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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古盐运集散地的江苏盐城大丰
草堰小学，经历了从古代文庙到近代正
心书院，再到如今学校的“进化”历程。
近几年来，追求“品性学生、品质教师、品
牌文化、品位学校”的办学目标、走文化
内涵发展之路，让这所乡村小学在历史
厚重与现代文明的交织中重启、快进，发
生着不断的跳跃。

书香营造，让校园文化更有底蕴

浓浓的盐韵和古镇竹溪盐街，为我
们质朴典雅、徽派建筑风格的校园做了
充盈与映衬。沿着学校自制的校园文化
旅游导图一路走来，在古井、古桥、文化
长廊、范仲淹塑像以及随处可见的文化
石的装饰下，校园里“草堰战斗”“望海山
亭”“周氏宗祠”“三贤祠”“文庙”“盐仓
塘”六个文化遗址再现了学校古朴的文
化底蕴；党建、国学、古盐、国际四个文化
展厅，则充分展示新时代教育的美好愿
景。校园里，每一面墙壁都在“说话”，每
一个角落都可育人，每一处景点都讲述
德育故事。走廊的经典诗文牌匾、楼道
的国学文化以及班级阅读展牌，助力孩
子们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更好成长。

我们精心策划了晨诵、踏歌、午读、
暮省、读写绘等活动，校园里的每个清
晨，都使用同一首诗开启黎明，为学生注
入活力；每周精心挑选三首古诗让学生
吟诵，除了作为晨诵必修课的日常诵诗，
还有在特别的日子如教师节、母亲节时
诵读特别诗歌的情境诵诗。于是，出现
在我们这个乡村小学校的日常生活场景
是：晨间，孩子们伴随着熟悉的经典诗词
歌曲旋律踏歌而行；午间，师生共读一本
书，共写心灵中真诚的话语，再通过好书
推荐、阅读指导、美文欣赏、班级读书会
等逐步推进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放学时
的暮省，鼓励孩子们坚持每日阅读打卡，
用随笔、日记记录阅读成长的足迹，书写
阅读心得，编制读写绘本。

学校还定期开展“跳蚤书市”、古诗
文考级和课外阅读竞赛活动，在全校掀
起大阅读高潮，鼓励孩子们自己带课外
书到班级，在教室里开辟班级图书角，开
展“好书漂流”活动。每天语文课前三分

钟是展示时间，孩子们可以背诵一首古
诗，可以分享积累的好词佳句，可以交流
最近阅读的感想，培养他们愿说、敢说、
会说并形成终身受益的自信心、沟通能
力和表达能力。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如
窦桂梅老师所说的那样：背着书包过最
平静的日子，而让我们飞翔的就是一本
本好书。

地域书写，让课程文化更含温度

沿着古街先人曾踏过的青石板，听
着熟悉的叫卖声，回溯旧时范公堤边盐
堆入云、串场河畔舟楫如龙、酒肆客栈的
兴隆生意⋯⋯我们带领学生追寻盐民奋
斗的足迹，进行了又一次有意义的深度
挖掘盐文化内涵的尝试。

从 2001 年开始，学校挖掘地方古
桥、古井、古街、古寺等历史文化素材，撰
写了“草堰古文化”校本教材，做了乡村
小学开发校本课程的有益尝试。几年
后，我们又进一步丰富内容，编写了第二
本校本教材“我爱家乡”，共收集了二十
多篇融地方性、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
于一身的地域文化教育资源的文章，以
此激发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建设家
乡的志向。2018年，学校成立了专门的
地域文化课程编写小组，深入研究草堰
古盐文化，并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分
低、中、高三个年段编写了“盐之源”“盐
之韵”“盐之歌”系列校本教材，循序渐进

地以文化润泽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文化课程的开发为地方课的教学提

供了有力支撑，在丰富师生校园生活的
同时也丰富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学校组
织学生参观景点，亲近文物，拥抱古迹，
所到之处，学生无不兴趣盎然：在义阡禅
寺的佛像前驻足观望，忍不住要撞一撞
巨大的铜钟；永宁桥畔感叹古桥的沧桑，
品味其精工细造的美妙⋯⋯通过这种综
合实践性的参观游览，加深了学生对家
乡古迹的直观了解，产生了真切的热爱
家乡之情和研究乡土文化的浓厚兴趣。

在学校开展的“竞聘小导游”活动
中，学生们饶有兴趣地搜集了许多素材，
在教师指导下认真加工整理，编写出富
有个性化的导游词。经过一定培训“上
岗”后，在景点前，小导游头戴导游
帽、手持小彩旗、身背“古镇小导游”
的绶带，像模像样地给“游客”解说。
从他们那一串串清脆悦耳、标准流利的
普通话解说中，既可以听到许多关于古
镇的历史，又可以听到许多流传于草堰
的优美神话传说。

品牌彰显，让德育文化更具特色

草堰镇是粟裕将军曾战斗过的地
方，校园内的草堰战斗遗址留下了红色
足迹。携带“红色基因”的学校于 2005
年4月成立了“粟裕”中队。我们组织队
员观看《黄桥决战》《孟良崮战役》等电

影，带领学生参观位于镇上的粟裕指挥
部——钱氏卷瓦楼，了解粟裕将军的革
命故事。

通过“我心中的英雄——粟裕将军”
主题队会，让少先队员们深刻地懂得时
代需要英雄，决心为队旗争辉，为党旗添
彩，争做英雄的传人。为把宏愿落实到
实践中，我们组织孩子们来到敬老院、社
区、五保户家庭，为他们送上水果、贺卡，
带去精彩的节目；开展“与汶川、武汉灾
区小朋友手拉手”“为特困学生过集体生
日”等活动，培养队员们爱国主义和集体
主义精神。40 多名科任老师和学校近
百名留守儿童结队帮扶，建立“留守儿童
之家”，对他们进行诚信、习惯和感恩教
育，定期为他们组织诗朗诵、亲近大自
然、集体生日聚会等活动，让这些远离父
母的孩子感受温暖，在潜移默化中养成
健康的心态与品质。

茶余饭后，人们总爱津津乐道那些
美丽的传说和动人的故事。为了丰富学
生的实践活动，学校成立了各种社团活
动小组。“盐海采访社团”查阅历史资料，
走街串巷，走访镇上的老人，收集古镇的
民间神话、历史故事；“盐雕社团”在辅导
老师的带领下，一盘盘散盐经过孩子们
配比、上色、兑水、造型等一系列工序，被
制作成了一件件栩栩如生的水牛、绵羊
等工艺作品。古镇的美景也极大地激发
了孩子们的创作热情：“盐画社团”“盐情
阅读社团”“盐韵音乐社团”“盐风写作社
团”到景点写生，将绘画作品制作成展牌
展出；将《小城故事多》改编成《小镇故事
多》，在校内外进行汇报表演；将收集的
资料整理加工，择优编印了“风土人情
篇”“文物景点篇”“民间故事篇”三本习
作集。通过参与和展示，孩子们思维活
了，动手能力强了，思考能力提高了，有
效反哺了文化知识学习。

围绕地域文化，我们在推进传承中
还举办了“地域文化知多少”知识竞赛、
民间故事会、演讲比赛等活动，大大调动
了学生们学习吸纳和发扬光大乡土文化
的兴趣。地域文化特有的育人功能，为
孩子们的童年打上了丰厚的精神底色，
也培养了他们多种实践能力。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草堰
小学校长、校办主任）

用地域文化丰盈乡村学校用地域文化丰盈乡村学校
王韦 刘兴元

我们构建的“4—4—4”的卓越
管理范式，除了前面所谈贯彻 4 个
原理外，还遵从 4 个规则、信守 4 个
坚持。

遵从4个规则——

预在先。凡事预则立，真正的
胜利者一定具有“预”的习惯。要养
成“预”的习惯其实不难，因为每个
人都可以做到“凡事虑及最坏”。
预，在于细致考虑，沙盘推演各种可
能发生的情形，并运筹良策，有备而
为，避免束手无策、措手不及。

议在先。凡事议则明。“议”，在
于集思广益，在于智慧碰撞，在于方
案的优化选择，在于相互交流。更
为重要的是因遵从“议在先”，对所
要处理的事务从多角度多人参与思
辨，增强了相互的理解。精彩总在
交流中，创新出在争论时。我们不
断强化议事的规则意识，也制定了
实施的议事流程，比如：个别化交流
→若干思考，初案（细节、环节、关
键、责任、分工⋯⋯）→个别化（含行
政）交流（n 次）→修正（m 次）→上
校务会（例会）。

优化方案须督行。一个优化的
方案常常在执行过程中出现这样那
样的问题，甚至出现与预设目标相
背离的局面。其表象原因是在事务
处理过程中操作不到位，但若深究
则是方案执行过程中督查指导不到
位。因此，我们每一项方案的执行
都要求各层级确保各个环节不缺、
关键不漏，不折不扣地执行。

时时反思。在处理各类事务
时，难免因多种因素的影响而留下
遗憾，所以我们更在意反思事务处
理过程中的不足，思考其原因及所
需改进的方面并进行备忘，提出下
一次处理类似问题的建议或措施，
甚至趁热打铁修订原方案备存。其
实让孩子们每天进步一点点，就是
引导他们学会反思，我们的引导语
是“事事规范、时时思考”。

信守4个坚持——

坚持规则。规则是保障我们取
得成功的路径边界。我们坚守“法
首要、理必须、情理解”的处事原则：

有情无法则无基，成浮情、成祸情、
成冤情；有情无理则无灵性，成莽
情、干傻事；法之于情是情之基础；
理之于情是情之久远。

坚持公正。在符合人人机会均
等的前提下，必须充分考虑每个人
的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给予客观、
科学的的评估，以促进大家同向协
力前行。

坚持优化思想。凡事考虑优
化，就自然地避免了“最坏情形”的
发生。坚持优化意识，要求我们遵
从“二八法则”，即主要抓好 20%骨
干力量的管理，再以 20%的少数带
动 80%的多数；或是抓住学校发展
中最具关键性的问题施策，形成整
体化效应。

坚持“最后 1%”。谨记“功亏
一篑”，处理事务时一定要关注最后
的环节、关键点，不能有丝毫的懈
怠，不能无功而返。只有避免虎头
蛇尾、“仰望星空脚下踩空”等现象，
才能把纸上或口头上的成绩转化为
现实中的成果。关注最后 1%的背
后，要求我们对过程加强全面的监
督、指导、反馈和调整，不能仅满足
于方案的制定，因为每件事情最好
的处置方式是事前预防、事中监督
与调整、事后反思。

有人说，一个好校长成就一所好
学校。我以为，学校的生命力一定在
于教师、在于学校文化的活力。因
此，做学校一定肥土培根。

做卓越的管理（下）

江苏大丰草江苏大丰草堰小学的学生们参观位于镇上的粟裕指挥部堰小学的学生们参观位于镇上的粟裕指挥部。。 杨荣平杨荣平 摄摄

办学亮点

作者简介：葛军，博士，硕
士生导师，南京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校长，南京师范大学兼职
教授，江苏中学数学教学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中教
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名校长专栏
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奠基④

做好职业教育是吉首幼师人
的追求

吉首幼师坐落在湘西州府，成立于 1986 年，
原名吉首市民族幼师职业中学，学校从原来只有
一个专业、两个教学班，发展成为一所职业教育
的品牌学校。

吉首幼师的崛起，还要从这所学校的领导班
子说起。1986 年，彭越从长沙师范学前教育专业
毕业，便回到湘西当了一名教师。34 年间，他始
终坚守在教育教学一线。2014 年，彭越挑起了学
校校长的重任，凭着扎实的工作、丰硕的实绩，
赢得了全体师生的信任和组织的充分肯定。他担
任校长后，坚持深入教学课堂、实训现场，参加
指导实训教学，成为“双师型”教师的典范。

谈到吉首幼师的发展，彭越校长深有感触
地说:“担任吉首幼师的领导工作，是组织的信
任与重托，教书育人是自己一生的追求，更是
带领学校实现跨越发展的无悔选择。”

每当看到一批批优秀学生走上工作岗位，每
当学校实现一次次的跨越发展，这所学校的广大
师生就充满了无尽的欢乐⋯⋯

一块块奖牌就是广大师生的
辛勤汗水

为什么说吉首幼师是引领湘西职业教育快速
发展的风向标？这是因为这所学校以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为己任，在创新发展的 7 年间，学校领
导班子带领全体教职员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勇于创新、砥砺前行，摘取了一个个国家殊荣。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全国最具
就业竞争力职业学校”“全国职业院校传承创新
民族文化示范点”⋯⋯一块块沉甸甸的奖牌，凝
聚成了湘西职业教育的旗舰，汇聚成了一届又一
届全体师生智慧和汗水的结晶。

——实现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就要立德树人。
7 年间，吉首幼师以思政课为主阵地，以实体活
动为主载体，把德育融会在各科教学和各类活
动中，是彭越校长的创新之举。学校广泛开展
歌咏比赛、演讲比赛、文艺汇演、校园艺术节
等 特 色 活 动 ， 培 植 学 生 的 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高尚情操，让学生
成为有品德的现代手艺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2015 年，学校被评定为“全国青少年道德

培养实验基地”。
——引领职业教育创新发展就要开拓创新。

近年来，吉首幼师以敢为人先、勇于改革的创新精
神，成功构建了“园校一体”“校中厂、厂中校”

“专业+旅游公司+景区”“真实任务+项目实训室+公
司”等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了下岗职工培训与农
民工培训结合、职前教育与职后教育结合、长班
与短班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结合的多元
化办学格局。学校因此荣获“全国教育改革创新
示范（院）校”称号。

——打造职业教育品牌就要“追求卓越”。
近 3 年来，学校青年教师参加省以上“信息化教
学大赛”“专业教学大赛”“专业技能大赛”以及
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比等活动，有 8 人获一等
奖、15 人获二等奖、24 人获三等奖。学生参加省
级以上“专业技能大赛”“黄炎培职业教育创业
规划大赛”“职业院校创新创业创效大赛”“中职
文明风采大赛”，先后有 12 人获一等奖、25 人获
二等奖、33 人获三等奖。

学校现有“双师型”教师达 116 人，省州级
以上优秀教师和专业学科带头人 24 人。学校被授
予“湖南省职业院校教学管理强校”和“学生管
理强校”称号，成为全省 500 余所中职学校中同
时荣获上述两项荣誉仅有的 3 所学校之一。

——实现职业教育跨越发展就要服务全局。
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学校围绕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设专业，紧扣学生脱贫致富能力调课
程，聚焦学生构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现代学
徒制等高效运行机制，让学生学有所得、技有专
长，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

学校自成立以来，已培养中等技术技能人才
24562 人，培训社会需要的各类人员 82468 人，
为助力湘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教育无小事，事事都育人，
处处皆楷模

走进吉首幼师学校，校门口的石碑上镌刻着
这样的校长寄语：“教育无小事，事事都育人；
教师无小节，处处皆楷模；工作无贵贱，行行出
状元。蹲下身来看学生，静下心来干事业，在平
凡中追求卓越，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寄语中
还对学生给予厚望：“健康快乐成长，崇尚劳动
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日渐学
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学会健体、学会
感恩、学会生活，绽放出人生绚丽的光彩！”

多年来，吉首幼师的党政领导集体对待教师秉

持仁爱之心，千方百计为教师排忧解难。一名教师
家里遇到困难，学校领导带动全校教师捐献 2.8 万
元；对待年轻教师，因为地处城郊接合部，经校
委会研究决定：为年轻教师修建一栋 30 套两室一
厅的“公租房”，让年轻教师安心工作。2019年度
湖南省“芙蓉名师”评选，吉首幼师 1 人获此殊
荣。湘西自治州首次评选“湘西职教名教师”，吉
首幼师就有 3 人入选。近两年来，湘西州中职学
校正高级讲师评审通过 2 人，全部都是吉首幼师
教师。

在这所学校，每当学生入学，学校领导都会
亲自迎接并为学生提行李。在每周一次的升旗仪
式上，学校领导站在国旗下，把“牢固掌握专业
技能”作为重点强调，要求教师对学生“授之以
鱼”不如“授之以渔”。幼师 172 班学生文琴说：

“校长对我们的生活很留心，饭菜合不合我们的
口味，常常亲自检查。”

有很多学生说，特别是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从学校领导到教师做了很多细致的工作，我
们都为之感动，感谢学校的培养，感谢学校在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中，让我们的人生得到了一次
永不忘怀的历练⋯⋯

坚守与躬耕是始终不渝的追
求

总结吉首幼师的办学经验，广大教师这样
说：校长是制度的制定者，更是维护和执行制度
的领跑者。要求教师做到的，自己一定要首先做
到。在吉首幼师，“5＋2”、“白＋黑”、节假日坚
守教育岗位，是全体教职工的常态。这种坚守与
躬耕，成为每一名教职员工始终不渝的追求。

据师生们讲，勤政、务实、开拓、创新是吉
首幼师优良的传统和工作作风，他们对待工作从
不敷衍、从不懈怠。

彭越校长饱含深情地说，做一名职校校长如
果不了解市场需求，就不是一名好校长。于是，
学校将教育学生的主体分层为：任课教师—班主
任—处室主任—校长。“蹲下身子看学生”，对任
何一名学生都不离不弃，就是吉首幼师人的使命
与担当。

近 5 年来，由学校领导担任主编等编写的
《幼儿园科学教育活动设计与指导》《保教知识与
能力》 等 3 部教材先后公开出版发行。同时，“学
前教育专业园校一体城乡互动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与实践”“基于土家族苗族独特技艺改革研究与
实践”两项课题，获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评

比二等奖，还有 《精准扶贫首当发展职业教育》
等 8 篇教育教学论文发表或获奖。

湖南省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对吉首幼师参与编
写的省中职学前教育专业教材这样评价：“教材
既体现了 《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试
行）》 和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试行）》 的要
求，又体现了湖湘本土特色，对提高湖南学前教
育科研和教学水平，提升湖南学前教育在全国的
地位，以及培养出一批师德高尚、专业理论厚
实、专业技能娴熟的幼师人才，具有极大的作
用。”

什么是湘西职业教育的引领者？近年来，吉
首幼师在彭越校长的带领下，成功创办了全州仅
有的国家中等职业改革发展示范校和湖南省卓越
中等职业学校，学校还成功建成了渝鄂湘黔四省
市边区极负盛名的中职学校、办学质量高水平的
中职学校、乡村振兴贡献力突出的中职名校。现
在，吉首市民族幼儿师范学校就是职业教育的引领
者和示范者，在广袤的湘西大地上续写着更加灿烂
的崭新篇章⋯⋯

（朱安松 金 枫）

为湘西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新样态
——湖南省吉首市民族幼儿师范学校创新发展之路

职业教育缘何办得风生水
起，既是得益于党和国家的政策
引领，也是得益于职业教育引领
者的不懈追求，湖南省吉首市民
族幼儿师范学校 （以下简称“吉
首幼师”），就是一所引领湘西
职业教育发展的中职名校，一颗
闪烁在湘西职业教育领域的璀璨
明珠。

如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吉首幼师在创新发展中，始
终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己
任，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据
统计，学校已培养学前教育专业
人才 14492 人，湘西自治州绝大
多数幼儿园教师均毕业于吉首幼
师，全州有 400 多家幼儿园园长
都来自吉首幼师。在渝鄂湘黔四
省市边区，吉首幼师长期名动三
湘、声誉远播。

人们都说：“一个好的校长
就是一所好的学校。”吉首幼师
正是在学校开拓创新、勤政务实
的领导集体和全体教职员工的辛
勤耕耘中，走出了一条创新发展
之路，为湘西地区的职业教育发
展提供了成功经验——

吉首市民族幼儿师范学
校党总支书记、校长彭越

学校苗鼓队参加吉首国际鼓文化节活动

学校参加“文明风采”竞赛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