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齐林泉 编辑：齐林泉 特约编辑：郑黎明 设计：白弋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589 邮箱：xiaozhangcn@163.com

2019年5月29日 星期三

06校长周刊 人物·

“幸运成长在百年老校，惭愧办学
乏善可陈。一直用心用功实践着教育
的初心，意愿强烈，功底浅薄，能耐
不足。一如池州小城的日子，平淡、
平常，却又总在向外张望、向上拔
节。小小丘壑，也有万里河山的梦
想。我希望孩子们拥有向善的品格、
向上的韧性。”初见安徽省池州市第十
一中学校长汪炜杰，人们常被他温文
尔雅的文人气质所打动。

靠行动去带领人，靠品行去影响
人，是人们对汪炜杰最多的评价。从
1994年至今，汪炜杰已在教育领域坚
守了25年，从历史教师、高中班主任
到校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办公
室主任、校长，各种教育角色的扮演
让他对教育事业的认识愈加深刻，对
教育的热爱也愈发浓郁。“教育本身就
是一项充满无限可能的事业，可能性
总是无限美好，很庆幸我能参与到发
掘这些美好的事业之中。”汪炜杰说。

坚持培养学生综合素质
2006年，汪炜杰任池州市第十一

中学（下文简称“十一中”）校长。
治校伊始，他便提出了“向善向上，
适性成长”的办学理念，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质。

“十一中课程齐，活动多，作业负
担相对轻，孩子学习后劲大”，是当地
人对池州十一中的一致评价。

在汪炜杰的带领下，学校的十一
创新社、旋风足球队、天琴音乐社、
樟树下动漫社、灵动舞蹈队、绳彩飞
扬社和薪火篮球社等学生社团活动风
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学校每年举办的
文体节、元旦游艺活动和秋季体育趣
味运动会已成为学校的特色项目活
动。除此之外，学校每个年级都拥有
自己的特色活动，如七年级的广播操
比赛和跳绳比赛，八年级的“校长
杯”校园足球赛、汉字听写大赛、英
文歌曲大赛和物理知识竞赛，九年级
的篮球赛等。

“综合素质的养成从来都不是一句
空话，落实到我们日常工作中，就是要
把国家规定的校本课程开齐、开足、开
好。与此同时，把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
办好，取得实效，做出品牌影响力，让孩

子们在其中真正获得快乐，探索到自
己的无限种可能。”汪炜杰说。

事业伊始，却不乏阻力。汪炜杰
坦言，在此之前，学校多多少少存在
中考课程占用其他非考试课程的现
象。对此，他力排众议，将排查课时
占用现象纳入教学检查长效机制。“国
家规定的课程时间是经过科学验证
的，按照正常教学流程，教师一定能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教学计划。”
汪炜杰反对额外增加课程时间，一来
挤压其他课程增加学生负担，二来也
必然会降低教师的课堂效率。在汪炜
杰看来，素质教育培养的阻力大多来
源于人们对于学习和放松的狭窄认
知，看似矛盾的两者其实彼此促进。

“孩子们要中考，开这么多校本课
程，还能把成绩搞上去吗？”当初不少
家长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汪炜杰用实
际行动证明了两者的可调和性。

如今，十一中的办学质量在全市
遥遥领先，同时，学校的社团培养也节
节开花。学生朱玫玥的“护花使者——
基于物联网运用植物生长远程看护系
统”获安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叶佳恒的“泥石流预警系统”在第
31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

“创意之星奖”。“旋风”足球队的孩子们
在池州市校园足球初中组联赛开赛的
五年中勇夺四次冠军，绳彩飞扬社的孩
子们在全市第三届中小学生跳绳比赛
中包揽初中组所有项目的冠军。

成为教师成长的铺路人
从普通教师成长起来的汪炜杰至

今都未离开一线教学岗位。“教师是毕
生的职业”，在汪炜杰看来，一线的教
学经历能够为他治校专业能力的提升
提供持续稳定的营养补给，也更能让
他懂得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做
教师成长的铺路人。

这一点，学校数学教师操斌感触
颇深。在他的特级教师评审之路上，
从提醒课题申报开始，到最后材料的
准备，甚至细化到如何封装封面，汪
炜杰一路扶持。“整个评审过程非常顺
利，汪校长的指点干货满满，让我少
走了不少弯路。”操斌说。

“我们理解老师评职称的不容易，

因此学校领导层会最大可能地从学校
的制度上向职称评定的教师倾斜，我
个人也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教师达成
目标。”身为校长的汪炜杰曾多次在市
级会议上提倡要建立教师表彰的长效
机制，“目的就是为我们的教师多增加
一些机会”，他说。

目前，学校已形成一套教师培训
机制，每学年组织一次青年教师教学
评比展示活动，邀请有关专家、领导
来学校进行评课指导。每学年举办一
次“池州十一中教师高峰论坛”，为优
秀骨干教师搭建舞台，营造激励氛
围。要求45岁以下中青年骨干教师每
学年必须开一堂高质量的示范课、作
一次专题发言、写一篇论文或取得一
项科研成果，对有一定影响力的科研
论文、发表著作、学术研讨给予奖
励。加强科研与教学的整合，实现教
师由经验型向科研型转变。引进竞争
激励机制，鼓励冒尖，使骨干教师实
现业绩认同。

身为特级教师的汪炜杰，总是善
用身边的教学案例与教师交流分享。

“听汪校长开会，很带劲。”崇尚务实
精神的汪炜杰很少在会议上讲空话、
搞形式主义。他在全校教师大会上的
发言让学校教师刘霞印象深刻，“学生
反映作业多，关键是教师要对习题集
上的作业进行二次消化，要制定出符
合班级学生实际情况的作业，而不能
一味地拿来，这样的‘拿来主义’只
能让我们的学生浪费大量的时间，做
无用功。”汪炜杰总是能非常敏锐地把
握住最关键的问题，并且提出可操性
极强的建议。

“校长的发展是前提，老师的成长
才是根本。我们希望让更多的青年教
师成长为优秀教师，甚至是教学带头
人。”为此，学校专门出台“教师专业
发展规划方案”，希望扶持一批36岁
至55岁的高级教师，向特级教师和正
高级教师进军。到2021年，力争在现
有基础上再增加1至2名特级教师或
正高级教师，激励36岁至55岁的高
级教师勤于教研出成果。

打造校长团队促区域提升
2018年4月，汪炜杰被遴选为教

育部“校长国培计划”——卓越校长
领航工程第二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
学员。同年12月，国家级名校长工作
室“汪炜杰校长工作室”在十一中正
式挂牌成立，工作室有8名来自池州
其他中学的校长。池州市教体局工委
书记、局长胡学慧对记者说：“希望依
托校长工作室这一平台，带动区域中
学教育的整体提升。”

“我们9个人有一个微信群，经常
在一起讨论问题、分享收获。”每次外
出到其他地方的学校考察，汪炜杰总
是会提前在微信群告知一声，并鼓励
大家一同前往。“外出学习很长见识，
希望大家能和我一起分享这些难能可
贵的机会。”汪炜杰说。

对青阳县朱备学校校长郑庆祝来
说，在他的校长之路上，工作室为他
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今年3月，他和汪炜杰一起参加
了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的诊断调研
活动。“不出去不知道，出去之后才能
在其他学校的优秀经验中发现自己的
问题。”此番出访，让郑庆祝感触颇
深，尤其是中营小学的“导学教育”
课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归来之
后，他开始逐步规范学校的课程改
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工作室的
平台上真的有太多的宝贵收获”。郑庆
祝对学校未来的课程改革之路愈发坚
定。

“我们的工作室有一句名言：不要
走在我后面，因为我可能不会引路；
不要走在我前面，因为我可能不会跟
随；请走在我身边，做我的朋友。”从
教25年来，汪炜杰先后获“安徽省优
秀共青团干部”“池州市优秀教育工作
者”“池州市十佳师德标兵”“安徽省
特级教师”和“池州市拔尖人才”等
荣誉称号。而他希望，发挥校长工作
室平台的最大功效，借力使力，有更
多的校长与他同行，共同成长。

“我们倡导成员深度学习教育理论
并互相分享所得，致力于行动研究中
解决真实的教育问题，持续推动每一
所学校聚焦于内涵发展，追求在可见
的未来形成区域内有特色、可辐射、
能引领的校长专业发展平台。”任重道
远，汪炜杰依旧坚信。

池州市第十一中学校长汪炜杰——

发掘教育的无限美好
记者 方梦宇

中国好校长

小档案：
汪炜杰，安徽省池州市第

十一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
教育硕士，正高级教师，安徽
省特级教师。安徽师范大学硕
士生导师，安徽省首批中小学
优秀校长工作室首席负责人，
池州市教育学会副会长。池州
市第四次党代会代表，池州市
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

教育本身就是一项充满无
限可能的事业，可能性总是无
限美好，很庆幸我能参与到发
掘这些美好的事业之中。

——汪炜杰

码市中学地处距湖南省江华瑶
族自治县县城120多公里的瑶山深
处。外地教师不愿来，本地教师不
安心，优秀教师留不住。“我的学
校，我的家，春风十里不如它。”江
华县码市中学校长李荣胜说，32载
春秋，寒来暑往，码市是一个离开
了会想念的地方，码市中学这所有
乡村味道的学校承载着他的教育理
想。

织就山水育人文化
码市中学屹立于山水间，依山傍

水。山水成为孩子们最熟悉的事物。
码市中学教师抛出这样的问题：

偏远的瑶乡寄宿制学校，学生生活单
调，他们最缺什么，校园最缺什么？

这也是李荣胜所深思的。2016
年，李荣胜决定开发学校后山，做

“山水”文章。挤出数十万元经费，
先后修建了学校前坪的假山鱼池、
教学楼前的花坛、运动场边的君子
园、女生寝室前的紫藤长廊，把荒
僻的后山改建成一个精致的小公
园。随李荣胜漫步，在郁郁葱葱的
林木中蜿蜒曲折的山间包谷石小路
上，时而听到琅琅读书声，时而是
鸟儿歌唱，亭宇里师生聊理想、谈
读书。

“原来课余饭后师生因没有去
处，或待在房间，或闭门坐教室，
现在这个后山公园成了师生散步、
聊理想、谈人生的地方。”这是他对
教师抛出问题的回答。

“文化是一所学校的血脉，是校
园的魂，是师生的精神家园。校园
山水文化借助多样空间，无形而浸
润人心。”这成了码市中学教师的共
识。

李荣胜在不断的思考中发现，校
园环境变好了，仍然缺少了“魂”。李
荣胜带领班子不断探索“山水”育人，
织就校园文化，用“山水”滋润瑶山学
子。通过反复的论证思考，结合实
际，确定打造有乡村味道的校园文
化的目标，提炼出“乐山乐水 和
谐成长”校园文化思想，并从中引
申出“仁的教育”“智的教育”“乐
的教育”“美的教育”四大主题。最
后还要达成“每个孩子都是最美的
风景”这个育人目标，帮助孩子在
自然生态环境中快乐和谐成长。“师
生沐浴山水灵性，享受山水风华，山
水文化、山水的精神也无时无刻不影
响启迪着学生。”李荣胜详细地说起
四大主题，内心激动不已。

同时，码市中学还着手将各村的
文化融合进学校后山公园中，进行文
化升级，打造学校中的村寨文化大观
园：进学校就是走进了各村，了解各
村的风土人情。

回归德育育人真谛
码市中学地处边远偏僻瑶乡山

区，教师不愿调来，来了不安心，成长后
就考入城区。新老教师多，优秀教师
少；留守学生多，基础参差不一；厌学的
学生多，家长对孩子放任自流的多。

在李荣胜的眼中，每名学生都有
自己的天性，他要想办法扭转学生普遍
存在的厌学现状。根据学生的特点，身
体、心理、思想存在着的明显差异，码市
中学按年级实行分级德育：七年级主
抓行为习惯，八年级德育面向励志，
九年级德育鼓励追梦。学生进校后
经过一年的习惯养成，再学会在困难
中明确人生目标，最后通过一年的不

懈奋斗，实现青春梦想和人生价值。
“按照年级实行分级德育，也正

是紧密切合学校‘仁智乐美’四大主
题教育的，打造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让教育回归真谛。“李荣胜说。

码市中学结合实际想方设法拓
展德育队伍，整合学校、家庭、社
会各方面的育人力量，聘任各村、
社区有威信、热爱教育、关心学校
的村组干部、人大代表、党代表等
为学校的校外驻村德育辅导员。利
用双休日、节假日孩子在村里的时
候，开展“亲子同领奖”“村校共开
瑶族文化展演”等系列共建共育活
动，打造“家校和村校”共育育人
环境，破解“5+2=0”难题，家
校、村校共育效果明显。

胡龙乾、韦熙翰、胡启业是码
市镇锦坡村的孩子，也是学校“火
烧龙狮”配乐打鼓主要队员。通过
家校共育，学校及时看到了学生的
特长、闪光点，让学生找到自信，
促进了他们的成长。

廖继胜是码市镇咸佳村村支
书，也是村里的德育辅导员。在他
看来，学校现在建立了学校、村、
家长三位一体的德育体系，能够全
面对孩子进行有效监管，这促使孩
子们养成了很多的好习惯。

“乡村学校课程单一，以国家规
定课程为主。同时，因片面追求分
数，‘副科’成为‘配角’，课程多
元化成为真空。”李荣胜坦言，学校
德育教材并没有形成系列。他正着
手开发德育“人生素养”系列校本
课程、教材，配套“仁智乐美”，真
正提升学生的人生素养。

赋予活动育人魅力
“活动最受学生喜爱，能让学生

真正快乐起来。”码市中学结合学校
学生的实际，将每节课从45分钟减
少到40分钟，重点实施“一班一特
色”“一生一特长”创建活动。目
前，全校共建成剪纸室、书法室、
木刻室、石艺室、科创中心等高标
准社团近30个。

“每天挤出的40分钟，就用来开
展班级特色活动。周一、周三为‘一班
一特色’活动，周二、周四为‘一生一特
长’活动。”李荣胜说，2018年度学校
两次被评为全县教学质量监测一等
奖，成为全县仅有的两所学校之一。
这个举措受到了师生的欢迎，学生的
成绩并没有下降，反而有所提升，学生
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014年，码市中学把湖南省非
物质文化遗产“火烧龙狮”引入学校，
成立龙狮社团，开发龙狮校本课程。
课程获得了省优秀校本课程三等
奖。2017年，学校建起校园书吧和
班级图书角，开设阅读课，让全校师
生都能参与到阅读中。广泛、随时的
阅读成为可能，让越来越多学生爱上
阅读，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码市中
学还分年级举办家长开放、舞狮表
演、班级合唱、个人独唱、特长展示、
班级文化展示等活动。

羊华，一名有严重厌学情绪的
学生，曾经辍学在家两年。后来李
荣胜和教师把他劝回学校，羊华被
学校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他爱上
了校园。毕业当天，他和李荣胜
说，校园是欢乐的海洋，他越来越
感受到待在校园的幸福，将使他受
益一辈子。
（作者单位：湖南省江华县教育局）

码市中学校长李荣胜——

乡村学校要有乡村味道
唐世日

乡村校长

汪炜杰 （中）
经常随时随地询问
学生的想法，倾听
学生的心声。

傅祥 摄

真实需求“激活”家庭教育团队

要有好的家庭教育，优秀的家庭教育教师
指导团队是关键。开始，李美芳、杨梅、寇新
旺等部分热爱家庭教育的教师自己买书自学，
还多次自费参加家庭教育和心理培训班来丰富
提升自己。经过几年的努力，目前已成立了家
庭教育讲师团和志愿者协会，针对情景剧的演

出还健全了讲师组、设备组、文秘组、指导组
等12个组织。

“我的孩子上课不向老师提问、不敢大胆发
言。鉴于此，我与家人、孩子交换了意见，决定
互换角色一起演一个情景剧来鼓励、引导她。
全家人先是一起观看了《胆小先生》《一个人的
毕业典礼》，然后嫁接了自己家庭里真实的生活
片段编写了《我能大声说话》。一家人互换角

色、修改剧本、研讨剧情，就这样，我们家庭的情
景剧《我能大声说话》走上了舞台。”六年级（1）
班家庭教育团队的家长志愿者韩庆会说。

在这里，师生家长缔结成一个团队，通过
生动的舞台链接真实的样态，更有效地发现、
解决问题。至目前，已发展成由家庭教育教师
26 人、家长志愿者 68 人组成的家庭教育团
队。其中，1人获潍坊市优秀家委会主任称
号，1人获评为潍坊市亲子共成长工程先进个
人，有山东省家庭教育种子教师6人，寿光市
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主持人2人。

真实体验“复活”家庭教育剧本

学区家委会主任武韶礼说，围绕学生不同
阶段特点、认知需求及家长、家庭发展任务，
细化了不同学段的情景剧家长课程目标，从学
生发展、教养策略、家庭建设、家校共育4个
领域，设计若干情景剧家长课程主题，面向师
生、家庭、社会征集典型案例。目前，确定的

幼儿园、小学低年级、小学高年级、初中4个
学段情景剧家庭教育剧本的案例分别有24、
36、36、28个，并全部编写成了剧本，已搬上
舞台的分别有11、13、10、12个。

高新技术开发区六年级（2）班郭姝娴的
家长郭凤杰说：“孩子玩手机是俺3年多来的
心病，我提交的案例竟然被选中了。把真实的
家庭生活情境、冲突细节写进了剧本，并以
《孩子，请放下手机》原生态地搬上了舞台，
自己也参加了演出，更高兴的是困扰俺多年的
难题解决了，俺家真变样了！”

真实剧场“盘活”家庭教育阵地

农村农活多，群众出村参加活动不容易，
为了提升家长的教养策略、育人能力，学区把
情景剧搬到村庄、社区，把教育送到了家门
口。学区开展这种活动已经两年多了，到后来
社区也自发组织了情景剧演出。如今，情景剧
特色家长课程已辐射到寿光市的各个学区。古

城小学2014年以前每次参加家长课程培训的
不足60%，自开展情景剧特色家长课程以来，
现已达到了90%以上。

“以前，我妈总是拿着我和人家比，总是
说，你看你，你看看人家，你怎么这么笨呢？
自从看了情景剧 《慢慢来》，现在对我可好
了，我也愿意和妈妈交流了。”北洛小学六年
级（2）班刘晨洋说。

当前古城学区的家庭教育通过需求体验式
情景剧特色家长课程的实施，已呈万紫千红之
势，群众的满意度逐年攀高，北洛初中和开发
区小学获评为潍坊市家庭教育示范学校，其他
学校均评为获寿光市家庭教育示范学校。

“打造特色课程，延伸家庭教育的新阵
地，转变家长观念，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
重家风，促进每个家庭和睦幸福，是我们每
个教育人的责任。”寿光市教育和体育部门领
导说。

（于乐颂 李向进 卢志军）

需求体验式情景剧“浸润”家庭教育
——山东省寿光市古城街道教育学区开展特色家长课程纪实

“这不是我说的话吗？这演的就是我呀，我怎么是这个形象！嗨，真是丢死人了……”这是
一位家长在观看需求体验式家长课程情景剧时，发自内心的感慨！这已是山东省寿光市古城
街道教育学区组织的第43次情景剧演出。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寿光市古城街道教育学区立足家
校合育制高点，将现实原生态的家庭生活情景搬上舞台，让家长、学生、教师来共编、共演、共
听、共赏，悄悄改变着一方教育生态。

古城学区的情景剧家长课程的实施，从学生发展、教养策略、家庭建设、合作共育等四
个领域、以多个主题来设计课程。不囿于固定地点，除学校外，还延伸到了社区、街道、广
场，因参与度高、参与面广、实效性强，悄悄改变着学区的办学质量，近几年第三方办学满
意度调查中，该学区办学满意度从94%提升到了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