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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2019中小学校长——

走在教育家办学的路上
本报记者 齐林泉 特约编辑 郑黎明

【年终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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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
学”，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 提出
的。在2018年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
的意见》 中则要求，“支持教师和校长
大胆探索，创新教育思想、教育模
式、教育方法，形成教学特色和办学
风格，营造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
境”。今年6月发布的 《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强调，“倡导教育
家办学，支持校长大胆实践，创新教
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营造
教育家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显然，
造就一批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
已经上升为一种国家意志，在新时
代，让更多的中小学校长走上教育家
办学之路。而这也一直是我刊人物版
追求的方向。

做基教发展脊梁
2019 年 10 月 27 日，教育部中学

校长培训中心走过了30年历程。作为
国家级中学校长培训基地，这里被誉
为“教育家的摇篮”。这些年来，它为
国家造就了一大批政治过硬、品德高
尚、业务精湛、治校有方的中学名校
长。而今，在多年办学实践中，他们
已成就卓著。进入新时代以来，他们
在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征程中，为
推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继续
进行着卓越的探索。为此，今年我刊
与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联合开辟
了“中国好校长·走向教育家”系

列，展示他们走向教育家的成长历
程，给广大校长以示范与引领。

邵志豪，从浙江省宁波市一个小
村庄走出，到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追梦教育，多年后终于成为全国杰出
校长的代表。他将“为学生一生奠
基，对民族未来负责”作为自己的办
学信仰，笃信“课堂是教师的价值所
在，课堂是育人的主阵地，课堂是教
师与学生心灵对话、生命对话的地
方”，永远把给学生上课放在第一位。
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信
仰历久弥坚的天津市耀华中学，土生
土长起来的校长任奕奕，从引导人、
尊重人、发展人、完善人四个维度，
回答了“教育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主张“教育是心灵的对话，在倾听中
激发深层次互动，形成师生求索的良
性循环”。“教真知，育真人；求真
知，做真人”是“行为示范”在河北
省石家庄市第四十四中学校长夏强身
上最为真切的体现，他年轻时在新疆
支教，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儿子娃
娃”，回到石家庄后，执着于提升学生
生命品质的学校教育实践，两次推动
薄弱校蝶变为全省名校。

除了“走向教育家”系列的校
长，还有一批更早就活跃在办学领域
的杰出校长代表。比如，广东省广州
中学校长吴颖民，以其30年的办学探
索，昭示一名校长如何做人才培养体
系的“先行先试者”、探路未来教育的

“科技追光者”和校长成长共同体的
“领跑者”。

以这些校长为代表的中国大
地上的杰出办学者，是撑起中国
基础教育发展的脊梁。他们怀
着为国育才的初心，担负起

学校教育现代化的重任，致力于扎根
中国大地打造世界一流学校。

领航中共同成长
2015 年，教育部启动“校长国培

计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工程。
其终极目的就是培养和造就中国新一
代未来教育家，实现教育家办学。领
航名校长作为当下中国优秀校长群体
的杰出代表和当代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带头人，他们是未来中国教
育家的雏形。为加强对领航名校长的
研究和宣传，发挥领航名校长的引领
与示范作用，我刊一直关注他们的成
长，在首期学员告别学习之后，我们
又迎来了第二期学员。

在这批校长里，有被评为全国优
秀教育工作者的燕立国，他深耕湖南
省桃源县第一中学，一辈子在同一个
地方干教育，潜心均衡优质，培养国
家未来人才；也有来自山东省淄博市

“ 为 晏 婴 小 学 学 生 打 造 立 体 ‘ 教 育
场’”的校长孙镜峰，在校园空间，
他为学生搭建起大大小小、各种各样
的学习展示平台；还有上海市进才中
学北校校长金卫东，他用制度建设护
航学校变革，服务师生的成长需求，
让家长有更多的获得感、满足感。我
们看到，江苏省海门市东洲中学校长
滕玉英，深耕情智教育，兼顾自我的

专业成长和学校的发展，培养学生
带得走的能力；四川省绵阳中学

校长魏东，不满足于高考成绩成
为学校标签，立志追求建设一

所高品位的高中。此外，诸

如天津市岳阳道小学校长王洪花、山
东省青岛市第三十九中学校长白刚
勋、江西省南昌市第一中学校长熊
绮、广东省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校长
彭娅等，他们都是第二期领航班学
员，除了率本校团队展开创新探索，
还成立“名校长工作室”辐射带动区
域一批校长，提高区域教育质量。

当然，还有一些校长虽非领航班
学员，但他们在区域进行的探索及取
得的成就，依然被我们关注到。比
如，浙江省宁波市效实中学校长裘建
浩，以自主环境育“千差万别”学
生，让学生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个性
飞扬，对“培养什么人”进行探索，
为更优质的区域教育做出了贡献。

播种乡村未来希望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

要求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在这样
的背景下，占据我国中小学校长绝大
部分的乡村校长，成为发展农村教育
事业的主力军。关注乡村校长创造性
的办学探索、宣传他们成功的办学经
验，成为我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

2019 年的“乡村校长”栏目，持
续跟踪乡村校长的成长和办学。山东
省济南市莱芜区吐丝口小学校长李金
之念起“校本田园体验经”，以劳养
正，以正育蒙，落实劳动教育；天津
市静海区杨成庄乡中学校长张辉，推
进信息化教学，导演乡村中学“变形
记”；广西桂平社坡镇中心小学
校长曾鹏，推动“雅和”

校园文化，给师生成长空间和归属
感；浙江省开化县华埠中学校长孙
兵，用“体艺特色”，为孩子们树“立
业”自信，使办学条件处于劣势的乡
镇高中成功突围；湖南省江华瑶族自
治县码市中学校长李荣胜，用山水文
化，办有乡村味道的乡村学校；江西
省萍乡市武功山风景区麻田中心学校
校长朱志辉，体育治校，通过训练和
比赛，赋予农村孩子健康昂扬的姿
态；等等。

同时，在我们的“剪影”栏目
里，也留下了他们扎根乡村、奉献教
育的生动身影。有吉林省延边朝鲜族
自治州延吉市北兴小学校长陈君以诗
笛融合育人，也有“村里来了个爱弹
钢琴的女校长”江西省南昌市湾里区
名山小学校长涂悠悠。在这里，我们
还看到了“樱桃园镇的草根校长”山
东省聊城市莘县樱桃园镇联校校长姚
传会、时时口吐自己的“教育名言”
的湖北省黄冈市黄梅县苦竹乡中学校
长刘国平、“享受学生悄悄话的校长”
甘肃省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校长朱
礼，等等。

这些校长奋斗在中国乡村大地
上，他们不懈的探索和努力，为实现
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谱写新时代乡村
全面振兴新篇章留下了最美的注脚。

分享优质办学思想
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任重道

远。2019中国教育报校长大会荟萃全
国名校办学精英，更汇聚
了一批教育家型校长，

他们阐述了在成功办学实践中所积淀
的教育思想。发挥我刊融媒发展优
势，我们筛选一些精彩观点内容，开
辟了“校长讲坛”栏目。以校长自己
的口吻或记者报道，向全国校长读者
分享他们优质办学的教育思想。

在这里，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
窦桂梅阐述了校长自我领导力、群体
领导力、创新领导力三个领导力的作
用及在办学中的落实，讲述了儿童成
长的包含横向、纵向、横纵整合和课
堂动力系统的四轮驱动平台的搭建与
运行。北京育英学校校长于会祥以

《学校教育就是过日子》 为题，用讲故
事的形式，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学校是
允许学生犯错的地方、学校是学生寻
找伙伴的地方、学校是学生走向社会
的实践基地、学校“静静挂在枝头的
桃子”一样的品味与格调等现代办学
观点。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校长吴
国平强调了学校教育要培养学生具备
的五个“力”，即学习力、创造力、领
导力、审美力、自治力，以及如何通
过文化浸润、课程完善、教学创新和
生涯教育去培养。北京市第四中学副
校长谭小青则从“通向未来素质教育
的学校教育价值体系”“培养杰出中国
人的学校课程建设”和“激发责任感
和使命感的有效课堂与综合实践”三
个方面，介绍了学校应如何通过价值
引领学校课程建设。

这些基于名校办学探索而生发的
校长办学思想，对于每一位校长读者
来讲都会带来深刻的启示，能够看到
国内最优秀的同行们在创新教育理
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等方面清晰
的足迹。

“兰质教育”的缘起

“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符号特征，体
现出不同的办学特色；也是学校发展
的内驱力，促进特色学校的形成。”苏
伟毅校长认为，校长确立的学校文
化，是办学的软件要求，奠下的是

“文化基石”。
要给丰泽崇德实小确立什么样的

学校文化？经讨论，学校教师一致认
为，校名中“崇德”思想具有丰富的
教育历史传统与思想内涵。

苏伟毅校长介绍，德之思想是传
统文化的精髓。《礼记·大学》 提出

“三纲八目”，“明明德”“亲民”“止于
至善”三者，“格物”“致知”“诚意”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八项，古人早就重视崇德修身的
个人之德、崇德向善的社会之德、崇
德善治的国家之德，强调教育在于通
过确立和弘扬“光明正大”的德行，
塑造人格，树立精神，培养知行合
一、德才兼备的人才。同时，德育为

首是国际教育的潮流，且立德树人是
教育的根本任务。

于是，学校基于对中国传统的教
育历史、当代教育根本任务以及全世
界教育改革趋势的认识，结合校名

“崇德”，向传统文化寻根溯源，将
“一德立而百善从之”作为丰泽崇德实

小的核心教育理念。
“至德如兰，我们常常用兰比喻

德，意思是高尚的品德就像兰花一
样。学校以‘一德立而百善从之’作
为核心价值，提出‘兰质教育’主
题。”苏伟毅校长说。

“兰质教育”的文化内涵

“兰质”即具有兰花一样的品质。
自古以来，人们就把兰花视为高洁、
典雅、爱国和坚贞不渝的象征；兰花
风姿素雅、花容端庄、幽香清远，历
来作为高尚人格的象征。这就是兰之
品质。

苏伟毅校长解释，“兰质教育”就
是具有兰花一样品质的教育。兰质教

育是全面教育，能德才兼备，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兰质教育是文化教
育，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濡
染，用文化育人；兰质教育是价值教
育，珍视生命价值，学习与工作是价
值观的驱动，是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
过程；兰质教育是品质教育，要提升
教育品位，确保教育质量。

“兰质教育”共有五个维度。兰质
学校“四向”：润生命，顺自然，融社
会，展才情。兰质教师“四有”：一股
书卷气，一副好身体，一颗仁爱心，
一番新作为。兰质学生“四气”：有雅
气，富才气，怀志气，现朝气。兰质
课程“四项”：雅气课程，才气课程，
志气课程，朝气课程。兰质环境“四
香”：花香，叶香，书香，墨香。

“兰质教育”的办学理念

理念文化是学校文化的“纲”，纲
举则目张，它统领着其他几方面的文
化，影响着学校发展的方向与进程；理
念文化是学校文化的“魂”，魂归则神
聚，是学校凝聚力和活力的源泉，其他
文化建设必须围绕着理念文化展开。

“一德立而百善从之”便是“兰质
教 育 ” 的 核 心 价 值 观 所 在 。 所 谓

“德”，即是对道、对自然规律的认识
和理解、践行、革命，是人文精神的
一种传播。“德”落实到办学中，体现
在对教育规律和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
遵循。

苏伟毅校长表示，“一德立而百善
从之”作为学校核心价值观，就要在
育人中培养“德如兰”的学生，在办
学中办“善若水”的学校。

学校据此确立了“明德如兰，至善
若水”的校训，希望师生平时注重品德
修为，如兰花那样，由内而外散发德、才
的馨香，不断追求并力求达到善行的境
界，像水一样清澈平静，泽被万物。

学校通过“三风”对校训进一步

分解，对师生行为提出具体要求。“三
风”，即：校风——至真、至善、至
美；教风——立爱、立责、立人；学
风——修心、修行、修学。

在办学目标上，学校提出“创办
润生命、顺自然、融社会、展才情的

‘水质学园’”。苏伟毅校长说，兰质
教育要润生命，滋养师生生命；要顺
自然，尊重自然天性及个性的发展规
律；要融社会，学校即社会，社会即
学校，办成一所包容众生、融合社会
的学校；更要展才情，办学能达到尊
重差异、呵护个性、展现才情的高度
与气度。

兰质教育在于培养具有“四气”
的兰质少年。君子如兰，生幽谷，无
人自芳。兰质少年要具备“四气”：有
雅气——雅言，雅行，雅貌；富才气
——学有所知，习有所能，术有所
长；怀志气——修身志，家国志，天
下志；现朝气——展现“蒸蒸日上，
朝气蓬勃”的精神，“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态度，“困难无畏，朝夕不
倦”的意志。

“兰质教育”的实践探索

丰泽崇德实小在以“一德立而百
善从之”为核心价值观的“兰质教
育”理念驱动下，开展学校文化的整
体建设。学校以“幽兰雅韵，水木清
心”为主题，规划设计环境文化布置
方案。校园整体环境风格清新淡雅，
借由兰花、水木景观的搭配，为学生
营造一方“幽雅，清心”的学习环境。

苏伟毅校长介绍，学校的校花是
兰花，并将兰花作为本校的精神象
征。学校以兰为班级命名，作为班级
文化主题进行布置建设，各年段分别
形成了春兰班、夏兰班、秋兰班、冬
兰班的班级文化特色。在校内建有

“兰苑”“兰亭”，开设芝兰实践基地，
校园处处洋溢着兰之馨香。

学校在楼层设立各年级的图书漂
流区，让书香与花香交融。四个纵向
楼梯，分别以“雅气”“才气”“志
气”“朝气”为文化主题；校门、主楼
的墙体设计体现办学文化理念，将学
校的核心价值、一训三风、两个目标
等进行呈现。

学 校 还 对 学 校 标 志 （校 徽 、 校
标、辅助图形），以及使用的标准字
体、标准色、辅助色等进行设计与规
范，应用到办公用品、教学用品等领
域，统一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学校提出“一师一课程”理念，
视师生为课程开发的主体，“教师据专
长而申报，学生因兴趣而参加，师生
因契合而组合”，让师生共同参与到

“兰之文化读本”“兰质教育课程”校
本课程的开发和实践中去。同时，整
合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构建兰质教育课程体系，着力培养

“四气少年”。
管理文化方面，学校着力打造 3

支队伍：兰质行政领导团队、兰质教
师工作团队、兰质专业成长梯队。校
园活动文化主要有：芝兰四节——幽
幽春兰读书节、缤纷夏兰艺术节、猗
猗秋兰科技节、多姿冬兰体育节；芝
兰少年宫——学校以“四有之气”的
校本课程项目，提供给学生选择参
加，利用每周四下午，开展少年宫活
动；芝兰讲坛——家长讲坛、教师讲
坛、学生讲坛；芝兰校报——创办

《兰质教育》 校刊，《兰苑》《兰质少年
报》 校报，为师生搭设交流展示平台。

“兰质教育”的初步成效

几年来，“兰质教育”在崇德盛
开，在师生成长等方面初显成效，实
现了“教师有发展、基地有作用、辐
射有力量、办学有效应”。

一 些 教 师 在 各 级 赛 事 中 屡 屡 获
奖，连考入学校任教不久的新教师也

崭露头角：曾国明老师荣获泉州市中
小学校园足球教学创新优质录像课评
选一等奖，蔡灿瑜老师荣获丰泽区语
文课堂教学观摩评优一等奖、丰泽区
小学语文阅读命题析题一等奖，高诗
妍老师荣获丰泽区小学“教坛新秀”
称号⋯⋯学校虽只有一到五年级，学
生在市级、区级的棋艺、足球、器
乐、电子制作、闽南童谣、绘画、书
法等赛事中也屡屡获奖。

学校被确立为国家“校长国培计
划”实践基地学校、福建“十三五”
名校长后备人选实践基地学校、福建
省乡村校长助力工程小学校长实践基
地学校，苏伟毅校长均担任实践导
师。目前，学校已经接受 2 个校长国
培班、5 个校长省培班的跟岗培训与
实践指导，广受赞誉。

苏伟毅校长先后接到福建教育学
院、泉州师范学院、广西宾阳县教育
部门、江西师范大学等众多单位邀
请，赴省内外助力教师培训和校园文
化诊断；还应福建省委统战部门安
排，为马来西亚华小校长研修班授课
指导；受援疆指挥部邀请赴新疆昌吉
市八小缔结办学共同体，进行长期指
导，选派林志红老师支教。接待贵州
省六盘水六枝特区、西藏洛龙县等地
教育同仁到学校考察学习队伍建设、
文化建设等。

不少媒体纷纷报道了学校办学与
“兰质教育”。如，2018 年 9 月 1 日，
《福建日报》 在头版以 《开学啦！》 为
题，报道学校将设计制作的“一德立
而百善从之”文化书签，作为开学礼
物赠送给学生的场景。

“理念文化，如一种基因，植入每
一位师生的心灵深处，影响着他们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可以说，理念
文化的凝练，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首要
任务，‘兰质教育’顺应了师生发展需
求，有效推动了师生的科学持续发
展。”苏伟毅校长说。

（苏 石）

“兰质教育”在崇德盛开
——解读泉州市丰泽区崇德实验小学校长苏伟毅的办学实践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崇德实验小学是 2015 年开办的一所公办小
学，办学时间不长却已声名在外，学校“兰质教育”办学特色也颇具盛
名。

这得益于学校校长苏伟毅的领导与付出，“兰质教育”的办学理念
便是苏伟毅提出的。

苏伟毅是正高级教师，泉州市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现为全
国小学骨干校长、福建省“十三五”名校长、福建省小学语文学科教学带
头人，被聘为国家“‘校长国培计划’实践导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培训项
目导师”“福建省‘十三五’小学名校长后备人选实践导师”等。

苏伟毅校长曾主持国家级别课题研究 1 项、省级课题研究 6 项，获
得“福建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福建省第四届艺术教育校长论坛
一等奖”，已出版个人专著1本，在中文核心、CN刊物上发表文章几十篇。

近 10 年来，苏伟毅先后在泉州市丰泽区第三实验小学、崇德实验
小学两所新办校任校长，提出“价值观导向的校本文化建构”的办学主
张，并先后为这两所新校分别确立和实践了“诗笛教育”“兰质教育”
办学理念，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有效促进了教师和学校共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