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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城边上，但是
与城区学校相比，这里却
大不相同：17 所学校零
散分布在各个山头，人数
最少的只有 2 人，最多的
也不过203人。

即便是这样，每一所
学校都有一个特色项目：
腰鼓、足球、篮球、手
鼓、五步拳、口风琴⋯⋯
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一
手“绝活”，而且学校在
省、市、区组织的各种体
艺表演比赛中，屡屡获
奖。

这里是甘肃省兰州市
七里河区黄峪镇王官营学
区 ， 朱 润 东 是 这 17 所

“小学校”的“大校长”。
短短几年时间，在他的努
力下，王官营学区的每一
所学校都变得“小而美、
小而优、小而特”。

“王官营学区，得变！”

2014 年 2 月 ， 朱 润
东开始担任王官营中心校
校长，在此之前，他一直
在城区学校工作。

初来乍到，第一次与
学区各校校长见面的情
景，就着实让他“吓了一
跳”：学校有暖气，但在
中心校的会议室里，三个
多小时的见面会下来，穿
着棉衣棉裤的他被冻僵在
椅子上，好半天才站起
来。当时的中心校是全学
区条件最好的，其他学校
的办学条件可想而知。

第二天，朱润东就带
着教师们一同前往蒋家湾
小学。走进三年级教室，
孩子们胆怯、羞涩，缩头
缩脑地偷窥着眼前这几个

“陌生人”，脏兮兮的校服
里，是一张张缺少自信的
小脸。

一圈走下来，朱润东
的心里一阵发凉，山里学
校的情况几无差别。教师
普遍老化，结构性短缺突
出，除语文、数学是专任
教师外，音、体、美、英
等课程都是其他教师兼任，校园里没有一点儿生机和活
力。

最揪心的是，除中心校的教学质量勉强过关外，其余
学校的“病症”很严重，一些教师存在得过且过的消极情
绪，教育理念陈旧，学生们缺乏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那段时间，朱润东几乎天天在各个学校跑，没有睡
一个囫囵觉，他想尽快找到让师生、家长燃起信心的突
破口，“王官营学区，一定得变”！

“让学校‘活’起来”

朱润东提出了以打造活力教师、活力家长、活力学
校、活力农村为主要内容的“活力教育”，努力让每一
所学校的学生有朝气、教师有激情、校园有生机。

开设特色课程，全面培养学生特长，是第一个突破
口。王官营中心校所在的黄峪镇，历来就有打太平鼓的
习俗。朱润东请来民间艺人，为学生排演太平鼓，一下
子点燃了学生的热情和激情。紧接着，每所学校根据乡
土文化和教师特长，足球、篮球、手鼓、五步拳、口风
琴等一个个特色项目开展了起来，孩子们也开始变得自
信阳光、活泼开朗、乐学爱学。

2015 年，在兰州市举办的第五届中小学生艺术节
上，王官营中心校的童韵太平鼓和蒋家湾小学的舞蹈《开
门红》初次“惊艳亮相”。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些参与
表演的孩子还是第一次走出大山，第一次演出，第一次站
在全市的舞台上⋯⋯如今，王官营学区 17 所学校的特
色项目都走上了正轨，并在多个平台进行展示演出，这
些特色活动已演变为各个学校的校本特色课程。

开展“送课进点”，让教师走“专业化”之路，是
第二个突破口。在朱润东的倡导下，王官营学区开始实
行专业教师校际间巡回流动授课模式，每一学期，由中
心校排课，精选不同学科优秀教师的优秀课例，前往不
同的教学点开展“送课进点”活动，保证每所学校不仅
都能开齐开足课程，还能开好各个课程，促进课堂规
范、专业管理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保证了学生全面发
展。同时，实行交流轮岗制度，安排专任教师进行不少
于一年的轮岗交流，实现校际间的师资均衡。

短短几年时间，王官营学区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学生“乐”起来了，教师“动”起来了，学校

“活”起来了，教育教学质量“提”起来了。

“引领教师发展，我责无旁贷”

从教 20 多年来，朱润东始终保持着一个习惯——
每天推门听课。在他看来，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当教
师要听课，当校长更要听课，只有把这项本领练好，才
能更好地帮助青年教师成长。

“学校发展的关键在教师，引领教师持续的专业发
展是校长的重要使命，我责无旁贷。”在深入调研的基
础上，朱润东实行“管理干部问诊课堂”活动，要求中
心校学科视导员、各校校长、教导主任等每周至少听 4
节课，倒逼教师队伍成长。

“作为一名年轻教师，我渴望在成长路上找到指
引，正是朱校长的帮助让我学到了真正的本领。”教师
张玉婷的话道出了许多年轻教师的心声。

除了日常听课，每年的青年教师汇报展示课、骨干
教师精品引领课是王官营学区教研活动的重头戏。为帮
助年轻教师成长，朱润东还请来各学科的专家进行示范
教学，手把手地教他们上课。同时，借助学校间的对口
帮扶，和城区名校的教师们一起开展教学竞赛，提振教
师们的精气神。

近5年来，王官营学区青年教师快速成长，新增区
级教学新秀6名，多名教师在区级、市级、省级各类比
赛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与之对应的是，王官营学区在七
里河区同类学校中的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孩子们的
朗朗书声和各种才艺催生着山村学校焕发着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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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军

1993年，湖南省辰溪县城，一个16岁的
女生初中毕业了，父亲给她的志愿填上了当时
极为吃香的工商、财经类学校，女生彻夜未眠，
第二天悄悄地把志愿全部改成了师范学校。

这个女生，名叫肖慧。只身来到省会长
沙，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五年制师范大专
的她，不仅坚持了自己的人生方向，还在 16
年后担任了中南大学第二附属小学校长，让
该校悄然崛起为长沙市新的优质教育高地。

学校的改变，让肖慧有了“实干家”的称
号。但更多的人是好奇：这位校长，究竟是
如何打破“子弟校”相对封闭的格局，激活这
一潭池水的呢？

打破“子弟校”封闭生态

2009 年，初任校长的肖慧，面临的难题
不少。

“子弟校”是一个小环境，教师无处交
流，缺乏外来竞争，内部动力不足，很容易形
成职业倦怠。上任前半年，肖慧成了“救火
队长”。“经常是这位老师有情绪了，才处理
好，那位老师又有了意见，甚至有部分老师
直接撂挑子。”肖慧一看这样不行，“再这么
下去，学校维持都成问题”。

她便想到，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才是提高
学校办学质量的重中之重，一定要想办法激
发教师们的专业成长活力，让这一方小天地
有个更好的生态。

为打破学校相对封闭的现象，她在中南
大学的关心支持下，首先实施开门办学，“引
进鲇鱼”，把外面的先进理念和年轻优秀教

师引进来，让教师们走出去。
最重要的是，她把行政管理转变为成

长管理，注重引领教育理想，呵护教育情
怀，为教师制定了职业成长规划，“把每一
位老师的长处发挥到极致”，让他们有目
标、有动力。

在管理过程中，肖慧尊重教师个性、
尊严，使大家有了“两个自由”：一个是有
选择教什么课和什么年级的自由，另一个
是有选择工作方式和发挥个人特长的自
由，在达成教学目标的前提下，怎么教、
教什么，由教师自己做出决定。

对于老教师，肖慧激励他们上校级骨
干示范课，开设老教师讲坛，专门培训青
年教师，并打通了新的职称晋升通道，老
教师的第二次事业激情被点燃。对于年轻
教师，肖慧千方百计发挥他们点子多、动
手能力强的优势，安排他们搞科技创新、
开工作室，教师们果然不负所望，大家带
着学生鼓捣出了多项国家级奖励。

相比以往的制度管理，成长管理更能激
发教师的活力。仅几年，谭敏等多人成为长
沙市卓越教师，成艳娥等 11 人成为市、区骨
干教师，黄毅等多人获省市级教学竞赛奖。

探究式学习助力学生飞翔

2003 年，肖慧任教语文时，就在学校创
造了一个纪录：全班一个学期，学生们在省
级以上刊物发表了50多篇作文。

秘诀是什么？那就是从探究式学习寻
找突破，激发学生内在思考力。她欣喜地发

现：探究式学习是培养学生语文实践和创新
能力的有效途径，学生对周围事物探究兴趣
提高了，爱上了写作。

担任教导主任和校长 17 年来，肖慧将
探究式学习从语文扩展到所有学科，进而开
始尝试与中南大学互通，融入“知行合一，经
世致用”科技创新精神，筑起“大中南·小中
南”科技创新教育之路，让孩子从小具有科
技创新精神和科学的思维方式。

在她看来，未来人才需要具备创新与实
践能力，而探究式学习是培育学生这两种能
力的重要途径，这犹如助力学生飞翔的翅
膀，能助推他们向着未来飞得更高更远。

因而，她把学风确立为：“勤思考，有
科学精神；善交往，有合作精神；存个
性，有创新精神。”

肖慧并没有停步，而是因时顺势求突
破。近几年，她开始以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为手段，开展了智慧教育视域下小学探
究式学习的实践探索，育人方式发生了质
的变化。

探究式学习与智慧教育融合，学生创新
思维与探究能力得到了新提升，综合素质得
到了全面的发展。“在疫情期间，老师不在课
堂，家长不在身边，我们的孩子是这样的：自
己做小实验、搞各种发明创造；自做小手工，
自己每天运动打卡，很多孩子绘制了抗疫科
幻画并获奖。”肖慧颇为自豪。

做教育学意义上的母亲

“从今天开始，我就成为你们孩子教育

学意义上的母亲。作为孩子的母亲，就一定
要给他一所好的学校。”这是去年秋季开学，
肖慧给全体一年级新生家长的承诺。

这样的承诺，肖慧在成为教师那一天
起，就开始坚守。在她那里，每个孩子都
是宝贵的，她关注的从来都不是少数学
生，而是每一个孩子。

从 1080 人到 750 人，肖慧担任校长后，
有一项数据变化明显，那就是学生人数。为
了实现关注到每一个学生的目标，2013 年
开始，学校就实施小班化精品办学，坚持每
个班级人数定额30人，不超过40人。

在小班额的基础上，肖慧较早在长沙
进行了课程改革。在她看来：“多一把尺子
就多一批优秀的学生，多一个舞台就多一
项才能。”

因此，为了创造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
育，肖慧带领团队实施课程改革，最大限度
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2013 年，她将
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相结合，构建形成了

“ILE”（ inquiry learning 探究性学习、life
生活、experience 体验成长）课程体系，为
学生提供学习菜单式多元课程。

现在，学校共有机器人、魔术、航模
等 36 门课程。孩子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
趣，选择相应的课程，进行走班学习，这
受到了孩子们的极大欢迎。

近年来，中南大学二附小在外的名气越
来越大，社会关注认可度显著上升。肖慧的
坚持和超越，让学校跳出“子弟校”的“围
墙”，在教育领域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中南大学第二附属小学校长肖慧——

智慧经营大学里的小学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李茂林 张晓雅

三封信里“看见”袁卫星
本报记者 于珍

他心中的好校长，爱读书，爱学生，爱教师，他时时对照反省

“我心目中的好校长，是一个热爱读书
的校长，一个热爱学生的校长，一个热爱
教师的校长⋯⋯”1998 年，作为知名语文
教师，袁卫星应某报邀约，对心目中的理
想校长进行了描述。

20 年后，作为深圳市宝安区面向全国
引进的高层次人才，48 岁的他出任深圳市
新安中学 （集团） 第一实验学校 （以下简
称“新中实验”） 校长。很快，学校面貌
有了改观，进入了跨越式发展的行列。这
位在师生们看来直率、热情，还有点儿孩
子气的校长，依然会不时翻出这篇文章，

“时时对照，常常反省”。

“你们的大朋友：袁卫星”

袁卫星很爱写信。
出任新中实验校长之后，他给孩子们

发出的第一封公开信是关于走路和出行
的。这源于他的日常发现：课间，学生上
下楼梯在奔跑；坐地铁时，车厢里有学生
吃手抓葱油大饼；有学生骑车上学时，将
自行车骑上快车道⋯⋯

“对学生的培养，不是应该从日常行为
开始吗？”在袁卫星看来，衣、食、住、
行，既与知识有关，与能力有关，更与价
值观有关。

在信中，他谆谆告诫孩子们：“希望从
今天开始，校园里不再有不讲安全，不讲
健康，不讲文明，不讲伦理的学生；希望
走出校园，不看我们的校徽，人们也能通
过言行认出我们是新中实验的人。”

给孩子们的信，每封的落款都是——“你
们的大朋友：袁卫星”。

作为学生们的大朋友，袁卫星把学生
阅读的地位看得很重。全国政协副秘书
长、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来校参观，一
进校门完全震惊了，“不大的校园，除了书
香，就是花香”。图书被“请”出了图书
馆，几万册图书遍布校园各个角落，取阅
无需任何手续，归还全靠自觉。

“书不仅没少，反而变多，因为不少家
长、孩子把家里的闲置书拿来流通。”袁卫
星说。学校还将原有的图书馆改造一新，
交给地方图书馆办分馆，全年向学生及周
边居民开放，成为馆校共建示范项目，还
被评为深圳市最美校园图书馆。

在上学期的散学典礼上，袁卫星向学
生们许下诺言，如果在寒假中看完 10 本
书，并且开了学找他分享交流的，每人奖
励一本他的签名书。于是，开学后，不断
有学生推开那扇常年不上锁的校长办公室
的门。学生们也信任他，一个实诚的五年
级 学 生 ， 提 了 沉 沉 的 10 本 书 找 他 “ 分
享”。也有学生忍不住向他炫耀：“校长，
我这个寒假读了30多本书。”

早年被袁卫星的一场讲座“唤醒”并
放弃自杀想法的一名外地学生感叹：“好的
老师正如同悬崖边的树，能挡住那些失足
坠落的学生。”袁卫星很认同这句话。刚到
新中实验时，一天听完课，袁卫星问后排
一名几无收获的女生为什么不动笔不发

言，她说，“我是差生”。他感到阵阵悲
凉，随后发出了一个通知：即日起，请班
主任将上课趴台的学生调至教室第一排，
调回对这些孩子的关注，调出孩子的自尊
和自信来。

他还聘请了两名爱打架的学生当他的
特别助理，协助管好全校学生的校内外安
全。“我相信他们是能转变好的，因为他们
还只是孩子。只是，教育需要一些方法，
一些过程，一些火候。”袁卫星始终认为，
走进学生心灵，教育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做给教师“搭梯子”的校长

袁卫星也爱给教师们写信。
“做得好，班主任是同学们生命中的贵

人；做得不好，班主任也可能成为同学们生
命中的缺憾。”在学校的第二届班主任节上，
他致信勉励班主任群体。

都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但在袁
卫星看来，没有好的铁轨，再好的火车头也
开不起来；没有好的车厢，再好的火车头也
拉不了东西。“好的铁轨就是好的政策，好的
环境氛围。而好的车厢，就是校园里尊师重
教的小环境、小氛围。”

每年教师节，新中实验的教师们都会收
到袁卫星奉上的几枝康乃馨、一盒桃李。作
为校长，他平时几乎每天早晨 7 点前到校，
晚上7点半后离校，中午只在办公室沙发上
躺一会儿，而且坚持上课，做副班主任。

有人不理解，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袁
卫星答：“就是将学校管理工作重心下移，和
教师们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这样能更好理
解尊重一线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毕业班教
师，尊重他们的艰苦工作。”

“作为校长，老师要登多高的楼，就该尽
量给他搭多高的梯子。”袁卫星说。2018年
7月，适逢学校建校10周年，他发动教龄10
年的教师一起摘下他们当年创校时种下的
芒果，然后开“芒果会”（教师发展座谈会）。
击“果”传“话”，轮到发言的教师，个个红了

眼眶，他们谈得最多的是专业发展。
这次“芒果会”上，学校确定，让每位教

师每学期至少外出培训一次，并争取了成倍
的各级课题，让更多的教师做“实践的研究
者，研究的实践者”。学校还引入了朱永新
教授新教育实验所提倡的“共读共写共同生
活”的教师教育共同体建设理念，助推教师
在一次成长基础上再次成长。

尽管是校长，袁卫星还是觉得，生命的
活力在课堂。作为语文特级教师，他也一直
在带徒弟，引领着青年教师的成长。有一
次，他和徒弟谈工作时说：“教师的成长不能
仅仅停留在做一个‘熟练工’，教书就像是炒
鸡蛋，是个技术活，你甘心用一种方法炒鸡
蛋，并重复30年？创新无他，只不过求乐趣
而已。”

“把教师教育的幸福体验、成功体验激
发出来的校长，是最好的校长，我觉得，
袁校长做到了。”一位青年教师这样评价袁
卫星。

通过教育“唤醒”生命

还有一封特别的信，是袁卫星为校园
里的两只鸭子而写。

2019 年 9 月，袁卫星将两只流浪鸭带
到校园，放到了学校鱼池饲养。学生十分
喜欢这两只小鸭，每节课间都去鱼池边驻
足。谁料，两只小鸭长大后在鱼池中乱咬
刚种下的睡莲。它们不仅吃莲叶，更吃莲
花，甚至还会把莲根咬断。

“这该怎么办？”袁卫星写信向全校
“求助”，公开征集“校鸭”的管理办法。
公开信一经发布，全校学生便开动小脑
筋，纷纷献计献策。袁卫星认真回复了每
名学生的意见，并牵头成立“校鸭管理委
员会”，任命教师和学生为委员会成员，共
同参与管理。通过“求助”学生，帮助解
决鸭子和莲花的矛盾，将学生的视线聚焦
到和谐自然、生命可贵这样宏大的课题
上。孩子们认为，这是一堂有意义的生命

教育课。
袁卫星对生命教育的关注和研究源于

一堂普通的语文课。2003年，在他任教的
班级里，一名心理脆弱的学生在日记本上
写下了遗书性质的文字，被其同学及时发
现并报告，作为语文教师和班主任的袁卫
星在课前30分钟决定临时取消授课，改上

“善待生命”主题课。课堂所呈现的生命的
韧性和弹性，所探讨的生命意义和价值成
功地挽救了这名学生的生命。

从这以后，袁卫星开始反思自己一直
从事的“教书”职业，是否做到了真正的

“育人”。在这个思考与求索的过程中，袁
卫星投入到了生命教育的研究和实践中
去，并把生命教育的目标定位为“唤醒”。

后来，在朱永新的鼎力支持下，袁卫
星和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所长冯
建军教授等人一起成立了新生命教育研究
所，袁卫星任所长，由一个人研究实践走
向团队行动。

研究所先后研制了 《中小学生命教育
课程指导纲要》，编写出版了贯穿小学、初
中、高中的全套22本 《新生命教育》 实验
用书，并且在全国范围内组建了近 300 所
学校参加的实验共同体，旨在通过系列化
的课程帮孩子们实现健康的身体、积极的
生活、意义的人生等个体目标。

台风“山竹”肆虐深圳、新冠肺炎疫
情来袭、学校锄禾园瓜果飘香⋯⋯袁卫星
不放过任何一次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的契
机，开设了一系列的主题课程。

“希望孩子们通过这些主题课程，拓展
生命的长宽高，在他们的自然生命、社会生
命、精神生命方面都得到启迪，得到提升。”
袁卫星说。学生们反馈，通过这些课程，他
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去爱自己与他人。

袁卫星也给家长写信，信中他说，“请
您放心，‘让每一个孩子都成功’是我们的
追求，也是我们的承诺”。

学生毕业时，他在信中这样写：“请带
走写在学校报告厅外面的三句话——做自
己，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落款依然
是“你们的大朋友：袁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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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名录

袁卫星，深
圳 市 新 安 中 学
（集团）第一实验
学 校 党 总 支 书
记、校长，新教育
研究院新生命教
育研究所执行所
长。

袁卫星和学生们在一起袁卫星和学生们在一起。。 欧阳俐欧阳俐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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