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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从世人眼中的“热点学校”
走进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十六中学这所

“薄弱学校”时，还是感到自己的预
估明显不足了：办学效益差，家长不
认同，社会不认可；优秀学生流失严
重，生源紧张；教师多年待在薄弱学
校，信心早已触底，失望情绪严重。

书法教学进课堂

经过进一步调查，我发现情况更
不容乐观：家长文化基础低，大多数
是社会基层的打工者。生存问题的确
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困难，良好的家庭
教育就更谈不上。孩子学习基础差，
欠缺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但最难能
可贵的是，孩子们都非常质朴。

作为校长，守住一所优质学校不
难，难的是如何把一所处在困境中的
学校带出低谷，走向良性循环，对学
生的明天有一个心安的交代。真正办
好学校，眼里就要看得见学生，心中
要装得下学生。

我时常静静地观察这群青春勃发
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很多孩子经常
坐不住，如何让他们能坐下来，保持
心的宁静，体会学习的乐趣？于是学
校从最具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入手，
让书法教学率先走进七、八年级课
堂。

走进课堂，只见窗明几净，素净
典雅，时尚的卷帘窗，装饰着墨宝的

墙壁，一应俱全的笔墨纸砚，统一配置
的毡垫，造型各异的漂亮花盆中盛开着
缤纷世界。盛满清水的花瓶中浸润着绿
植，活跃着几十条灵动的小鱼。整个教
室生气勃勃。很快，全校最温馨、最具
文化气息的书法教室改建出来了。

写好字与做好人

然而，专业书法教师的欠缺问题又
凸显出来。学校外派两名美术教师，在
最炎热的暑假到石家庄学习、进修，而
比气温更高的是两位教师的热情和责任
心。

书法教师对学生提出的第一个要求
是“坐下来、拿起笔、写好字”，引导
学生感受汉字和书法的魅力，激发他们
热爱汉字、学习书写汉字的积极性。

“写字也是育人，写字端正美观，做人
规矩谦和。”把“写好字”与“做好
人”相结合，让德育工作多了一个落脚
点。七年级重点学习曹全碑的隶书，八
年级侧重学习欧阳询楷书。在学习中，
学生逐渐体会曹全碑的俊美飘逸，体会
欧体的端庄典雅。

教师对学生提出的第二个要求是
“挺直腰杆闭住嘴，双脚抓地不翘腿”。
从坐姿开始训练，从握笔开始出发。当
学生从“照猫画虎”的形态，逐渐安静
下来进入宁静的境界时，书法课开始像
模像样了：学生上课听讲更专注了，负
责分发笔墨纸砚的学生也不再毛毛躁
躁。学生抢着帮助教师打扫书法教室，
替大家洗毛笔。下课交流各自的作品，
教师把它称为“我来写，你来评”环

节。
哪些字好，好在哪里？哪些字不

好，差在哪里？是线条、结构，还是章
法？审美在墨香中启动，激励在评说中
进行。每一个孩子都积极参与，既是书
写者，也是评论者，这里没有旁观者。

为让师生们看到高手，看到学无
止境，看到山外有山，学校邀请河北
师范大学书法研究所寇学臣教授，根
据学校特点和学生实际水平，开展书
法讲座、传授基础知识、进行临帖指
导和习作点评。随后学校成立各年级
书法社团，为学生提供了一个更自由
的“切磋”平台。每学一个阶段，就
展示学生的书法作品。兴趣永远是最
好的老师，学生学习书法，由被动参
与到主动接受。

学校还积极与本地的书协联系对
接，引进更多更好的社会优质资源，弥
补书法教师的局限。并且，组织全校师
生书法展，促进、提高教师的书法水平。
现在，经常会有一些教师到书法教室里
安静地写写字。书法氛围，渐渐从浸染
两名书法教师到浸染一群人。

找到自己的成功

书法教学是慢功夫，说是技术，更
是修行。虽然书法教学开展的时间不
长，但学生的书法水平较过去已有较大
提高，难能可贵的是，不少学生真正喜
欢上了书法，这让授课的教师心生喜
悦。练就一手好字，培养静心、耐心，
更培养意志力和一个受益终身的爱好。
学生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和教师的关

系更加融洽，学生之间的沟通也变得温
文尔雅。

当“写好字”成为学校师生的新追
求时，学校明确了这一时期的特色发
展：动以足球、静以书法、智以象棋
（国际象棋）、雅以诵读。动静结合，智
雅相映。书法进校园活动，起步晚，学
校更需要打好扎实的基础，做好长期的
准备。

有人说，没有爱好的学生，才可能是
真正的差生。其实，没有爱好的人生，不
也是人生的一大遗憾吗？学校通过不断
摸索实践，让喜欢运动的学生奔跑踢球，
喜欢歌唱的学生放声歌唱，喜欢诵读的
学生浅斟低唱，喜欢书法的学生笔走龙
蛇，喜欢下棋的学生对垒博弈……可能
这一切与成绩无关，但一定和成长有关；
可能这一切和各类考评无关，但一定和
学生一生的幸福生活息息相关。一个学
过琴棋书画的妈妈，对孩子总会是有积
极帮助的；一个热爱运动喜欢读书的爸
爸，总会在家庭中折射出更多的阳光。

“让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成
功”已经成为学校公认的核心价值观。
强健体魄，智慧头脑，优雅诵读，静美书
法。在育德中润心，在谦和中暖情。培
养优秀的人成为卓越固然可喜，培养那
些家里都不太抱有太多希望的孩子成为
有益于家庭、社会的人，同样功在当代、
利在千秋。当他们带着温暖、带着美好
离开母校，当他们带着感恩、带着更加细
腻的人性回望母校时，教育的温度是温
暖的。

（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市第十六中
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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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界有句名言：一个好校长
就是一所好学校。德才兼备，专业
性和热情的服务态度、高度的事业
心和责任感，让校长成为一所学校
的灵魂所在。学生、教师、家长，
所有人都会观察校长，一言一行，
或加分或减分。作为校长，对自己
也应有一个“内省”过程，什么该
多做，什么行为不要做、不可做。

“新官上任三把火”，有些新任
的校长，为了揽络人心，证明自己
的能力，在大会上大谈不切实际的
办学目标，在教师待遇上作几点口
头的许诺。学校工作是务实性的工
作，校长管理学校、管理教师，不
能光喊几句响亮的口号。从学校长
远发展上看，办学目标要切合学校
实际，校长要务实谦卑，以实干为
主，用事实来说话，用实际行动来
引领教师。教师关注的是实际行
动，校长首先要避免成为教师心目
中的“口号”校长，不切合实际的
办学目标，口号喊得再响亮，语言
上描绘得再精彩，都起不了什么作
用，没有实际行动，反而会招来教
师不信任的目光。

校务繁忙，应酬又不少，尤其
是在乡镇任职、家住城里的校长，
在学校露面的时间就会减少。学校
有事，一般要向校长请示。校长若
不在学校，很多时候只得打电话请
示。电话成了校长和学校之间沟通
的重要工作工具。电话作为快捷的
通信工具，确实能带来不少方便，
但如果学校大小事务、管理全凭电
话遥控，校长就成了“舵爷”。这
样很容易导致校长偏听偏信，失去
群众基础。学校要发展，离不开校
长的英明决策，更离不开校长的真
抓实干，校长切忌做“电话”校
长。

学校要发展，确实需要校长运
筹帷幄，平衡各种关系，打通各种
关节。但校长不顾学校实际，不顾
教育教学，长期在外热衷于跑人、
跑钱、跑关系、跑项目、跑二产业
等，导致很少与教师见面，很少参
与学校各种活动，那么难免会给教
师留下顾上不顾下、不务实、看不
起教师等不良印象。不做“跑跑”
校长，把主要时间和精力放在抓教
育教学上，多待在学校，多与教师
在一起。抓质量，促发展，才是校
长的当务之急。

而有的校长，在办学过程中，
重“面子”胜于重“里子”。当
然，这也和评价的导向有关系。现
在评价一所学校或一个校长，主要
是看“政绩”，而“政绩”主要体
现在校长在任期间办了几件大事，
如修了几幢教学楼，搞了几个大建
筑，举办了几次大型活动等。如此
就导致不少校长上任后，想方设法
搞建设，想方设法搞活动。“抓教
学质量来得慢，不容易出效果，抓
建设来得快，也看得见。”一旦形
成这样的认知，校长就热衷于工程
建设，疏远于教育教学，从而走上
偏路，偏离了学校办学宗旨。减少

功利心理，不做“面子”校长，扎
实推进教育，抓住教学质量与改善
办学条件同步进行，学校发展才有
后劲。

同时，校长在面对上级主管部
门的布置安排时，要保持清醒的头
脑，认真分析上级意见，认真分析
自身特色，找准学校实际与上级主
管部门的要求的结合点，才能做到
有的放矢。切不可追求面面俱到，
让过多零碎、无效的事影响教师正
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上级部门的任
务要回应，但不要在回应中迷失自
我，失去校长的个性和学校的特
色，使得学校陷入平凡之中，甚至
裹步不前。校长不要只做“回应”
校长，根据自身优势和学校特色，
创新学校管理，创造性地完成各项
工作，才能让一所学校像金子一样
闪光。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
道第二中心小学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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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9年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2019
年要下大力气为教师减负。”

他说：“这些年来，我们一直
在努力给学生减负，今天我要强
调，教师也需要减负。”而事实
上，这也是广大教职工从事教育多
年的一个痛点。

教师“一周三会”，雷打不
动，这是一些基层学校校长根据上
级部门的要求所做的安排：周三理
论学习，周四业务学习，周五工作
例会。有时，遇到紧急情况比如迎
检之类，还要占用教师午休时间。
以每次开会平均1.5小时来计算，

“一周三会”接近5个小时，也就
是说，一周在校5天，有半天时间
教师都是在开会中度过的。有时教
师正在安排教学工作或进行备课、
辅导学生，被通知开会打断，只好
带上教案匆匆赶到会议室，边听学
校领导传达会议精神，边备写教
案。学校领导组织教师开会，无外
乎都在强调领导小组、工作方案、
责任到人之类的话语。校长、副职
以及学校各部门一一传达，令人不
胜其烦。最后落实布置工作环节，
往往就十来分钟。

教师感言：一周三会，连备课
的时间都紧张了。教师牺牲的这些
时间和精力，竟无法有效用在教学
上。在网络工作群里进行安排不是
既省事又节约时间吗？

目前，基层学校基本都已经实
现了网络化办公，电子邮件、工作
群等方便了教师开展工作，提高了

工作效率。比如开会，学校领导完
全可以灵活机动地把需要教师完成
的工作要点发布到工作群，这样，
教师阅览起来也一目了然，完成起
来也有序。同时，校长在传达落实
上级会议精神时，避免面面俱到，
要更多地正确指导教师如何去做，
避免教师重复性做工作。相比较，
基层教师更喜欢业务探讨之类的会
议。大家可以畅所欲言，进行学
术、教学、管理交流。比如同课异
构或观摩教学，这能够激发教师参
与的热情，让教师有更多的收获感
和提高感。

精简会议既能减轻教师的负
担，又能提高工作效率，让教师把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教学之
中，这是教师的期盼，也是对学生
负责的使命要求。而事实上除了会
议需要“精简”，各种填表、考
评、比赛、评估，各种与教育教学
科研无关的社会性事务的“精
简”，都需要作为大事来抓，切实
推进教师减负：全面清理和规范进
学校的各类检查、考核、评比活
动，实行目录清单制度，未列入清
单或未经批准的不准开展，不能随
意给学校和教师搞摊派。

把教师从“表叔”“表哥”中真正
解脱出来，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
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备课充
电、提高专业化水平。对于教师、对
于学校、对于主管部门，这都是需
要正视并且及时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陕西省西安市长
安区郭杜街道东祝小学）

“一周三会”亟须精简
卢建斌

叙事

这个夏天太热了，还好夏天走了，
我们来了！我们来到新学期，开启新征
程。无论你对过去的这个暑假有多么不
舍，无论你是否已经做好准备，新学
期，已经到来！

开学典礼，我要问你们三个问题：
我是谁？我到学校来干什么？我在学校
要怎么做？这三个问题是有先后逻辑顺
序的，我一个一个问。

“我是谁”

我是谁？你们给出的答案可能都会
不一样。我是一个中考成功突围、考入
学校的高一学生，我是一个处在高中的
分水岭、确定了努力方向的高二学生，
我是一个一门心思只盯着高考的高三学
生；我是一个眼不着砂，视不文明、不
道德现象如寇仇的人，我是一个喜欢与
充满正能量的人交朋友的人，我是一个
随遇而安挺佛系的人，我是一个不太吃
得起苦的人，我是一个不太受得了纪律
约束的人；等等。

扪心自问，我是谁？这其实是一个
针对自己准确定位的问题，也是一个理
性地自我判断的问题，还是一个关乎你
在学校里的学习态度、生活态度的问
题。你的真诚回答，将影响甚至决定你
在学校的日常表现、学习成绩、道德修

养乃至将来走上社会的发展前途。所以
你一定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拿出你的
日记本或者周记本，做一做这道题目。

“我到学校来干什么”

我到学校来干什么？显而易见，你
们会说：我们是来读书的。我要说，如
此简单的问题，我们有时却忘了“我是
来学校读书”的初心。不读书，不努力
读书，走到偏路上去了，跟教师打游
击，捉迷藏，沉迷于手机游戏不能自
拔，把教师的忠告和教导当作耳边风；
应该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读
书”这件正确的事情，有同学却偏偏要
想入非非，去尝试一下恋爱的滋味；遵
规守纪，苦读乐学，然后知书达理，健
康成长，有同学却偏偏就喜欢踩红线，
破底线，视校规校纪为无物，躲在厕所
当烟民，趴在床上做牌友；等等。不识
错，不认错，不该错！

我们务必审慎思考，我们到学校来
不仅是来读书的，更是来学习做人的。
我们要学习做一个大写的人，爱党爱国
爱人民；守纪律，懂规矩，有爱心，懂
礼貌；心存敬畏，懂得感恩，明辨是
非，充满正义感。

“我在学校要怎么做”

我在学校要怎么做？“有志之人志
不移，无志之人常立志。”先立志，或

者说要有时时刻刻牵挂在心并愿意为之
努力追求的梦想，有了梦想就有了奋斗
的目标和方向。

在追逐理想、实现梦想的道路上，
从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也从来不可能
一蹴而就，困难和挫折常有，不幸和打
击常在。请记住，一定要管理好自己的
情绪：别抱怨。别抱怨自己命运不好、
出身不佳、智力不够、颜值不高；别抱
怨同学、教师、家长不理解自己，别抱
怨环境和社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准
确而清晰地定位你的奋斗目标，要有一
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意志力、不达目标
绝不罢休的战斗力。

“三年刻苦，三年苦读，三年拼
搏”，让行动落地。塞万提斯说过，每
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开拓者。真正的强
者，从来不会祈求好运从天而降，而是
让自己努力，早日能够匹配得上好运
气。努力拼搏，持之以恒，保持你们当
初的出类拔萃。

我们要自信，但不能自满。我们可
能会发现比我们优秀的人、比我们有天
资的人，反而比我们更努力。张爱玲
说：出名要趁早。我们除了不断地努
力，坚持不懈，付诸行动，别无他法。
三年、两年、278天，在时间的河流
里，再累、再难，也请你们要坚持下
去，请你们一定不要放弃。学习就像一
场马拉松，一步一步走，慢慢地超越，
超越别人，超越自己，自信做一名品学
兼优、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

年。
而学校和教师，会是你们走向自

信、自强道路上的守护者。孟子曰：君
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
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
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我
们的教师又何其有幸，得开化英才而教
育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五
育并举”，遵循教育规律。凝聚人心、
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
本地老百姓。不忘教育初心，牢记育人
使命。以德施教，以德立身，充分发挥
教师模范带头和示范引领作用：要求学
生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而且要做得
更好；要求学生不做的，自己首先要不
做，而且对自己要求更严。

“崇理尚文，厚德砺学”，这是校
训，这也是我们对你们的期待和庄严承
诺。我们期待你们认真学习，刻苦读
书，不要死读书、读死书；我们期待你
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们期待你们
积极参加团委、学生会、社团，在实践
中不断提升自己，增加深度，拓展厚
度，参与到学校文化的建设当中去。

“开阔凭鱼跃，天高任君飞。”学知
识，学做人，学健体，你们将来能够走
得更高、飞得更远、创造业绩、造福人
类。如此，则善莫大焉。

（作者系浙江省开化中学校长，本
文选自他在学校2019年秋季开学典礼
上的发言，有改动）

新学期，接住校长“三问”
汪家宝

校园广场

声音

为 激 发 师为 激 发 师
生 练 习 书 法 的生 练 习 书 法 的
兴 趣兴 趣 ，， 发 挥 书发 挥 书
法 育 人 功 能法 育 人 功 能 ，，
学 校 布 置 出 一学 校 布 置 出 一
间 温 馨间 温 馨 、、 文 艺文 艺
的 书 法 教 室的 书 法 教 室 。。
图 为 师 生 在 课图 为 师 生 在 课
余 时 间 到 书 法余 时 间 到 书 法
教室习字教室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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