
变为教育的存在。

为了使奖励更加贴近学生，触动
他们的心灵，学校对全校学生进行问
卷调查，征集所有人的愿望：学生们
有的想去其他班上课，有的想当校长
助理，有的想在学校体验住宿生活，
有的想和老师共进晚餐⋯⋯他们的想
法五花八门。学校将这些心愿汇总分
类，让学生们根据自己取得翡翠勋章
的个数自主选择体验课程接受奖励。

每年4月和10月奖励上一学期的获奖
学生。

寄宿体验中，学生感受到了同伴
的温暖和集体的关爱，体验到了不一
样的生活，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
锻炼了自理能力。在做一周校长助理
的体验中，佩戴校长助理标志，手握
记录手册和相机的学生，他们的主人
翁意识在增强，他们初步懂得了什么
是参政议政。

这种以参与体验的形式作为奖励
的活动已经进行了四个学期。学生对
自己要参与的活动充满期待，当然也
有的学生学期愿望没有实现，奖章可
以续存，下个学期继续努力⋯⋯很多
老师也将这种体验式的奖励延伸到自
己的班级评价当中，比如奖励优胜小
组和老师共进晚餐、共同去郊游，奖
励优秀个人做一日小老师、一日小班
长等。

“主动发展、快乐交往”的学生
文化在绿色评价中生成，学生不再局
限于单一的课本学习，迎接他们的是
更宽泛的学习空间、更高的发展质
量。学生在评价中学习，在评价中成
长，充满自信，敢于质疑、敢于尝
试，对事物充满好奇与热爱，生命状
态自由且舒展！

（作者系北京小学翡翠城分校校
长，本文选自她在北京市小学生综合
素质评价校长论坛上的一段发言，有
改动）

在绿色评价中学习与成长
张文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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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都知道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四块糖”育人的故事。陶先生用四块
糖一步步“诱导”出孩子发自内心的
认可，陶先生洞悉人性“以自我为
上”而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校长是
学校的旗帜,科研兴校的质量与校长的
科研素质高低有着直接的关系。校长
也应有“四块糖”，用自己的科研素质
去引导和感染教师。

第一块“糖”，强烈的教育科研意
识。苏霍姆林斯基在 《给教师的建
议》 一书中指出：“校长对学校的领
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
是行政领导。”校长教育科研思想，同
样需要“顶天立地”。校长的教育理
念、办学思想要“顶天”，占据制高
点，达到教育发展的前沿，有一定的
前瞻性，并且能够尽力了解先进地
区、典型人物的经验做法，能够用长
远的目光看待教育。校长的行动力要

“立地”，准确把握学校的现实状况，
对学校的各个方面能经常性地调查思
考，有较强的实践意识，能走进课
堂、走近教师、贴近学生，做到脚踏
实地。认清学校实际科研和理想学校
科研的距离，学校工作、育人目的就
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方向，借鉴而不照
搬，更多的教师就能既“埋头拉车”，
又“抬头看路”。

第二块“糖”，较高的教育理论水
平。“大海航行靠舵手”，校长较高的
教育理论功底是带领教师们科研兴校
的保证。一个成功的校长在学校发展
中要能始终保持一个建设性、创造性
的头脑，广泛学习和吸收，追求教育
理论水平的宽泛而深刻。“宽”要宽到
先进理念、动态管理、教学、队伍建
设等诸方面无所不包；阅读学习要有

“深”度，研读教育名著和一些权威性
的教育杂志，内化新观点、新思想。
校长要带头搞好教科研理论知识的学
习和普及，培养教师具备必要的教科
研素养，努力做到“一个正确两个基
本”，即对基本的教育科研术语和概念
要有正确的理解，对教育科学方法和
过程要有基本的掌握，对教育科研对
教育事业的影响要有基本的认识。搞
清诸如“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让人活得
更好、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加幸
福”“教育必须面对现实、面向未来”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要同步和谐地发
展，课堂不只是解决知识、能力的培
养问题，还是促进态度、情感和价值
观的形成”“教法与学法是统一的，教
法为学法服务”“未来的社会必将是一
个学习化的社会，教育要培养学生终
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教学能唤起学
生对学习的热情、求智的渴望、学科
的兴趣和成就的欲望，这样才能产生
主体精神”“教育要让学生生动活泼地
得到发展”等概念术语，“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用主流教育思想充
实自己的头脑，做到常研常新。

第三块“糖”，科学的科研管理能
力。校长的科研意识，最终要能转变
为扎扎实实抓科研的管理行为，并且
能唤起全校教职工的科研热情，这就
要求校长必须不断提高科研管理能
力。在人、财、物三方面，校长要有
一个综合投入观，保证时间、领导及
全员的精力、物力投入。重点加强对
参与课题研究的教科研活动人员的管
理，校长要使教师明确自己的职责。
根据职责和各级关于课题研究过程管
理的要求，学校定出定期的评价和管
理细则，抓好研究活动过程性的管
理。科研经费投入和管理，校长在争
取加大投入的同时，要把经费用在

“刀刃上”。校长对各种档案资料的管

理，应要求教师们从选题立项开始就
注意积累和收集资料，实施过程中的
每一份资料，都要梳理成册分类建
档。

第四块“糖”，较强的教育科研能
力。校长要练好“科研规划能力”“写
作表达能力”“科研指导能力”等三个
方面的“内功”。科研规划应科学严
谨，需要较强的教育决策素质和学校
发展战略勇气做基础。校长的想法、
体会、设想要得到别人的认同，则需
要具备一定的写作与表达能力。校长
的写作好像是挑担子，两头是两个
筐，一个装着理论，一个装着实践，
两筐中的东西越多，两者的结合点就
越多，写出来的东西就会越多，越有
价值。校长须了解掌握必须的教育科
研技术知识，校长本人必需尽可能地
参与或主持课题研究，积极创造条件
申报较高层次的科研课题，在了解已
立项课题的研究重点、内涵、主攻的
基础上，方可做到指导上的有的放
矢。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校长
积极示范，亲力亲为，可以带动更多
教师加入科研的队伍里，既成全了自
己，又助推了学校发展，何乐而不
为。“科研兴校”，不仅仅是一句口
号，“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教育
现代化潮流中需要更多的教师转身，
成为弄潮儿。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平县接山教
育科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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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副校长兼生活教师学校副校长兼生活教师 （（右二右二）） 指指
导新入学学生整理内务导新入学学生整理内务。。 辛录霞辛录霞 摄摄

声音

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联合发
布《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
定》。《规定》要求，学校食品安全实
行校长（园长）负责制，中小学幼儿
园应建立集中用餐陪餐制度，每餐均
应当有学校相关负责人与学生共同用
餐。

校长陪餐实现了学校负责人与
学生的风险共担，如果得到严格执
行，的确可以激发校长、园长等学
校负责人的责任意识，其初衷是为
了保障学生的食品安全。学生的食
品安全是校长、园长学校管理诸多责
任之中的一种，在确保学生饮食安全
的同时，校长陪餐还可以实现更多的
管理价值。

校长陪餐可以陪出校园正能量。
在“校长陪餐”要求出台之前，就有
一些学校尝试把受邀与校长一起就餐
作为一种荣誉，作为学校表彰奖励体
系的组成部分。邀请学生中具有学习
成绩优异、为学校争得荣誉、拾金不
昧、热心公益等突出表现的同学，与
校长一同就餐，能让学生有一种仪式
感，学生感受到礼遇，有被尊重、被
重视的感觉。在笔者看来，这种精神
层面奖励形式远比奖状和奖金更令人
难忘，更能发挥激励效用，对其他学

生也有较好导向作用。
校长陪餐可以陪出管理智慧。校

长与学生一起就餐还可以成为校长倾
听学生诉求或建议的途径。在北京十
一学校任校长的10年间，只要不外
出，李希贵每个周一都与学生共进午
餐，参加戏剧表演、动漫设计、服装
设计等“不务正业”的业余活动。“校
长陪餐”，成了李希贵与学生约定的誓
言，最终变为学校的正式课程。而在
这其中也丰富着李希贵“把学校还给
学生”的管理智慧。

校长陪餐可以陪近心与心的距
离。校长陪餐可以加强校长与学生之
间的良性互动。通过校长午餐会这个
比较轻松的互动平台，学生可以对校
长和学校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倾述
成长的烦恼，反映在学习生活中遇到
的问题；校长则可以与学生分享、探
讨自己的观点，了解学生学习和生活
情况，回应他们关心的问题，听取他
们对学校管理的建议。这样的良性互
动多了，校长和学生之间心与心的距
离就近了。

校长陪餐制度决不只是陪伴孩子
吃饭而已，也不能仅仅只着眼于安全
考虑，应该以此为契机和载体，实现
更大的管理价值。

（作者单位: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校长陪餐”要陪出管理价值
谌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