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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干净整洁的操场上，孩子们在
打球、跳绳、跑步、跳竹竿舞、扭呼
啦圈、练鼓号……”每周三下午，广
西贵港桂平市社坡镇中心小学学生进
行正常的乡村学校少年宫活动，整个
校园生机勃勃，学生井然有序地欢动
着，跳跃着。

校长曾鹏认为学校就是一个家，
校长作为家长，就必须用心经营好这
个家，关心这个家的每一个成员。

校园文化的设计师

2014年 11月，曾鹏从桂平市石
咀镇第二中学到社坡镇中心小学担任
校长。“小学和初中不同，从零开始，不
过我认为，反正都是办教育，教育管
理、模式规律应该是一样的。”曾鹏这
样描述他彼时到任的心境。

“当时学校设施设备比较陈旧，
没有运动场、跑道、教师住房，文化
沉淀似乎也很稀薄。”曾鹏回忆说，
一所好的学校，首先需要有一个好的
学习环境。当时恰好遇到广西大力推
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遇，乘着这股
东风，他开始落笔绘制校园新图景。

研讨、交流、分析、总结、提炼……
曾鹏与领导班子以及广西师范大学孙
杰远教授团队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制
方案、建制度，做到依规教学，依法
办学，实现了规范化管理。几年后，

社坡镇中心小学旧貌换新颜：相继建
起新教学楼、教师周转房、一个标准
化足球场、多媒体阶梯教室、学生实
验室、心理咨询室等。学校，成了孩
子们温馨的成长家园。

曾鹏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校园文化
建设。经过考察，结合“责任、进取、博
爱、雅行”的校训，他提出了“雅和”文
化设想。“雅和”核心文化，倡导的是

“雅而有致，和而不同”的教育价值
观。最终主旨是打造儒雅教师、培养
文雅学生、创办优雅学园。

为丰富校园文化内涵，曾鹏带领
全校师生对校门、走廊、教室、办公
室等地方进行改造，教学楼各楼层的
墙体上都绘制有精美的背景图，走廊
的围栏墙体则展示《弟子规》《三字
经》等国学经典。

“雅和”理念下，曾鹏开始组织
全体师生设计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
活动。除常规的体育课、早操、眼保
健操，每天还设置30分钟的快乐大
课间活动。大课间活动有特色操，如

“三字经操”“小苹果操”“兔子舞操”
“跑步操”“十全甩手操”等。每天或每
周选其中一种操，交替进行，特色操结
束后，各年级在教师的带领下分散到
指定场地进行分年级活动。大课间活
动促进了师生间、生生间的和谐关系，
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着积极向
上、向善、向美的学风、校风。

“一花开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曾鹏作为镇中心学校校长，
还管辖25所村小（教学点）。在他的
带动下，许多学校华丽转身。

学生成长的好榜样

走在校园里，偶尔能看到学生扔
的小纸团、烂笔头或家长丢弃的烟
头，曾鹏会主动弯下腰，轻轻地把垃
圾拾到垃圾桶里。在他潜移默化的影
响下，学校里“弯腰”的小身影随处
可见。

“捡垃圾就是为了不捡，给学生
树立一个榜样。现在校园里里外外，
干净整洁，我也不用再弯腰了。”曾
鹏告诉记者，现在校园里除了几个供
装运的大大的垃圾桶以外，学校不再
设置垃圾箱。

“每天，校长是第一个来到学校
的人，也是最后一个离开学校的人。
他笑容和蔼，没见他迟到过。”学生
胡惠杰说。

曾鹏一直认为，实践出真知，动
手能力与智力相互促进。在他的倡导
下，社坡镇中心小学先后举办了七届
美食文化节。学生在美食文化节上各
显神通，拿出“煎、炒、煮、烤”看
家本领，制作油饼、饺子、丸子等佳
肴和大家分享。更重要的是，学生的
心智随着动手能力的提高而成长。

曾鹏也很注重学生良好个性的培
养。学校开设有羽毛球、象棋、舞
蹈、画画、十字绣、书法、竹竿舞、
鼓号等近20个项目课程。本着让每
一名学生“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的原
则，学校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
自愿报名，全员参与，教师全程管理。

小学是基础中的基础，不像中学有
中考、高考作为评估，小学没有升学考
试。所以他常说，小学的教育是个良心
工程，这个良心工程就是师生的归属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教师成长的领路人

“以前我比较自卑，总觉得自己
做什么都做得不够好，连上个校级研
究课都能让我失眠好几天。”教师陆
淑虹笑着说。

陆淑虹的改变是在“曾鹏校长来
了之后”。她告诉记者，曾鹏不仅倡
导组织各种校内研讨活动、赛课活动
等，还鼓励、带领教师参加各级各类
教学比赛。就这样，陆淑虹在不断听
课、评课、比赛、学习中，教育教学理念
不断更新，课堂教学能力不断提高。
近几年，她多次在桂平市的教学比赛
中获奖。“我能进步这么快，离不开曾
校长的培养。”陆淑虹动容地说。

“学校能走多长、跑多远，关键
在教师。”曾鹏说，考虑到学校年轻

教师（平均年龄为32岁）多、文化
程度参差不齐的现状，他提出了“以
老带新”的办法，同时选派年轻教师
参加“国培”计划、“区培”计划、“市培”
计划，邀请校外名师到校指导，不断开
阔教师的眼界，引领年轻教师成长。
他给教师定调：一年成型、三年成名。
一年就能拉出来遛遛，上公开课、上表
演课、上比赛课。三年成名，成名后就
可以传帮带新教师。

很多校长说他好胜严苛。曾鹏认
为好胜是好事，不是坏事。教师古卓
灵刚到学校不到一年，不停地备课、
试课、磨课，学校领导、辅导员、骨
干教师都来帮忙。在今年桂平市4月
中旬的音乐课堂教学比赛中，古老师
荣获二等奖。

桂平市新课程改革，曾鹏是第一个
敢“吃螃蟹”的人。他带头编写课程改
革方案、导学案，带领教师开展随堂课、
研讨课、师徒课、竞赛课和示范课，社坡
镇中心小学课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当我们的课改工作在全镇推广
的时候，其他乡镇嗅到‘味道’，慕
名而来观摩、学习、交流，课改经验
变成了全市推广。”曾鹏说。

“擦亮每一个日子，呵护每一个
孩子。让每一个孩子发展，让每一个
生命精彩。”这是曾鹏对教育的最好
诠释。“作为校长，我的职责就是做
好学校当家人。”曾鹏如是说。

擦亮农村孩子每一个日子
——广西桂平社坡镇中心小学学生全面发展侧记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叶蓓蓓

每天早晨7点整，滕玉英准时
来到江苏省海门市东洲中学（下文
简称“东洲中学”），在办公室里稍
作调整之后，便在校园里四处走走
看看。此时学生已经开始晨读，滕
玉英习惯性地在窗户边停留片刻，
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有时她也会
顺手拿起手机拍几张照片。就是在
学生琅琅的读书声中，这位有着30
余年教龄的女校长，开始了一天的
辛勤耕耘，在对情智教育的不断探
索中且行且远。

探索有人情味的情智教育

1988年，滕玉英从南通师范学
院毕业后，被分配至东洲中学任教
物理，至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所
学校。学物理出身的她，理论基础
扎实，教学业务精湛，屡受市委、
市政府的嘉奖。任职校长时，她已
经是南通地区颇具盛名的物理名师。

在很多人看来，荣誉傍身的滕
玉英很圆满，她对这些年取得的工
作成绩也颇为肯定。直到2008年，
滕玉英参加了一次国家级送培进藏
活动。入藏前，她认真梳理了自己
20年的初中物理教学经验，心底却
产生了一丝疑问。此时的滕玉英想
到了一名女学生曾经对她说过的
话：“老师，你课上讲过的题目我会
做，你没讲过的我不会。”“一名优
秀的教师，应当要让学生拥有带得
走的能力。‘情智’二字冒了出
来。”回忆起探索情智教育的初衷，
滕玉英如是说。

在西藏的那些日子，滕玉英遇
到了许多优秀的教师，他们对教育
的热爱与坚守，深深地感染着她。
站在物理教师的角度，她对于情智

进行了最初的探析：对教学要有
“三情”，即教学的热情、激情乃至
痴情；对教学要有“三思”，有思
考、有思路、有思想。后来，她撰
写了关于情智教育的第一篇论文
——《情智：物理教学的追求》。

也正是情智二字，又一次唤醒
了滕玉英对物理教学孜孜以求的渴
望与探索。2009年，滕玉英加入了
南通市名师培养梯队。在导师的指
导下，她反复琢磨自己的课例，站
在新的高度诠释了“三情”“三智”
的意义：“三情”包含了教师的教学
激情、教学内容和空间的情境创
设、学生的学习好奇心和求知欲，

“三智”指的则是教师的反思力、教
材中蕴含的物理思想和方法、学生
的思维能力培养。

3年后，“滕玉英名师工作室”
正式在海门市挂牌。第二年，她参
加了江苏新时空名师讲堂，执教

“牛顿第一定律”。课后，专家对她
的情智物理教学主张，给予了积极
评价：让物理学科充满了人情味。
在一次次的交流与磨合中，滕玉英
不断丰富着情智物理教学的内涵解
读，提炼出实施策略三融合：学科
立场与学生立场相融合、情感与智
慧相融合、创新与审美相融合。

滕玉英对“情智物理”的探索
从课堂向课外拓展。2014年新年刚
过，她带着学校的物理教师一起去
无锡参加一次业内的新年座谈会。
当走进主办方设置的“比特实验
室”参观时，现场的景象让他们颇
为震撼。智能化家居、物联网的应
用……滕玉英默默记住了这一切，
新学期开学后，她立即开始着手设
计实验室建设方案。当年暑假，东
洲中学“比特实验室”应运而生。

基于“比特实验室”带来的灵感，
滕玉英带领着物理组的教师一起进
行“1+X”课程开发。

“我们鼓励学生在做中学、学中
思、思中悟，给予他们不同的可供
选择的课程，除了笔头作业，还有
小制作、小论文、小发明。”滕玉英
说，即使笔试成绩不优秀的学生，
也能找到一技之长。

滕玉英创设的情智物理教学模
式获得2018年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
成果二等奖。在她的带领下，东洲
中学先后被评为江苏省最具影响力
学校、江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
成为当地有口皆碑的一流学校。

培育共同成长的家园

共事20余年，在副校长葛强的
眼里，滕玉英天生就是做干部的材
料。学生时代是学生会干部，一到
学校便任职团委书记，再到后来做
教务主任、副书记、副校长、校
长。然而，滕玉英自己知道，世上
哪有一帆风顺的道路，何况是在备
受关注的重点初中任校长。

2007年，滕玉英开始主持学校
校务会议。台上，她讲得兴致勃
勃；台下，教师听得马马虎虎。滕
玉英坐不住了，向她的师父——原
校长张炳华倾诉自己的苦恼。张炳
华慢慢悠悠地怼了她一句：“一直是
你一个人讲，谁要听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东洲中学是
一个大家庭，所谓“众人拾柴火焰
高”，何不让大家一起来讨论，碰撞
出更多的管理智慧火花？

邀请学校优秀的班主任来讲讲
“治班之道”，是滕玉英最先想做的
事。黄勇由此成为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当天，他走上讲台，认
认真真地作“会做偷懒的班主任”
专题报告。对于他来说，这是工作
后他第一次对自己的班主任工作进
行全面的梳理。而对于台下的教师
来说，黄勇报告提到的很多内容，
他们感同身受，更容易发现彼此的
差异，找到改进的方法。

从那以后，学校的校务会议，
除了校长讲话，还有班主任讲“我
的治班之道”、骨干教师讲“我的精
彩课堂”、外出学习者讲“我的学习
体会”。两周一次的校务会议变成了
彻彻底底的“东洲大讲堂”。

海门教育主张“强毅力行，追
求卓越”，深刻地影响着每一名教育
实践者，同时也引领着每一所学校
的发展。滕玉英继承了张炳华“智慧
管理”“心理教育”的精髓，并与自己
的“情智物理”相融合，将其推广至全
学科。据此发展出由“情智德育、情
智管理、情智课堂、情智课程”四板块
共同构成的初中情智教育。

滕玉英还创造性地实施金、
木、水、火、土五大工程，包括培
养名师的“金穗行动工程”、因材施
教的“育才行动工程”、心理教育的

“蓝海行动工程”、创新人才的“火
炬行动工程”、校园文化的“沃土行
动工程”。这五大工程延伸和演绎着
情智管理的思想。

学校欣欣向荣的背后，是滕玉
英全身心的付出。2013年，身为高
级工程师的丈夫因一次意外事故被
送进了医院。同事们想好好安慰
她，却发现她一如既往地延续着那
种风风火火的工作热情，丝毫未受
负面情绪的影响。

“她的坚强让所有人敬佩不已，
她是一位好妻子，更是一名好校

长。”葛强说。

言传身教惠及更多的教师

2004年，刚刚师范毕业的姜栋
强被分配至一所乡村初中执教物
理。3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滕
玉英听了姜栋强的一节课。课后，
她询问对方是否愿意做自己的徒
弟，姜栋强高兴地答应了。如今，
刚满36岁的姜栋强已是东洲中学的
教务主任，并于近两年先后被评为
南通市学科带头人、中学高级教
师。这一切的改变，自然离不开滕
玉英的谆谆教导。

即便拜师已有12年，姜栋强觉
得滕玉英的身上总拥有那么多用不
完的能量。平日里，滕玉英喜欢前
往徒弟们的课堂听课。一节课下
来，她不会满足于简单做点评，而
是会诚恳地说：“下节课我来上，你
来听听看。”一节示范课结束后，她
会在第二天，就将课堂实录整理出
来发给徒弟们看，与该堂课相关的
学术论文最晚在第三天也能完成。
这样的高效率，起初让徒弟们颇为
惊讶，时间一长，徒弟们也都纷纷
效仿，并内化为自己的习惯。

最让姜栋强感动的是日常相处中
的那些点滴细节。“她来到我办公室，
看到我忙得脚不沾地，就会笑着说，

‘嗯，不知道最近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怎
么样，我来批个50本作业看看’。其
实她就是想帮我减轻一点儿工作量。”

这些年，随着海门市“滕玉英
名师工作室”和“南通市中青年名
师工作室”的先后成立，像姜栋强
这样得到滕玉英悉心指点的年轻教
师越来越多。而通过这些年轻教师
的努力，滕玉英情智教育的理念也
辐射至海门、南通乃至更远范围。

对待徒弟尽心尽力，对待其他
教师，滕玉英同样也是全力以赴。
为了提升学校教师整体专业水平，滕
玉英决定充分发挥领军人物的作用，
系统组建情智教育名师学科工作
室。按照年龄，她将教师分成三个层
次，强调“年轻教师上好公开课、骨干
教师上好展示课、带头人上好示范
课”，形成“备课组教研、学科部教研、
全校大教研”三阶梯。她把全校大教
研也推到“东洲大讲堂”，同时按照听
课、议课、评课三个环节，鼓励全校教
师一起参与教研活动。

一天晚上，滕玉英收到了一名
刚刚上完公开课的年轻教师发来的
短信：“校长，谢谢你今天给我这样
的机会，我很感动，今后会好好努
力的。”短短几句，让她听到了年轻
教师渴望生命拔节的声音。这种声
音，也让到了知天命之年的她欣慰
不已：“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在退休
之前，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教
师，他们是学校的希望，也是整个
海门教育的希望。”

江苏省海门市东洲中学校长滕玉英——

深耕情智教育，与师生共同成长
本报记者 潘玉娇

中国好校长

乡村校长

剪影

“无论是给学生上课，还是管理学校，我
都是靠站稳讲台来站好岗位。”1991年从教至
今，王强从未离开过教学一线，站稳讲台上好
课，是他做教师、做副校长的安身立命之本。

中午时分，火辣的太阳铺在四川省犍为
第一中学（下文简称“犍为一中”）2017
年才投入使用的新校区。下午第三节课上课
铃声响起，王强用胳膊夹着教材和备课本，
走进高二（15）班的教室。这节课，他给
学生上新课，内容是求函数的最值问题。

课堂引入中，王强板书了几道题目，抽
点了两名同学上讲台在黑板作答。教室内，
九台吊扇，外加讲台两侧的立式风扇一起卖
力地工作着。学生一边用手指压着练习本的
左下角，一边将黑板上的题目誊抄下来仔细
演算，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出答案。风扇
的呼呼声，盖住了全班48名学生在练习本
上演算题目的急迫。

王强走下讲台，来回踱步。手里捏着点
触笔的他俯下身来查看学生答题，抿着嘴微
微点头，似乎心里有数，又抬头看看讲台上
正在板书的学生，脸上露出斟酌的神情。

“知识是拿来用的哈”，一句夹杂乐山方
言口音的普通话，带着恳切的语调，打破了
教室里此时单调沉静的风扇呼呼声，但没有
打断学生作答。

几分钟后，讲台上答题的同学回到座
位，他三五步快走上讲台，重新唤起全班学
生的注意。黑板中央是他自己精心整理的知
识要点与例题梳理，方才学生的解答此时与
自己的教案两相对比，清晰呈现着。

今天这堂课王强主讲数学选修教材，通过
课堂反馈，他发现学生在运用知识的过程中普
遍表现出的问题是“只要结论不要条件”。

王强老师神态略微内敛，平常喜欢腼腆
地笑。但当他站上讲台，状态却有了不同，
课堂似乎点亮了他的魔力。他评点学生毫不
迟疑，通过讨论互动的方式传递给学生数学
思维的严谨逻辑，两名同学的板书成了他同
全班同学共同勾连知识点、复盘解题思路的
引线。讲起数学如数家珍的他，语速极快，
不出三五分钟，这道例题在他与同学的互动
中，点评了不下三种解题思路。学生跟着踊
跃互动，大胆提问。解题与讲题这个一静一
动的阀门，由他掌控。

1991 年王强从重庆师范数学专业毕
业，被分配到乐山市犍为县罗城中学。高中
的教学生涯开始并不那么顺利，他才待了一
年，第二年就因为教务安排需要去了初中，
教了一届后才辗转回到高中。

犍为一中校长胡泉在1991年就和王强
认识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提到王强

“服从学校安排，很踏实，调去初中也没有
怨言”。胡泉是比王强早一年进入教学一线
的学长，王强常主动向他请教备课和教学的
经验与方法。在胡泉看来，王强从普通数学
教师，到数学教研组长，再到教务副主任、
主任直至副校长，职务上“一步步地前
进”，却在教学上“谦虚了二三十年”。

“不整好觉得不对，不巴适 （四川
方言：不舒服）！”王强说。

“热爱一件事，会变得专注并坚持。”王
强喜欢数学并且在数学战线上战斗了 28
年。其实他一开始选大学专业时，“家里不
懂，自己也不懂，作为农村的孩子想到的是
只要能离开农村”。谈起职业选择，王强很
坦诚。但不难看出，王强身上那股认真劲儿
恰恰让他在数学这条路上越发有兴致。

在王强的教师生涯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教
1998届高中班。当时他还在罗城中学，因
为是自己亲自带的第一届高中班，平时和学
生一起讨论解题方法的机会多，互相促进。
这种“很亲近”“师生间隙很小”的教学氛
围王强特别喜欢，多年后，他提出“启发式
课堂”，放手，给学生学习空间，同他记忆
里的1998届高中班的氛围一脉相承。

王强提得最多的几个字是“把握课
堂”。在他看来，课堂是教师的根本，是与
学生产生关联不可替代的纽带，更是他如今
作为学校管理者安身立命的根本。如今的管
理职务与课堂教学安排上难免冲突，但王强
依旧在努力使两者成为前进的双轨。

“希望不留遗憾”是王强对自己教学提
的要求，实际上他做到了“尽心尽力”。“王
老师是所有老师中我最喜欢的。他金句多，
天天给我们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高
二（15）班学生黄仪说，大家都喜欢王老
师，也常常给他“提要求”。

学校副校长的办公室在行政楼，学生提
出找王老师辅导数学不方便，希望他尽量在
教学楼里的教师办公室办公。为此，现在只
要没有紧急的行政工作要处理，他基本都在
教师办公室，方便学生“随叫随到”。

在王强眼里，课堂是自由之地，学校是
价值之所。

2017年，犍为县成立名师工作室——
王强工作室，有12名成员。“对年轻人多关
注”常挂在他嘴边。曾经一位青年教师连续
教了三年高一，信心备受打击。王强主动担
任其指导教师，花费心力与时间帮其整理教
案，恢复其自信心，这位年轻教师在他的指
导下，迅速成长为了高中数学骨干。

在胡泉看来，治学与治校，王强在协调
两者平衡时，就如同面对他所热爱的数学教
学事业那样，一直在技巧与热忱之间把握平
衡。王强就像学生身边的垂范者与引路人，
在校园这一方热土上，找到基点，然后稳步
前进，保持积极思考与判断。

驰聘在
校长自由之地

本报记者 倪秀 实习记者 陈朝和

小档案：
滕玉英，江苏省海

门市东洲中学校长，东
洲教育管理集团总校
长。江苏省物理特级教
师，中学正高级教师，
江苏省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先进个人，教育部第
二期中小学名校长领航
班成员。

一 名 优 秀 的 教 师 ，
应当要让学生拥有带得
走的能力。我最大的愿
望，就是在退休之前，
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优秀
教师，他们是学校的希
望，也是整个海门教育
的希望。

——滕玉英

滕玉英滕玉英（（中中））在新教育展示课上在新教育展示课上，，参与学生的小组讨论参与学生的小组讨论。。 朱凤娟朱凤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