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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校长周刊 人物·

中国好校长·走向教育家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下文简
称“附中”）位于上海市东北角的殷高
路上，与西南片的上海交通大学徐汇
校区和闵行校区遥相呼应。

“附中有一大批优秀的学生，上
海交通大学欢迎他们前来求学。但
是，如果他们志不在此，选择更适合
他们发展的大学，满足他们的兴趣与
特长，学成后能报效祖国，我也会感
到更加高兴。”上海交通大学原校长
张杰曾这样表述对附中学子的期
望。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附
中高三毕业生每年考入人数最多的
高校依然是上海交通大学。也许，那
正是一种文化和理念的默契与传承。

“饮水思源，爱国荣校，上海交通
大学是为强国而生、为强国而长，我
们有着共同的愿景，那就是为了每个
孩子的成长，服务国家发展和人类社
会进步。”大学的自由与包容促成了
附中独特的办学特色。附中被誉为

“最像大学的中学”，校长徐向东最引
以为傲的是中学与大学有着灵魂与
血脉的无缝对接。

跨界——
大学里来的年轻校长

1999 年 4 月，34 岁的徐向东调
入附中任副校长。2002年8月，他被
上海交通大学任命为附中常务副校
长主持学校工作。踌躇满志的年轻
人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却是学校办学
质量严重滑坡。

研究生毕业以后，徐向东一直在
大学里工作，专业活动集中在工科，
主要“领地”在高校，对于中学教育几
乎“零经验”。这让他陷入了忧虑。

“跨界，有时候带来的是新的思

路，那么，如何把短处变长处？”既然是
大学的附中，育人的理念应该是一致
的。徐向东开始从大学的视角审视这
所中学，他决定对附中“动个手术”。

“先抓教师的课堂教学评价。”经
受多年训练的工科思维，总是在督促
着徐向东追寻改变现状的方法，也总
是能让他很快找到最核心的突破口。

然而，搞管理的人都知道，评价
是把双刃剑，是“牛鼻子”也是“硬骨
头”。

“没有办法，不动手术就意味着
等死。”出生在新疆，在北京读大学，
又到上海读研、工作，“走南闯北”的
经历让这个年轻人显得更加成熟和
果敢。

很快，学校制定了“教师教学评
估调查表”，将上海市二期课改的三
维目标细化为 20 个指标：主要包括

“备课认真态度”“布置作业的质与
量”“对学习困难学生的关心程度”

“在学科教育中有效实施德育”等。
在 评 价 体 系 中 ，学 生 评 价 占

40%，教研组同行评价占 20%，学校
学术评审委员会评价占 30%，学校领
导评价占10%。

学生给教师打分？这在附中是
破天荒的事。

徐向东却说：“只有学生，最了解
课堂教学的真实状况。”

第一次评分，学生给全体教师打
的平均分才 79 分。当然，这个分数
是保密的，只有学校领导班子知道。
徐向东带领导班子拿着学生打分的
表格一一找老师谈心：学生评价教师
教学的长处在哪里?不足是什么？怎
么改进？学生的评价与教师的自我
感觉不一致，问题出在哪里？

“分数上我们倡导教师在纵向上

和自己比，反对横向上展开教师与教
师之间的比较。”徐向东说，把真实的
心灵交给教师，自然也会收获理解和
认同。终于，老师们放下了戒备，开
始正视调查表上的分数。

从 79 分到 98 分，学生的评分在
逐年上升。而今，评价指标减成了12
项，因为其余的 8 项早已全是满分。
伴随着评分一起提升的，是师生关系
的更加和谐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
提高。渐渐地，“自主探索，相互激
发”的理念开始在老师们的心中生根
发芽。

转型——
搭建平台激发教师探索

评价只是手段，核心还是人才培
养方式的转变。

2009 年，徐向东带领学校成功
申报上海市教育规划课题“大学附中
依托高校实现创新人才的研究”，开
始以课程开发为载体，探索创新人才
培养的路径。学校先后与上海交通
大学、上海交大医学院等高校深度合
作，建构以建设“科技特色高中”为目
标的校本课程图谱。

成立“虚拟教研组”、成立不同特
色目标的实验班、建设各类课程中
心、把生涯发展教育引入高中教育体
系⋯⋯一时间，学校的课改试验引发
同类学校的关注和效仿，全市四区14
所学校先后前来“取经”，很多做法还
为上海市课程方案修订提供了思路
和参考。

课程是载体，要实现真正的成长
关键还在于人。

作为校长，徐向东更关注的是学
校如何搭建坚实的平台和自由的空

间，激发师生自主探索，从“要我学”
走向“我要学”，从“要我教”走向“我
要教”。

他从制定学校发展规划入手，两
轮学校五年发展规划的制定都通过
各种办法让师生积极参与。2017
年，学校参加上海市实验性示范性高
中发展性督导评估，师生对学校办学
理念的认同度达到了 97%以上。学
校诸多改革让人印象深刻。

学校很少开全体教工大会，开会
时间大多集中在中午，只要相关人员
出席即可。校务会议精神在会议结束
后半小时之内传达到中层，3 天之内
会议纪要文本传达到教师和班主任，
会议组织者还必须定时间、定地点、定
主题、定议程，以便给教师腾出更多教
研时间。在校办主任黎冀湘的办公桌
上，记者看到一份材料，清楚地写着第
二天会议的两项讨论议题。

“徐校长治校严谨、规范却又不
失温情。”学校教务主任张珂刚刚捧
回上海市基础教育青年教师爱岗敬
业教学竞赛特等奖，他还获得了上海
市“五一劳动奖章”。他说：“有一天，
徐校长突然找我说，他发现我的履历
中缺少教学业务方面的市级奖项。
校长竟然会关注到这样的细节。比
赛前一天他还发信息，安慰我不要紧
张。”荣誉背后是徐向东对教师成长
机制的关注。没过多久，学校首届青
年教师教学大赛举行，三个校区 32
名教师分组比赛，学校的教研制度中
又有了新的内容。

“附中的教师不用坐班？真的放
心吗？”记者问。

“教师这个职业与其他许多职业
不一样，教学成效主要靠教师自己，
校长的责任是搭建好平台，激发教师

教育的智慧。”徐向东说。

创生——
大学附中的独特使命

2010 年，徐向东做了一件旁人
不能理解的事情：报考博士。

作为上海坊间所称“四大名校”
的掌门人之一，年龄也快“奔五”了，
完全没必要折腾了。可对于徐向东
来说，到了“知天命”的年龄才发现，
自己心头总有一件事情不能释怀。

钱学森之问曾经触动很多人的
心。作为附中的校长，徐向东也曾一
刻不止地思索着这个问题。终于，教
育部中学校长培训中心教授陈玉琨
的一席话打动了他：“向东，因为担负
着名校的历史责任，所以你不能随遇
而安，平凡度过。读教育博士并非是
为了给自己头上戴一个学者的帽子，
更重要的是，你要从研究的角度推动
教育变革，追求教育本真的意义。你
虽理工科出身，但已经在教育领域打
拼了数十年，以工科视角看教育，本
身就是一种美妙的事情。”

于是，徐向东开始了 6 年的“苦
读”。读博士、写论文，徐向东依然是
工科生的思维方式：三分之一积累调
研数据，三分之一开展实验，三分之
一总结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

他不仅调研别人的做法，同时也
亲身实践。2010年起，徐向东坚持为
科技实验班学生上“创新思维方法与
训练”的选修课，2016年还担任了附中

“仰晖计划”4名学生的生涯规划导师。
因为入学时分数很高，高一时学

生肖震宇总有些洋洋自得。徐向东
担任他的生涯导师后，主动找他约
谈：优秀从来都不值得炫耀，真正优
秀的人是让优秀成为习惯。在他的
引导下，肖震宇慢慢调整了浮躁的心
态，开始为梦想挑战自我。

“作为校长，我首先要考虑的是，
如何让孩子自由的心灵敞现创新的
潜能。”

徐向东顶住压力，坚持通过适当
的“留白”给学生敞开高品质的自由
空间。在学校实验中心的教师办公
室，有 6 张桌子是留给来做创新实验
的学生的。

“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创新意识、
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发展的关键时
期，不能错过啊！大学附中肩负着创
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使命。”徐向东感
慨而坚定地告诉记者。

学校的“创生”实验楼，是徐向东
最喜欢去的地方。楼是中空回字形结
构，站在一楼天井里抬头仰望，回字廊
上蓝色星空背景展示板上，写着一个
个获得创新类奖项学生的名字：詹林，
丘成桐杯金奖；张宇晖，国际科学与工
程大奖赛二等奖；张雨琦，入选国际科
学与工程大奖赛国家队⋯⋯

徐向东说，他的使命就是脚踏
实地托起学生成长的未来天空。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徐向东——

敞开创新人才成长的希望空间
本报记者 任朝霞

老杨是个执着而有故事的校长。
他工作28年，当校长已有20个年头了。
2000年，年仅27岁的杨国营就任一所
乡中心小学校长，埋头耕耘13年后，调
任到一所九年一贯制的乡村学校任校
长。2019年，他开始担任县直小学——
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同和小学校长。

二十年前，周围的人称他“老
杨”，是因为他少年沉稳；二十年后
的今天，人们还称呼他“老杨”，更
多的是对他作为校长的认可。

办学有道：坚韧用心的
“老师父”

20 年前，27 岁的“老杨”成了
全县最年轻的校长，不过也是当时全
县最穷乡小学的校长，经费少到仅靠
每个学生每学期 40 元的学杂费维
持。面对一穷二白的局面，凭着自己
十足的韧劲，他开始了“化缘”之
旅。一有空，他就骑着摩托车到各村
书记家里去“磨嘴皮子”。功夫不负
有 心 人 ， 半 年 下 来 ， 居 然 筹 集 到
5400元“巨款”，为学校购买了第一
台可以上网的电脑！

大多数学校老师都怕开会，“老
杨”学校的老师却总是翘首期盼每周
二的校会和周四的“相约”。原来，
他 把 周 二 例 会 开 发 成 “ 星 期 二 讲

坛”——主角不是喋喋不休的领导，
而是“术业有专攻”的老师。老师轮
流分享心得，最后才是领导简要安排
事务。“教师第一”思维的校会，给
老师们提供了展示的平台。大家打破
心灵坚冰，积极主动成长，促使同侪
共进。他开发的“相约星期四”活
动，打造了一个教师成长沙龙，进一
步将全校教师通过快乐的成长分享团
结凝聚起来，全校师生就像和睦相处
的一家人，相互影响，共同进步。

老杨韧性十足，“化缘”改善了
办学条件；他治校有心，民主管理带
动了团队成长，让学校从低点崛起。
这给“老杨”心里种下了一颗自信的
种子：“学校发展，我可以！”

绝地反击：足智多谋的
“老舵手”

7 年前，杨国营已有 13 年校长
经验。岁月如梭，他也成了真正的老
杨。这时，他被调到一所城区边上的
九年一贯制学校任校长。这是一所

“富有却贫瘠”的学校——所在街道
财政宽裕、学校设施一流，而贫瘠是
因为学校人员结构复杂、管理难，学
生成绩一团糟，处于全县末流。“你
来这里的唯一好处就是不必担心成绩
会下降了。”上任时，领导告诉他。

老杨不认命。他的倔强劲头上来
了，他要绝地反击！

老杨刚上任不久，就看到触目惊
心的一幕：一个七年级的孩子被家长
连拖带拽地送到学校，可学生还呼天
抢地大喊肚子疼。然而，家长刚一离
开学校，那学生就不喊疼了。

这 一 幕 ， 老 杨 看 到 了 。 很 明
显，学生并不喜欢学校。随后，他
创造性地提出“自课程”的概念，
并开始行动研究。“自课程的核心是
两个‘自’，主要是指基于学科自身
和教师自身创设的课程，强调‘有用
首先有趣、有趣更要有用’原则，
目的是让孩子们学而有趣，爱上学
校 ， 让 老 师 们 教 而 有 益 ， 教 学 相
长。”杨国营说。

自课程带来了教学相长。负责学
校财务的蒋老师，发挥书法特长开设
了软笔书法课程，先后获得全市首个
书法优质课一等奖和第一个“书法教
学能手”称号。体育组的一位老师多
年来意志消沉，几次想要退出一线去
食堂工作。受自课程启发，他开发了
排球自课程，带队获得全市青少年排
球赛双冠王，连续两届蝉联市运会排
球冠军，他本人还被委任为全县唯一
的排协副主席。

自课程百花齐放。语文老师的名
著鉴赏自课程、课前演讲自课程、单

元辩论自课程、小古文自课程、民国
老课本自课程；数学学科的低年级数
学家故事自课程、趣味数学自课程、
玩转魔方自课程，高年级的最强大脑
自课程等；理化生学科老师与生活结
合的有趣实用的实验自课程，等等。
这些自课程基于学科而又超越学科，
改进了课程体系，提升了课堂趣味，
师生水乳交融，师生开始沉浸其中，
学生越来越喜欢学校了。

以往，中考结束后，很多学生就
像脱缰的野马非常难管，老杨决定要
给他们开毕业典礼——师生一起收看
学生在校生活片段组成的 《一起走过
的日子》，校长和学生代表互换留言
纪念册和毕业纪念册，师生互致临别
赠言、毕业生代表给恩师敬献鲜花、
致谢师礼。典礼结束，很多孩子流下
了感动的泪水，默默打扫干净教室和
宿舍，才依依不舍地离校。

七年后，当老杨离任时，这所学
校早已成家长心目中的强校。

守正出新：遵守规律的
“老实人”

2019 年，老杨调任到县城同和
小学担任校长。朋友问他有何打算，
他说了仨字：“不折腾。”

他的“不折腾”是基于评估学校发

展现状之后的恰当定位。同和小学是
一所优质学校，这一次，他想的是如何
让优质学校在现有基础上守正出新，
走向更加理想的境界。经过深思熟虑，
老杨提出“AI 同和”的发展理念。“AI
即爱，教育要有爱；AI还是人工智能的
缩写，是科学教育的指代。”杨国营说。
在自课程理念指引下，继续丰富“读好
书、写好字、作好文、做好人”的“四好”
育人自课程，进一步提出 STEAM 自
课程构建思路，在丰富人文教育基础
上，加强跨学科整合，加强科学、技术、
工程自课程的构建。人文与科技并重，
成为“AI同和”实践的切入点。

有人问，为何穷的、富的、落后
的、优质的学校，老杨都能够找到支
点，撬动新的发展？

“我是一个靠教育直觉、遵守教
育规律的人，直觉和规律告诉我该怎
么去做。”杨国营这样解释。也许，
他的直觉源自于热爱、坚守和用心，
爱与坚守给了他韧劲与信念，用心带
给他治校智慧。一切困难、磨砺、挑
战甚至危机，也都被他视为历练成长
的“自课程”。

过去 28 年的教育生涯，老杨在
脚踏实地的实践中，荣获“全国优秀
教育工作者”“山东省特级教师”“齐
鲁名校长”等称号，也印下了他坚毅
执着的足迹。

杨国营：做好历练成长“自课程”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季俊昌

“不盲目跟风，是我时刻对自己的警
醒。”作为安徽省一所百年名校，合肥市
南门小学党委书记、校长费广海治校更
加看重过程，而非结果。学校里全员
性、选择性、自主性的社团活动，让每
一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项目。而
他也常跟因名校光环而倍感压力的老师
们说：“不求当第一，只求有收获。”外
界越是嘈杂，越是要听从内心的声音，
和自己达到一种共情的状态。这是费广
海用他的笃定平和的眼神与语调，时刻
传达给每位师生的。

与教师“共情”，是费广海一直努力
习得的能力。在他看来，打破框架和束
缚，去听一听基层教师的声音，对于治
校至关重要。

2006年，费广海调任一所拥有60多
年历史的老学校担任校长，在“老路
子”中如何寻求“新突破”？

“让全体教师参与制定学校发展规
划”，是费广海布置给学校教师的第一个
任务。“要让老师在教案之外找个人发展
的问题，找学校发展的问题。”不拘形式、
不要求篇幅长短，只说出内心真实感受即
可。这一份“不走寻常路的作业”让教师
们开始探寻三尺讲台外的世界。

“对年轻教师的支持力度不够”“设备
设施亟待更新”“文化活动有待加强”⋯⋯
一系列问题从教师们的切身感受中暴露
出来，“从问题出发，刀刃向内，锐意改革”
让这所老学校重获了新生命。

2010年，费广海来到南门小学，在这
所优质学校里，费广海依然秉持“与教师
共情”的初心。一学期一次的教师座谈大
会，“说说工作流程上还存在什么问题？”

“目前得到的帮助是什么？”“在未来还想
得到什么帮助？”费广海向老师们询问的
系列问题，直指他们的切身利益。每次会
议结束，费广海的笔记本都满满记录着老
师们的诉求，一条一条，对标整改。“有些
东西，老师看得见，校长不一定能看见，而
这些隐蔽的短板就是一所学校是否能够
超越发展的关窍所在。”

如果老师日日麻木重复、循规蹈矩，
那么学校便宛如一潭死水，“校长的一项
重要工作就是激发教师的‘挑战感’。”
费广海说。

如今，教师车媛媛仍然难以忘记两年
前，当她手捧全国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竞
赛奖杯回来时的激动心情。要知道，那时
她才入职刚满一年时间，在南门小学的平
台上，她完成了一个年轻教师的华丽蜕
变。

谈起这件往事，车媛媛说，当得知自
己要参赛的消息，校长立即组织了一支由
班子成员、学科优秀教师组成的后援团，
每日出题，针对自己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
问题悉心改正，不到半月，便圆满完成了
小学阶段所有科学实验的说课活动。而
当自己成功进入全国竞赛，费校长又通过
各种方式联系到了省级教研员和师范大
学教授帮助自己获得更大提升。

多少年来，费广海一直记得当年走进
他办公室，告诉他六一儿童节节目一点儿
也没意思的那个小男孩，这让他反复警醒
自己不要走入“自以为是”“强加于人”的
学校教育。俯下身来，站在孩子的角度思
考问题，期待每一个孩子慢慢成长，是费
广海反复向老师们传达的理念。

在多次教师大会上，费广海都会向老
师们提到一个案例。在一次推门听课中，
教师的一句无心之语却引起了他的思
考。学生课上说：“秋天的雨浇开了绿菊
花⋯⋯”老师打断了学生的发言：“纠正，
没有绿菊花。”

课后，费广海找来老师谈心，他设
身处地告诉老师：“如果我是你，我可能
会这样说，‘这位同学，你见过绿菊花
吗？’由此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不轻易
否定，保护他主动发言的勇气；接着可
以问其他同学，‘你们见过绿菊花吗？’
以此启发大家主动思考，改变被动学习
方式；如果大家都没有见过，那么也要
表扬这位同学的想象力，‘期望你努力学
习，成为一位伟大的园艺家，培植出美
丽的绿菊花’。”

在南门小学，每个六年级学生都会
在毕业之前获得一次独立生活的特殊体
验。他们将远离父母，在户外训练营地
参加团训活动、独自解决难题，不到一
周的时间让孩子们拥有了在课本中学习
不到的坚毅、团队合作能力等，而这项
活动，费广海已经坚持了将近十年。

“分数只是片刻，为了分数耽误了孩
子更多的发展是划不来的。”育人是学校
的根本目标，在费广海看来，学校的任
何管理决策，都要评估“对学生是否有
益”“学生是否愿意接受”“学生是否喜
欢”“对学生的终身发展能否起到作用”。

在毕业班教师大会上，费广海曾说：
“即使面对毕业检测，我仍然认为培养适
应未来生活的各项素质和能力更为重
要。真正的优秀并不在于榜单的成绩，而
是学生们终身携带的谦逊随和、诚实守
信、自信担当、敢于挑战、坚毅果敢的‘南
小烙印’。”

费广海：
爱听会听的校长

本报记者 方梦宇

剪影

乡村校长

小档案：
徐向东，上海交通大学

附属中学校长，上海交通大
学附属中学嘉定分校、闵行
分校、第二中学校长兼书
记。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上
海交通大学教授，上海市特
级校长。兼任上海市高中
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
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教
育学会常务理事。

创新人才是自己“冒”
出 来 的 ， 而 不 是 被 他 人

“养”出来的。学校教育不
应该是打造越来越固化的

“机械模具”，而是要为充
满生命活力的学生成长敞
现开放的希望空间。

——徐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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