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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江西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区麻田
办事处，一度是全市最偏远的地方。
山路崎岖，群山环绕，而山脚下的麻田
中心学校，近年来却挂起了两个“国字
号”招牌：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
国家级青少年体育俱乐部。

学校累计为省市级体校输送优秀
摔跤运动员 144 人，国家队 1 人，成了
小有名气的“摔跤学校”。这坚定了校
长朱志辉“体育治校”的信念，而最终
目的还是希望通过比赛和训练，让农
村的孩子也能有健康昂扬的姿态。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最初的梦想是有朝一日能在赛
场上看到国旗升起，大声唱国歌，当自
己不能实现这个梦想时，我就想着如
何把梦想传递下去。”1996年，当了运
动员将近 10 年、刚满 18 岁的朱志辉
从萍乡市体校毕业，就应聘到当时芦
溪区教体局组建的区业余体校当教
练，并成为了武功山山脚下新泉小学
唯一的专职体育教师。

深山里头破天荒地来了一名专职
体育教师，顶着多方压力，朱志辉只想
做出点成绩来。

那时，朱志辉每周上 23 节体育
课，每天早晚及双休日带着孩子们进
行课余训练。白天上课、带队训练，晚
上琢磨教学教法，有空余时间还到各
个乡镇学校去选“苗子”。

朱志辉还记得第一次带学生暑假
集训时，他和来自全区 7 个乡镇学校
的 19 个孩子，一人一张席子、一床毯
子睡在教室里。更令人头疼的是学校
食堂竟然没有工友，最终，从未下过厨
房的朱志辉只得带着队里年龄稍大点
的孩子，训练之后边学边做，解决吃饭
问题，经常手忙脚乱、笑话频出。

1997 年，这群孩子代表全区参加
市运会，获得 6 金 12 银的佳绩，囊括
了一半的奖牌。

韩坚与曾汉金是朱志辉早年带的
学生，文化成绩不是很好，却是很好的
摔跤苗子。征得家长的同意后，朱志
辉把他俩带进了摔跤队，细心培养后
输送到省队。

为了稳定好两个孩子因年龄小在
外训练恋家的情绪，朱志辉跟踪培训，
每个学期，他都要去两趟省城与他们沟
通交流。最终他俩先后获得全国锦标
赛银牌、铜牌，曾汉金还进了国家队。

“老师，没有您就没有我俩的今
天，我们陪着您干，您也不会那么辛苦
了！”让朱志辉想不到的是，最后两人
竟一起回校，当上了教练员兼专职体
育教师。

从竞赛到课程

2006 年，朱志辉被任命为武功山
管委会麻田中心学校校长，更大的责
任与压力随之而来。

当时武功山还未开发，翻过大山
便是吉安。学生们还在宗祠里上课，
仅有一栋教学楼，办学条件十分落
后。因家庭教育缺失，不少孩子上完
初中就随家人一起外出打工了⋯⋯

“体育教育不仅能强身健体，还能
让孩子们懂得规则意识和拼搏精神，
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和抗挫折能
力。”朱志辉的老家就在学校附近，他
决定把摔跤作为突破口，体教结合，培
养阳光、自信、全面发展的人才。

为普及摔跤技能，学校将“摔跤进
课堂”作为校本课程开发的起点，把每
个班的体育课安排为两节连堂课，确
保每个学生每周都能上一次 80 分钟
的摔跤专项训练课。

一、二年级安排最基本的柔韧练
习与游戏，三、四年级学习基本动作，
五、六年级开始实战摔跤。此外朱志
辉还自创了摔跤操和摔跤舞，使所有
学生都参与到摔跤运动中，让每个学
生都能耍得出几个摔跤动作。

除了摔跤课程，学校还根据学生
的兴趣和特长，开发了乒乓球、舞蹈、
书法、手工等9个校本课程，确保学生
全员参与其中。同时，将大课间和课
余体育活动课纳入作息时间表，确保
学生每天运动一小时。

每天早上 7 点，全校学生便会在
朱志辉的带领下，在操场上练习摔跤
操。只要不下雨，课间操后，全校学生

就得绕着操场跑上1500米。
推行之初，还有一些教师和家长

反对，有的怕耽误学习，有的怕孩子承
受不了高强度的运动。

但实践证明运动释放了孩子们的
浮躁，他们课堂上的专注力得到提
升。更可贵的是，他们的身体和心智
都得到了成长。

“一个孩子要成为专业运动员，概
率是非常小的。我更希望从这里走出
去的孩子能成为健康合格的公民。”朱
志辉说。

从一种可能到无限可能

刚过不惑之年，朱志辉的头发已
白了大半。工作23年来，他在校长岗
位上已经待了13个年头，成了当地任
职时间最长的校长。近些年，学校屡
屡获得省级、国家级奖项，山外的学校
乃至教育局都向他抛出橄榄枝，朱志
辉还是选择留下来。

“说得俗气点，确实是舍不得。”朱
志辉是本地人，他想看到学校继续健
康发展。时代在发展，教育的内涵也
更加丰富，他想让山里的孩子明白，只
要有一技之长，就会有相应的机会在
等着他们。

平日里，朱志辉喜欢一个人站在
操场上看着来回跑动的孩子们，若见
到独自在角落的孩子，他就会主动上
前聊聊天。

小鑫就是几年前朱志辉在操场上
认识的。那时的小鑫由于父亲去世得
早，母亲又在外打工，变得自卑内向，不
爱与人交流，在家总爱和奶奶“反着
来”。朱志辉发现他肢体灵敏，反应非常
快，便把年仅7岁的小鑫带进摔跤队。

小鑫每次训练都特别刻苦，大汗
淋漓，他希望长大后能当体育教师。
但最让朱志辉欣慰的还是，小鑫一步
步走出童年的阴影，找回童真和笑脸。

起初，朱志辉一直想培养出冠军
来。可当了校长之后，他开始反思：好
的教育是对所有学生负责，让孩子们
都能健康、快乐成长。

但凡对学生成长有利的事儿，朱志
辉都愿意去尝试。除了建起 9 个特色
课程，学校还将所有的运动器材都搬到
操场上，将图书室的书都搬到过道、走
廊上。同时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走出
校园，走进景区、社区，开展“争做好少
年”的志愿者服务。平日学校也会组织
学生开展“日行一善”的活动⋯⋯

三四年实践下来，运动器材和书
籍破损的频率加快，数量却很稳定。
孩子们在校园内外越发彬彬有礼，附
近的村民都说学校是“一年一个样”。

学校保持不变的是一进校门就能
见到的“大白墙”。“外人眼中一片空白
的墙壁，在我们看来却写满了无限可
能。”朱志辉时常一个人转悠到这里，
他愿意一直守护着这些“可能”。

体育治校的朱志辉——

赋予农村孩子健康昂扬的姿态
本报记者 甘甜

在四川省，说起绵阳中学，很
多人都会啧啧称赞。

它是四川省首批一级示范性普
通高中，更是北京大学“博雅计
划”、清华大学“新百年领军计划”
优质生源基地学校。在很多人眼
里，这所学校“高考成绩很好”，这
是普通大众评价绵阳中学最外显的
标签。

对于这个标签，校长魏东有自
己的思考。绵阳中学现有近万名学
生，如此大体量的高中，除了高
考，还应该有什么？在魏东看来，

“没有高考就没有绵阳中学的今天，
但只有高考也没有绵阳中学的今
天”，他希望办一所高品位的高中，
不培养只有分数的人。

学校文化的掌舵者

1957 年绵阳中学建校，初期，
名不见经传。1999 年魏东来到绵阳
中学当教师时，学校在当地已有了
一席之地。而高考成绩好是绵阳中
学最初迅速崛起的主要原因。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工作的‘拼
命三郎’，没想到这里的教师比我更

‘拼命’！”1985 年中师毕业后，魏东
分别在绵阳市三台县永新初中、石安
中学、三台中学执教，由于成绩突出，
1999年他被调入绵阳中学。

“那个时候，感觉学校的文化就
是高考文化。所有与高考有关的事
情，大家都津津乐道。”

在绵阳中学，魏东经历了普通
教师、教导处副主任、教导处主
任、副校长等职务变化。从教师到
校长，一路走过来，魏东一直在思
考一个问题：除了抓高考成绩，一

所学校还应该做什么？
“学校是什么，是教师和学生共

同成长、实现自我的地方。”记者采
访魏东时，他不断强调，师生实现
自我的方式，绝不仅仅是高考成绩。

“品德高尚、行为高雅、能力高
强。”这是魏东2016年担任绵阳中学
校长后，对学生提出的“三高”要求。
他提出构建“品位教育”，创办高品位
学校。在办学思想、理念、内容、方
式、评价、结果等诸方面均要达到高
品位，以此来回应“培养什么样的人”
以及“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绵阳中学
近几年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教
育方面，实施“绿色德育”，落实全面
育人；在教学方面，实施“健康课堂”，
开展精准教学；在教研方面，构建

“345”校本研修体系，形成学校研修
共同体；在活动方面，构建“1231 平
台”，打造“精英团学”。以此形成全
方位、网络化的育人体系，努力培养

“品德高尚、行为高雅、能力高强”的
优秀学生。

2019 年元旦，魏东通过绵阳中
学的官方微信平台，送上了校长新
年献词：“好的教育，就是最美好的
祝福。好的教育，应该让学生、家
长、教师都有所得。而教育的全部
意义在于——人的幸福、人的发
展、人的价值。我希望学校能够为
每一名学生创造最佳的发展空间，
让你们沿着品德高尚、行为高雅、
能力高强的方向发展。”

教师发展的营养供给师

魏东上任绵阳中学校长后，做了
几件在外界看来颇“奇怪”的事情。

首 先 ， 他 对 教 师 形 象 提 出 要
求，特别倡导女教师能够在自己接
受的情况下化化妆，给学生展示良
好的形象和状态。而另一方面，他
则严格要求教师控制学生作业量。

许多教师一头雾水：“高中不是
要抓高考、抓成绩吗，怎么还要控
制学生作业量？”面对这样的不理
解，魏东就给全校教师作讲座，谈
他的教学理念。

魏东认为，让学生用最少的时
间得到最多的收益，这样的教师才
算教学上的好教师。魏东自己是一
名数学教师，由于方法得当，学生
很喜欢他的数学课，同行也都称赞
他的课是“思维的体操”“智慧的绿
地”。

“要想学生少花时间，教师就必
须多花时间。”他在教学之余，学习
了大量的教育教学理论、国外教育
教学科研成果等教学资源，在教育
教学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
改革，形成了独特的“层层递进的
问题式教学”模式。

在魏东看来，教师需要给学生
提供健康课堂，简单地说就是能够
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的课堂。“满堂灌
不是健康的课堂，题海战术也不是
健康的学习方法，健康的课堂一定
是基于学情的精准教育教学，一定
是有趣且有效的课堂。”魏东说。

魏 东 对 学 生 有 “ 三 高 ” 的 要
求，对教师的要求则是“三度”：温
度、深度和厚度。

每周二晚上7点到9点，是绵阳
中学教师集体学习的时间。这个规
定坚持多年，除了值班教师外，全
校所有领导和教师都需要参加。有
时候，这是一个校长讲座，有时候

是教师讲堂，有时候是专家讲座，
这成为了绵阳中学教师雷打不动的

“成长时刻”。
比如，针对现在高中主要面临

的“00 后”的性格特点，魏东邀请
西南大学教授为绵阳中学教师讲

“新生代学生的特点和对策”。一场
课下来，教师反馈很好，魏东也同
样觉得实用。而这样的学习，已经
成为绵阳中学教师不可或缺的营养
来源。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公布
后，魏东做了深入的研究，他给未
来教师画了像：高素质、专业化、能创
新。而要达到这个要求，教师就需要
不断修炼内功，提升自己的学科专业
素养和职业伦理道德精神。这样的
话，学校一系列的教师学习会、学科
会、备课组会，都是教师学科教学能
力成长的养分汲取地。

“学校和校长，需要不断地创造
条件、提供环境，供给未来教师成
长所需要的各种‘养分’。”魏东说。

学生成长的精神导师

大多数时候，魏东每天早上 7
点就到达学校，和学生一起在学生
窗口排队取餐，和学生坐在一起吃
饭聊天。然后就开始他一天的“行
走管理”：巡视校园的各个角落，观
察师生们的状态，有时他还会和学
生们来一场篮球比赛。

一 次 ， 看 到 魏 东 正 在 巡 查 校
园，一名高二的女生跑过来说道：

“魏校长，我要反映一个情况，女生
宿舍提供集体使用的吹风机数量太
少了，很多时候我们都要排队。”魏
东迅速和学校后勤部门沟通，很快

就补充了足够数量的吹风机。这样
的小事情，魏东处理过很多。让他
高兴的是，学生愿意走近他。

学生拍毕业照，魏东跟往年一
样，一一和各班拍照。学生平时很喜
欢他，都叫他“东哥”。魏东一出现在
学生面前，学生们就大喊“东哥好
帅”。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每次陪学
生拍完毕业照，衣服包里总会多出很
多小东西：有些是学生自制的小礼
物，有些则是学生写的小纸条。这些
小纸条魏东都会认真看，有一张纸条
让他印象深刻：“东哥，谢谢你给我们
增加电吹风。从那以后，每次吹头
发，同学们都在感叹，有你真好，大家
觉得很温暖。”

“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为他们
解决问题，这是校长和教师的本
分。除此之外，更要教会学生做
人，成为他们人生的精神导师。”魏
东说，教育是一项人影响人的事
业，教书育人，育人一定是首要的。

周一升旗仪式，分年级举行。
魏东一直坚持参加学生每周的升旗
仪式，定期倾听学生的“国旗下讲
话”，或者借升旗仪式，给学生们讲
故事，树立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等。

今年 1 月，短片《啥是佩奇》火爆
网络。魏东觉得，这是一次非常好
的对学生进行家庭情感教育的机
会。碰巧他又看到高 2018 级 40 班
班主任侯伟锋发的一篇相关小文。
在跟教师沟通后，绵阳中学微信公
众号及时推出了一篇“绵中一位班
主任回答你——‘啥是佩奇’”的
报道。这位教师在文中写道：“快过
年了，好好陪陪家人说说话，不要
嫌烦，唠嗑的时候别玩手机，用实
际行动告诉家人，他们不是一座座
孤岛，而是你生命里最温暖的大庄
园。”

“不能单纯讲大道理，要成为学
生的精神导师，一定是自己有所
思，同时结合新时代学生喜欢的形
式，去影响他们、引领他们。”魏东
对学生提出的“三高”要求，品德
是排第一位的。在他看来，绵阳中
学培养的学生，应该是能够在国家
关键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创新人
才，而树立他们正确的价值观，让
他们拥有家国情怀就非常重要。

去年 11 月，学校推出“子云论
坛”，号召学生用明眸审视当下，看
思想交锋，听观点激辩，用理性武
装头脑。学校希望学生成为生活百
态的热心者、国家建设的参与者、
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和人类命运的感
动者。

“一所学校的教育氛围如何、路
径如何、成效如何，关键在于校
长。”魏东说，办一所高品位的高
中，是他之于绵阳中学的希望，其
实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基于教育本
质的坚守和追求。

品德高尚、行为高雅、能力高强——

高品位高中的追求者魏东
本报记者 倪秀

中国好校长

乡村校长

小档案：
魏东，四川省绵阳

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正高级教师，四川省特
级教师，全国模范教
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
优秀专家，四川省学术
技术带头人。

办一所高品位的高
中，是我之于绵阳中学
的希望，其实也是一名
教育工作者基于教育本
质的坚守和追求。

——魏东

剪影

10年前，年仅31岁的戴茜通过竞争
上岗来到青岛杭州路小学（下文简称“杭
小”）担任党支部书记、校长。用她自己
的话说，杭小是她干校长的处女地，在学
校60年历史长河中，有她的六分之一。她
还说，看着每名学生快乐成长，看到每名教
师“精彩绽放”，她就特别满足。她努力打
造一所“童年如花，朵朵精彩”的学校。用
自己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的
生活也被演绎得充实而精彩。

“校长，我也能走上舞台，站到那块
红毯上吗？”“校长，原来电脑是这样的
呀！”“校长，我能把家里的小金鱼带到班
里吗？”⋯⋯初来杭小，戴茜遇到了不少

“问题学生”。可是，就是这些学生的小想
法、小要求，引发了她的思考：学校新市民
子女的数量急剧上升，已占全校学生比例
的83%，如何使来自全国五湖四海的学生
尽快融入青岛城市生活，经历由表及里的
成长，变得更阳光、更自信、更快乐？如何
使学校充满吸引力，有自己的特色属性？

结合学校实际，戴茜带领干部教师从
关注每个孩子生命发展的角度出发，提出
了“让每个孩子如花般精彩绽放”的办学理
念，提炼出“童年如花”特色文化品牌，建立
起以“尊重生命、尊重规律、尊重差异、尊重
发展”为核心的学校教育思想体系，逐渐形
成“花儿课程”“花儿课堂”“花儿社团”等特
色文化建设“路线图”。

为了将“让每个孩子都如花般精彩绽
放”的办学理念“软着陆”，围绕“感
恩”“美德”“责任”“创新”“多元”“自
主”“快乐”等元素，戴茜与老师们反复
研讨，最终确立了以生活素养为核心，适
合杭小学子发展的四大基本素养，即：公
民素养、语言素养、科学素养和艺体素
养。以此为导向，构建了“花儿朵朵开”
课程体系。

“亲爱的小花朵们，你们从早上一踏入
校门就开始期待着美餐了吧？或是说，很
多同学在昨天晚上就在憧憬如何在‘美食
战场’大显身手，当一名小小美食家了
吧？”⋯⋯这些生动的语言来自戴茜写给四
年级一班孩子们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的美
食大餐其实就是学校“花儿朵朵开”课程中
的一门。

“要让课程变成孩子们喜欢的‘样
子’。”尊重孩子的情感、亲近孩子的思
维，生趣盎然的课程设计之风在学校蔚然
兴起。看，绿色天地的郁郁葱葱；闻，点
心工坊的阵阵飘香；学，Flash 动漫设
计；做，E时代的新人。小小排球练出了
健康与从容，小小剪刀剪出了智慧与快
乐。四类课程如花瓣，一瓣瓣绽放开来。

在戴茜看来，适合孩子成长的教育就
是最好的教育，孩子所需，学校所择。那
么，孩子们最喜欢什么呢？是快乐，课堂
也不例外。为此，学校努力夯实课堂基
础，从关注学生感受出发，进行了“1+
X”花儿自主课堂学习方式的实践与探
索，并发布了“花儿课堂实施纲要”。

“追求尊重差异，突出自主发展”已逐
渐成为了杭小师生生命律动的内在节拍。

“校长，我想参加这次朵朵自主管理
集团的应聘，您能支持我，投我一票
吗？”“我终于得到十佳朵朵的奖章了！”

“我喜欢上学，因为每天都有新发现。”现
在，在班级内的每个孩子都是小能人：在
运动场上每个孩子都是小健将，在蓝天下
每个孩子都是小画家，在舞台上每个孩子
都是小演员，在校园里每个孩子都是小明
星⋯⋯花儿课堂，沁人心脾，正诠释着自
主成长的理念，演绎着花团锦簇般精彩童
年。

戴茜说：“每个孩子都是一道亮丽的
色彩。”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他们发展的
空间和平台，让每个学生拥有一个金色童
年。带着这样的感悟和思索，她带领她的
教师团队，启动了“花儿少年成长行动计
划”：推行“花儿朵朵走四方”社会实践
活动，组建七个“花儿社团”，即“花儿义工
社”“花儿亲自然”“花儿爱运动”“花儿探星
空”“花儿寻历史”“花儿美食团”和“花儿与
消防”。

社团成立伊始，孩子们便自发组织了
“军营里的娃娃兵”“我做建筑设计师”
“污水处理调研”“走进非遗”等社会实践
活动。孩子们有自己的合唱团、篮球队、
民乐团、曲艺社、京剧团、舞蹈团。坚
定、自信、豁达，勇于追求一切美好，敢
于向未知领域探索，他们用行动去证明

“每一个你我都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在
这里，晨诵、午读，日复一日；读书节、
艺术节、科技节、体育节，年复一年。春
种夏耕，秋收冬藏，孩子们正在努力收获
属于自己的“精彩花季”。

花蕾次第绽放，孩子茁壮成长。“童
年如花”特色为学校注入了蓬勃的生机与
活力，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消防安全教育
示范学校”“青岛市课外文体示范学校”

“青岛市帆船运动特色学校”等殊荣。“童
年如花”，是戴茜精诚育人的教育情怀，
也正启迪着杭小每一个健康快乐成长着的
如花一般的少年。

和孩子们收获
“精彩花季”

本报记者 孙军

魏东在成人礼上为学生颁发普法小册子。 熊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