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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弥散在空气中的自由和秩序，呈
现在孩子脸上的格局和阳光，色彩丰
泽、绿意葱茏的静待花开状态。这是
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河西分校（下
文简称“金中河西”）独特的校园气
质。作为一所十二年一贯制学校，我
们一直秉承和践行金陵中学“为一生
奠基”的办学理念，以舒展的姿态去成
全每一个人全面发展。

敞开教室大门，在明亮空间里漫步

每个人的少年时光都铭刻在校园
的一砖一瓦上。校园的空间布局、文
化意蕴，决定着人党的思维方式、行为
方式、价值取向，决定着每一个人的自
由度。一所学校，如果没有自由奔跑
的空间，就难以拥有自由呼吸的空气、
自由思想的意识、自由成长的可能。

在“西河雅集”传统文化课程基
地，我们陆续展出了优秀的文化作品，
学生最喜欢的，是征争老师的雨花石
展，从中领略到了热爱生活的情趣、从
容洒脱的生活态度。“书画长廊”原先
只是一条空旷的楼间过道，学校用不
多的成本，改造成散发着中华传统文
化气息的文化空间。先后举办过多次
师生、大家的书画作品展。近年，我们
还举办了“明清状元书法展”。自2016
年起，我们建成了融合新技术与新型
劳动实践的“创想空间”，先后引进了

“太空种子”种植、智能栽培和养殖等
项目。学生在西点烘焙教室、中餐制
作教室里感受生活的美好，在专业的
击剑馆里挥洒汗水，在民乐大厅里陶
治性情。动静之间，培养的是从容的
心境，跃动的个性。

2018年，小学部新教学楼落成后，

老师们一致认为，要以儿童的视角去
理解校园生活，以儿童未来的可能性
去设计学校。于是，师生一起，亲自动
手共同完成新楼的布置。在学校一整
面墙上，做了一把大大的尺子，老师们
还特地写了一段话：“以自由之精神，
舒展之意态，步履从容，率性高蹈，达
于成长，而至能自树立。”以此希望孩
子们能明白，学校生活是有规则有规
矩的，如果犯了错误，也要承担一定的
责任和代价。这也是学校文化的一个
侧面。

拆散课程围栏，在开放教育处成长

科学和艺术在山脚下分手，在山
顶上汇合。拆散课程的围栏，要做到

“引入”和“融通”，“引入”外部资源，
“融通”内部学科。

学校一墙之隔，就是江苏省文联、
省书协、科协。我们有一个“对话大家”
课程，每半个月，就要邀请书法家、作家
来和学生进行对话。不拘形式，不限人
数，每次只要有20个学生以上，就可开
展。江苏省昆剧院的名家、美国音乐剧
导师等也来到孩子们中间和孩子们交
流艺术，对话人生。我们还邀请篮球运
动员、青奥歌手、二胡演奏家担任“专家
委员会”委员；与江苏棋院合作，成立江
苏省第一家青少年棋类后备人才培养
基地。世界冠军成了孩子们学习国际
象棋、中国象棋的教练。通过省科协，
我们与美国波士顿学院进行团队合作，
并先后建成机器人工作室、技能创造
室、比特实验室，开设物联网课程、3D
打印课程等。每年都有学生去美国参
加STEAM课程夏令营。2017年，作
为基础教育学校代表，我有幸参加了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和院士大会”——
我不是院士，但是我们校园里、课堂中，
正在成长着许许多多未来的科学家和
院士。

拆散课程的围栏，就有了我们的
“大精灵”讲堂，有了“梦想课堂”，有了
“教育戏剧”课程，“财商课程”，“国际理
解”课程；就有了“馆校结合”“院校结
合”“村校结合”。学生们在“保利大剧
院”观演，巴黎木十字合唱团、英国国王
歌手也到学校来演出。这些丰富的教
育资源、广阔的教育空间，给学生提供
了想象、经历、解决问题的空间。学生
在多种多样的选修课上、在社团活动
中，提升着思维方式、合作方式与对话
方式。

破除思想桎梏，在创意学习中体验

教育改革首先要做的，是破除思
维的桎梏。它的突破点在于学校课程
和教学，要解决的是国家课程校本化
实施的问题。

在我们学校有两个时间公式。它
们是“4.5+0.5+X=1week”和“5+3+
x=1day”。

前者是小学部的周学时方案。小
学部课程分为三类，分别是指向学习
的基础课程、指向综合的拓展课程和
指向兴趣的自主课程。以拓展课程为
例，谁来建？为谁建？我们进行了问
卷调查，认真了解教师和学生对课程
的真实需求，结合师生需求，提炼关键
问题，设计课程项目，形成拓展课程的
五个维度，在小学部四年级先期开展
课程实践。一年多下来，我们每周用
半天的时间进行课程实施，孩子们兴
高采烈地和老师一起过元宵节、扎灯

笼、包粽子，在“玩”中学会运用数据、
解决复杂问题。语文老师带着学生观
察第一朵樱花生长的过程，科学老师
和孩子们合作建造一座桥，在批判性
思维课程中老师们则经常被孩子们

“难”住，却乐此不疲，兴趣盎然。“X”课
程是以兴趣为指向的课程。每个人需
要学习赋能的因素和方向不一样，学
习的形态和内容都需要进行重构。“自
主课程”给学生提供了更加灵活的学
习方式和学习空间，孩子和家长拥有
了更多的选择。学校的“周六俱乐部”
有38门校内外课程，孩子们在选课系
统上进行“抢课”，每次都是秒光。并
且在这里，涌现出多位棒球、击剑、马
术、轮滑的小冠军。

在中学部，我们每天的时间结构
是后者，即把每天的课时变成了40分
钟，上午5节，下午3节，每天空出一个
小时作专项项目讲座。这一个小时，
生长起多少对科学的好奇、探索、憧
憬，生发起多少对生活的热爱、关怀、
渴望。

奔向自然怀抱，在辽阔生活间舒展

学校占地230亩，说起来应该不算
小了。但是与真实的自然相比，与辽
阔的社会生活相比，我们的校园还是
小的。要培养“现代化”的人，不仅需
要思维的突破、课程的重建，更要敢于
把孩子带到真实的自然和社会中去。

我们学校的小学生都知道，要想
毕业必须经历“六个一”：穿过一座城、
爬过一座山、历过一次险、种过一次
地、开过一家店、宿过一次营。小学二
年级的孩子，能在野外搭帐篷过一夜
吗？能。2010年学校就把206名二年

级的孩子，带到紫金山下，搭起帐篷，
看露天电影，数星星。从 2010 年至
今，我们每年都带一个年级的孩子，在
野外露营。孩子们自己动手搭帐篷、
观察江豚、研究湿地生态、听院士的天
文讲座、遥望星空、篝火晚会……小学
三年级的学生，能结伴穿越南京城
吗？能。2015年开始，三年级的孩子
们，在六一儿童节这天，五人一组，结
伴同行，以不多的经费，完成寻物、寻
景、规划行程、社会实践，还要自主寻
访美食，美美地吃上一顿南京小吃，回
到学校。国际部的学生们，每次行走
10公里，一路上了解南京的民俗、建筑
的变迁、物候的特点……学生们说，行
走让我们更加开阔，更加有力量。

城市之外，我们可以走得更远吗？
2018年11月，学校与南京市六合区程
桥街道办事处合作，在南京农业大学专
家的指导下，启动了180亩土地、40亩
大棚共220亩的教育农场建设。孩子
们高兴地说：“在大自然里，又建了一所

‘金陵中学河西分校’。”而孩子们，也得
以真正地回到了大自然之中。2018年
5月，江苏省教育厅将我们的教育农场
建设，列为省品格提升工程项目。随
后，1000多名师生，在六合教育农场，
共同启动了开耕仪式。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友田先生，和
孩子们共同朗诵《打开大自然绿色的
课本》，孩子们和家长一起，松土、翻
泥、洒水……亲手种下了胡萝卜、大
豆、高粱、蒲公英、菊花脑……在辽阔
的大自然中，孩子们的心中也萌发了
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拥抱自然的种子。

（作者系江苏省南京市金陵中学
河西分校校长）

以舒展的姿态成全每一个人发展
朱焱

“上学期，学校为我举办了个人画
展，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六年级同
学奚铭宇说。在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
第一实验小学（以下简称一实验），每
个孩子都和奚铭宇一样，有许多开心
的事儿。在他们心中，校园是一个充
满活力的大舞台，每个人都站在它的
中央，每个人都有施展才华的机会，因
为他们有一位充满活力的校长王晶。

2012年 8月，自1987年师范学
校毕业后，从教师到班主任、教导主
任、副校长、校长，从教育局基础教育
科科长到进修学校教研员、校长，有着
丰富教育经历的王晶，通过公开竞聘
接任一实验校长。任职后，她很快展
开调研，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规划学校
发展，寻求学校教育原点——什么样
的校园是儿童理想的成长之地？

学生——
自主管理，情境体验

2013年春天的一个周末，在一家
商场门口举办的“大学生艺术作品展”
上，一尊名为“童年”的雕像引起了王
晶的注意。这是一张孩子的脸，眼睛
张得很大，嘴角下垂——而构成面孔
的是花花绿绿的各种招生广告宣传
单，有语言培训、书画班、舞蹈班、奥数
课程……密密麻麻，孩子“脸”上没有
一点空隙。“无奈、无助、无趣……那不
该是童年应有的样子！”王晶说，“虽然
那只是一名大学生的作品，但在某种
意义上是一代大学生对童年生活的深

刻记缝太挤忆，也是当下很多孩子童
年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张“脸”定格在王晶的脑海中，
以至于时隔多年还时常浮现在她眼
前。“学校应该充满活力，校园里的孩
子们应该富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身
体灵活、思维活跃、向上生长……”
2013年5月，在历经几个月的酝酿和
头脑风暴后，一实验启动了“活力校
园”建设项目，以“自主管理”“学生体
验”作为活力教育的两个引擎，引导学
生在情境中体验，在质疑中思考，在探
索中发展，在分享中提高。

太阳娃剧社的孩子们自己写剧
本、选演员，自己找地方排练，6年来
共编排话剧13幕，为师生公演120多
场。去年剧社编排的原创话剧《民族
的脊梁——钱学森》生动地演绎了导
弹之父钱学森曲折而不平凡的一生。
剧中扮演反面人物的一位小演员说：

“能用表演反衬钱学森的伟大，我也感
到很光荣。”孩子们在情境中链接历
史、链接生活、链接社会，用他们形象
的语言、丰富的表情、传神的动作体现
人物的内心世界。

学生自发筹建“校园会展中心”，
设置策划部、宣传部、运营部等，搭建
了充分展示才艺的舞台。招募志愿者
那天，应聘者的队伍从报告厅一直排
到主楼门前。淘气包航航为自己争取
到工程部的工作。他说：“我力气大，
可以抬展板，搬作品，还可以保护同学
们的安全。”

在一实验，每天都有很多戴着小

红帽的“小安全员”“小设计师”“小讲
解员”活跃在校园里。一到课间，就有
十多位“小安全员”散布在校园各个角
落，时而仔细排查，时而在小本上记
录：“塑胶操场一角的跑道开裂；三楼
楼梯边有块瓷砖碎裂……”楼梯口、走
廊上，偶有破损处只要不存在安全隐
患，就由“小设计师”及时用他们的原
创作品打上“补丁”。于是，神秘莫测
的城堡、智慧灵动的花朵、晶莹剔透的
窗花……“缺损”变成“艺术”，“老房
子”平添“新活力”。

“活力校园”建设为一实验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教师——
培育心灵，积聚能量

王晶刚来一实验时，绝大多数教
师教龄都在15年以上，有的已近30
年。有些人由于周而复始的重复性工
作而进入成长高原期，相对缺乏活力。

“教师懈怠与沉闷背后的原因是
什么?主要问题在于心理状态不佳。
优秀的教师，除了要有渊博的知识与
丰富的教学经验，更重要的是要有一
个健康的心理状态。”基于这样的认
识，王晶将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首先
指向培育教师的心理素养。

2013年暑假，一实验组织开展了
为期一周的教师心理资本建设专题培
训，帮助教师化解负面情绪、梳理人际
关系、积聚心理力量、建立积极心态。
从专家讲座到体验式工作坊，再到心

灵成长沙龙，在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
老师们逐渐放开手脚、敞开心灵，还把
学到的心理辅导方法运用到实际工作
中：班会和家长会一改以往的教师一
言堂，“体验式班会”和“体验式家长
会”应运而生；班主任围绕目标、主题，
设计真实情境，将学生和家长带入其
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在此基础
上，学校申请了吉林省教育科学规划
课题“小学体验式团体教育模式应用
研究”，还公开出版了《小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一书。

2015年3月，王晶主动与北华大
学教育科学学院联系，依托国家三级心
理咨询师认定的知识体系，请心理学教
授讲课，让教师自愿报名参加培训。在
三个月的时间里，52名教师周末集中上
课，克服了种种困难。最后，32名老师
顺利通过考试，获得国家三级心理咨询
师资格证。班主任老师刘艳梅说：“系
统学习心理学知识，使我能够更加理性
地看待学生的差异，有意识地去分析学
生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探究学生家庭
背景等影响儿童成长的因素。”

近几年来，一实验以心理健康教
师为主要成员，成立“正能量小分
队”，坚持为全校教师提供“心灵早
餐”；以学校心理健康中心为阵地，组
建教师“心理合作社”，定期开展成长
沙龙；以工会组织为阵地，建立教师

“心理健康加油站”，适时开展体验式
教师培训活动……这极大地调动了
教师工作热情，促进了专业发展，近
几年有24名教师被评为“市劳动模

范”“市全天候教师”等；11名教师获
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省学科带头
人”等荣誉称号。

校园——
浸润书香，播种未来

2015年10月，“全国儿童文学教
育研讨会”在一实验召开，王晶的主题
报告和学生的读书成果展示，给与会
专家留下深刻印象。首都师范大学崔
增亮教授总结说：“一实验让我们看到
了脚踏实地开展儿童文学阅读所取得
的成果，感受到这样一座由智慧的校
长、勤奋的老师、幸福的学生所构成的
活力校园。”

“热爱阅读的人生一定有美好的
未来”“图书馆应该像一个巨大的磁石
牢牢吸引师生们去读书”，这是王晶常
说的话。自2013年开始实施活力校
园建设，学校就将“书香校园”建设作
为重要一环，专门成立了以校长为组
长的“书香校园”领导小组，科学规划、
制定学校读书活动实施方案。2014
年开始组织读书节活动，每年召开一
次，每年都有不同的主题，从多个侧面
呈现丰富多彩的阅读世界。2019年
的第六届读书节，主题为“我和我的祖
国”。从宣讲红色故事到演讲比赛，从
传唱红歌到合唱团的“快闪”，读书与
德育相结合，孩子们用阅读拓展了历
史的深度，用歌声温暖了校园。

除了读书节，一实验还适时举办
丰富多彩的读书活动，按年段组织学
生全员参与。如“读书征文”“读书知
识竞赛”“读书笔记展评”“原创童诗比
赛”等。同时，学校还调动家长建立家
庭书柜，引导亲子共读，每年每个班级
评出5个书香家庭，并选派一个家庭
代表队参加学校“百班千人诵读会”，
进行“书香家庭”亲子诵读展示；教导
处定期组织教师开展“我来推荐一本
好书”活动和“分享阅读心得，成为睿
智教师”读书交流活动，使读书成为教
师的常态……

“建书香校园，培养活力少年”是
王晶建设书香校园的初心。一实验坚
持在文化、课程，以及学习方法上下功
夫，让师生走进阅读世界，形成浓郁的

“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氛围，为校
园不断注入活力：太阳娃剧社两次受
邀在吉林市人民大剧院公演，太阳娃
合唱团荣获“2017年中国少年儿童合
唱节金奖”“2019年全国中小学艺术
展演一等奖”，太阳娃科技社荣获2018
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大赛一等奖……

“一实验原来就是文体传统校，植
有许多活力教育的因子。因此，‘活力
教育’就像一粒种子，在这块肥沃的土
壤中播种、发芽、开花、结果。”王晶说。

吉林省吉林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校长王晶——

建活力校园 育蓬勃生命
本报记者 赵准胜

校长讲坛

小档案：
王晶，吉林省吉林

市丰满区第一实验小学
校长，高级教师，北华
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兼职
教授。吉林省基础教育
科研先进工作者，吉林
省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教 师 应 该 做 灯 塔 、
做太阳，照亮别人也辉
煌自身。

——王晶

剪影

2016年3月2日，山东省临沂市莒
南县教体局的一纸调令，把于晓东从另
一个乡镇学校，推到了板泉中心小学校
长的位子上。

第二天一大早，于晓东按照镇领导
给指的位置，在板泉镇的南北大街上来
回走了好几趟，可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
到校门在哪。经人指路才到了学校，原
来，板泉中心小学门口两侧都是沿街楼，
本就不起眼的学校大门前，有1米多高
的绿化带遮挡，不是本地人很难找到校
门在哪，而大街上来来往往的车辆，时刻
威胁着师生的进出安全。

“学校大门的问题，既有安全隐患，
也影响学校形象和师生文化认同。”于晓
东召集的第一次领导班子会上，他就严
肃地提出这个问题，经过讨论，大家一致
认为应该改变。于晓东当天就向镇党委
作了汇报并赢得支持，学校规范治理就
此落下第一斧。

“说了算，定了干。”个头不高，其貌
不扬，但干劲十足的于晓东，一挽袖子，
就带领老师们将学校大门两侧的花坛各
去除20米，绿化树全部移走，现场清理
干净平整，铺上小方砖。不久，他又找到
山东第一名书法博士张传旭为学校题写
了校名，新换门楣。这样，校门口敞亮典
雅，很多家长看到后感叹：“这才有个学
校的样子！”

环境整治只是第一步。当时，板泉
镇因社会环境较差，一度影响到学校教
学秩序。一连几任校长，都没有打开局
面，尊师重教也只是纸上谈兵，老师们走
在路上，都感觉脸上无光。

从哪下手呢？于晓东开始潜心研究
板泉镇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板泉镇
地处沭河东畔，三公里之内就有明朝重
臣王璟的故居和“中华抗日第一村”渊子
崖村。板泉小学党支部也是莒南县第一
个党支部，在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的直
接支持下诞生。

“浇树先浇根，育人先育德。”于晓东
深知，小学教育的六年将影响孩子一
生。为此，他和老师们多次研讨，决定以

“红色基因，从小传承”品牌创建为总抓
手，充分利用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以民族
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教育为核心，推动
红色文化进校园、入课堂、润心田，引领
学校创新发展。

在校内，于晓东带领老师们建起了
“践行沂蒙精神”文化长廊、传统教育文
化墙、英雄长卷、学校党史展览室、学校
党史纪念碑、“先锋模范”长廊，还展示优
秀少先队员代表的事迹，以爱家、爱国、
爱党为主题，介绍历史文化名人和板泉
镇的光荣革命传统。在校外，于晓东联
系建立了校外红色教育基地，定期组织
师生，到渊子崖村抗日烈士陵园等红色
文化教育基地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进行
理想信念、革命传统教育。

当然，红色德育不能只停留在墙上
和展室里。于晓东又开始推动红色德育
进课堂，和师生一起编写《红色板泉》《踏
着英雄的足迹前进》等系列校本教材。
而后，由中队辅导员授课，引领学生了解
红色文化的历史渊源，激发爱国主义情
怀。在体育教学中，于晓东推动每年举
办一次红色运动会，学生模拟“红嫂救伤
员”“红军的扁担”“独轮车支前”等场景
训练，推动体育、德育融合发展。

为了突出传统文化与红色教育的有
机融合，于晓东又实施课题跟进，建立了

“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与红色教育的有机融
合”学校研究课题，并成功申报了国家级
课题“新课标背景下中小学价值教育的校
本化研究”的子课题，老师们的干劲更足
了，学生也人人争做爱家、爱国、爱党的

“红崖好少年”。2018年，莒南全县仅有两
个学校党支部被县委表彰为“五星级”基
层党组织，板泉中心小学榜上有名。

“有了红色文化引领，才能全面发展
起航。”于晓东说，“小学阶段重在全面发
展，乡村的素质教育尤其需要关注。”他亲
自设计建起了12个学生社团，又争取投
资建起了乡村少年宫，每周三下午两节
课，让学生根据兴趣爱好，自由选课学习。

短短两三年内，学校乒乓球队代表
就荣获全市第三届乡村学校少年宫成果
展乒乓球比赛团体第二名；在全市中小
学生艺术节成果展示活动中，合唱、手工
两个项目均获二等奖第一名；在全县小
学生体育联赛中，女子足球、男子篮球、
乒乓球等均名列前茅。

于晓东还创建了全县第一个创客活
动中心，学校团队获得山东省中小学生
创客大赛的二、三等奖，紧接着，学校被
确定为“山东省人工智能教育试点校”。
在他和中心小学团队的带动下，板泉中
心小学辖区内的10所村级小学，也开始
扎实推进“一校一品”特色学校创建工
作。

“教育和学校的尊严，既要社会各界
的支持，也要教育人自己干出来。”于晓
东说。如今的板泉中心小学，满意度越
来越高，群众的口碑也越来越好。于晓
东一如既往地扎根乡村教育，一步一个
脚印，坚定前行。

于晓东：教育的尊严
要自己干出来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孙昌华

中国好校长·走向教育家

王晶深入学生社团参加讨论王晶深入学生社团参加讨论 高阳高阳 摄摄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