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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你好！请问是天义的妈妈
吗？”“对！”

“我是李建华校长，今天打电话
的目的是给您分享孩子成长进步的
快乐……”

这是李建华每天“相约8∶30”
电话的一个场景，这样的电话，他已
经打了400多个。

2020年春天，因为疫情无法如
期开学，李建华决定每天录制60秒
语音，通过微信公众号把平时想说
的话传递给孩子们。

“同学们，开学啦”“给自己定个
闹钟”“请记下你的体重”……“校长
60秒”推出后，很快受到大家的热
捧，并就此延续下来，成了学校每天
第一节“一分钟微课”，直到今天从
未间断。

“我想让这60秒，以爱的名义，
从云中落下，轻轻抵达每个孩子的
心里，让他们觉得校长就在身边。”
李建华说。

除了“相约 8∶30”“校长 60
秒”，只要在学校，李建华雷打不动
的日程安排还有11项：每天中午陪
3名学生就餐，每天下午准时到校
门口送学生离校，每周一升国旗时
给学生讲故事，每周四阅读并回复

“校长信箱”的学生来信……
李建华认为，教育等于爱与被

爱，他因为爱着学生而被学生爱
着。他在校园中无论走到哪里都会
被学生“缠着”，而他也喜欢沉浸在
孩子们的叽叽喳喳中。

李建华认为，“每一名学生都是
美丽的不同”，“不同”是客观的，也
是“美丽”的，我们要用爱来悦纳这
样的“不同”，教育人的使命就是要
用爱、用善、用不同方法让每一个

“不同”的孩子都“美丽”起来。
有温度的教育，有故事的校园，

留住了童年，也留住了孩子。
过去，招生季老师们要出去发

传单；现在，入学要排号，来自全国
各地的参观者络绎不绝，李建华也
经常应邀到全国各地作报告。然
而，更让他释然的是学生、老师和家
长“看得见”的成长与变化。

“教育是从温暖人心开始的，学
校应该是一个温暖的田园。”李建华
认为，校长是学校温暖的符号，是师
生成长的道具。他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温度、故事，在他的校长
观中是永不变的，他要通过一个个故
事，用爱的表达，带给孩子们希望和
力量，让他们向阳而生、温暖前行。

教育是从温暖人心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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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子瘦瘦高高，
戴着眼镜，斯文儒雅
是很多人对湖南省郴
州市第十一中学校长
旷名扬的第一印象。
但熟悉他的教师评
价，旷名扬做起事来，
雷厉风行，绝不拖泥
带水。

湖南省郴州市第
十一中学位于湘粤古
道必经之地良田镇，
是苏仙区规模最大的
一所农村中学。如何
让乡村孩子享受到优
质的教育教学资源，
在学校快乐地生活、
开心地学习，这是旷
名扬一直在思索的问
题。

“并联”管理为
学校发展助力

2018年 8月，旷
名扬来到郴州市第十
一中学当校长，摆在他
面前的首要问题是学
校硬件设施的落后，学
校没有一个像样的运
动场，教室设施老化。

他当即带领班子
成员远赴广东中山，
举办校友联谊会，筹
措资金，并先后从苏
仙区教育基金会争取
100多万元经费，把
老教学楼斑驳陆离的
教室重新粉刷了一
遍，改善学校的多媒
体教学，努力为师生
创造更好的学习生活
条件。

郴州市第十一中
学在撤县建区前原为
郴县二中。这所由高
中改为片办寄宿制的
农村初中，由3所乡
村中学合并而成，教
职工来自3所学校，因当时学校的办学思路未及时
转变，采用高中模式管理初中，导致教师队伍思想涣
散，在某些领域出现管理真空，学校办学质量堪忧。

他先从规范管理入手，建立各处室管理制度，做
到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同时，将权力下放，实行年
级组管理制度，将教学常规管理、学生日常管理以及
师生的评先评优权下放到3个年级组。他还建立一
套班级管理量化考核机制，内容包括学生的纪律、学
习、卫生等，每月评选出“文明班级”“文明寝室”。

该校党支部副书记兼后勤主任张传武说：“别的
学校是串联管理，我们是并联管理，既有分工，又有
协作，这一模式为学校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

上任之初，旷名扬召开学校中层干部会议，问计
于民。会上，他听到最多的是诉苦：“农村生源太差！”
有的甚至说，只有放弃一部分，才能保住另一部分。

“放弃谁？”旷名扬激动了，“如果是自己的孩子，
再差、再不理想，你们谁愿意放弃”？

站在学校发展的十字路口，旷名扬陷入了沉思：
要生存就必须发展，要发展就得有质量，他决定结合
乡村中学特色，从校园文化建设入手，着力打造乡村
特色学校。

他在学校倡导和实践个性化教育，建立兴趣跑
班制，组建了文艺、体育、科技等兴趣小组，因材施
教，开发潜能，把乡村孩子塑造成为多才多艺的阳光
少年。

学校渐渐有了起色：足球、跳绳、乒乓球、丢沙
包、舞蹈、手抄报……学生们的文体活动丰富起来
了，走廊上陈列着学生们的书法、美术作品，整个校
园充满了浓浓的书香味。

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必须要关注学生的个性
差异。学校推行弹性作业制和分层作业制，以满足
不同层次学生的需要。抓常规，重细节，“倒逼”
教师从上好每节课、改好每本作业、教育好每个学
生做起。

教师在备、教、改、辅、考等教学过程中能够考虑
学生个体差异，因材施教，学生也能得以快乐、轻松
地学习，并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发展兴趣，慢慢地，学
生的成绩提上去了，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我会拉二胡！”“我会打架子鼓！”“我最喜欢跳
舞，参加区里健美操比赛还得奖了呢！”课间，学生们
围了上来，一谈起自己的爱好和特长，个个眉飞色
舞，眼睛晶晶亮。

为教师成长搭好台子

如何提升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旷名扬开展密
集的走访调查，在熟悉每个教师的特点后，让他们填
写调查表，分析自己的现状与不足，借此去了解他们
的所想、所需、所恼，帮助他们共同发展。

他积极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国培”“省培”“市
培”的机会，主动派教师到深圳、长沙等地学习。学
校聘请了郴州市部分名师就学校集体备课作专题培
训，并对近两年分配的20多名新教师进行重点培
养，以“青蓝工程”为依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
办法，为青年教师搭台子、铺路子。

通过师徒结对听课、评课，青年教师教学比武，
徒弟上汇报课等系列活动，青年教师迅速成长，逐渐
成为学校的骨干力量。

同时，学校还与郴州市二中、苏仙中学等优质学
校结成战略联盟，组织多种形式的校本研修活动，为
教师能力提升搭建平台，实现了与优质学校“四个对
接”和“四统一”，即对接管理、对接教学、对接课程、
对接考试以及教学资源统一、教学进度统一、教学要
求统一、教学评价统一。

如今，学校一改以往教师不愿当中层干部、不愿
当班主任、不愿意多上课的“三不”现象，“老年教师
尽力、中年教师鼎力、青年教师用力”的教师格局基
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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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南关小
学，校园里随处可见漂流书屋，学
生书法、绘画贴满了校园墙和走
廊，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有声有
色，课堂气氛活跃，师生脸上洋溢
着快乐和自信。

场地狭小、空间有限、学生拥
挤……和许多城区学校一样，南关
小学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困局。如何

“在有限的空间进行无限的教育”？
这是校长龚亚明一直思索的问题，
也是该校的办学理念。

给教师吃一颗“定心丸”

2018年 8月，龚亚明被任命
为南关小学校长时，学校已经有着
良好的基础——它是庆阳市名校，
也是环县小学的“领头雁”。如何
再续风华，取得新的突破？

从中师毕业后到农村学校任
教，到教导主任、副校长，再到县
教育局教研室主任，尽管工作经历
丰富，但龚亚明压力巨大。当时，
还有人劝告她，南关小学教师不好
领导，不要当这个校长。

确实，南关小学有3000多名
学生和180名教职工，管理这样的

“大学校”，难度可想而知。实际

上，在来南关小学之前，龚亚明就
查阅了学校所有的规章制度。在她
看来，唯有制度，才能让学校更加
有序、科学地发展。

当时，南关小学一年只有4个
职称指标，教师之间竞争激烈，语
文、数学大学科教师占优势，而音
体美等小学科教师只能“望洋兴
叹”，教师参加各类比赛的机会也
少。教师积极性受挫，学校缺乏整
体活力。

龚亚明先从教师最关心的职
称入手，将教师职称分为语文、
数学、音体美、后勤管理四大
块，并重新核定教师工作量，再根
据每个人承担的工作量按比例划
分。紧接着，结合学校实际，教师
工作量化考核办法、绩效发放等一
系列制度相继出台，论实绩用人、
论实绩拿薪，给教师们吃了一颗

“定心丸”。
据统计，近两年来，南关小学

先后有12位工作突出的教师被评
为市、县级优秀教师、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有52位教师晋升高一级
职称。“我们看到了努力就会有回
报、就会得到肯定，学校整体工作
也焕发出了新活力。”教师穆建峰
告诉记者。

向40分钟课堂要质量

学校的主阵地，永远是课堂。
每学期初，龚亚明都要召开教研组
组长会，研讨本期教研活动计划，
尤其是对课堂教学观摩的统筹安
排。她对自己有一个“铁律”，就
是坚持每周听推门课，了解最真实
的课堂教学，两年时间下来，她已
听完所有教师的“推门课”，累计
超过330节。

起初，教师们都很紧张也很害
怕她推门听课，认为她在教研室工
作过，标准高、要求高。“现在有
教师经常主动邀请我去听课，因为
每次听完后我都会真诚交流，肯定
他们的每一处微小进步，讨论每一
个值得争论的问题。”龚亚明说。

为激发教师专业发展内驱力，
龚亚明先后邀请一大批国内、省内
教育名家定期来校开展培训，并组
织教师赴天津、济南等地学习，转
变观念、提升能力。与此同时，依
托“龚亚明小学语文名师工作室”
等平台，学校建立教学研究共同
体，开展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倒
逼教师专业发展。

龚亚明认为，课堂始终是第一

“阵地”，她积极推进教学改革，先
后承担过“注音识字、提前读写”

“快乐式教学法”“目标教学”等多
项教改实验，在组织教学研究、推
动教学理念的更新及教学方法的多
样性上为全县小学语文教师起到了
积极的引领及示范作用。

如今，南关小学各科教学质量
均在全县名列前茅。教师教研能力
迅速提升，在2019年举办的甘肃
省首届微课大赛中，就有28位教
师获奖，不少青年教师在省、市、
县教育教学技能大赛中均取得了好
成绩。

让阅读成为师生的自觉爱好

从教20多年来，龚亚明始终
保持着阅读的习惯，读书成了她工
作之余的唯一“爱好”。在她看
来，一所学校缺少了书香，就会缺
失洋溢在孩子们脸上的自信以及沉
淀在教师心中的自觉。

作为校长，如何最大限度地调
动师生阅读的内驱力及主动性，让
阅读成为师生的自觉爱好？龚亚明
把这把“火种”放在了以交流为主
的读书沙龙上。

在第一次读书沙龙上，教师们

从紧张到放松，再从自然到投入，争
相谈心得、诵美文，荐好书、讲困
惑。同时，教师们的阅读兴趣很快就
传染给了孩子们，各班的阅读之风悄
然形成。

围绕书香校园，龚亚明进一步丰
富“在有限的空间进行无限的教育”这
一办学理念，在校园里设立漂流书屋、
快乐书屋、幸福书屋，并根据学生年龄
特点，采用“分级分主题、增级增内容”
的方式，逐级进行阅读目标培养；坚持
开展“每日30分钟”师生读书、“家长
同读一本书”亲子共读等活动，浓厚的
阅读氛围已然形成。

“我无法估量一枚石子投入心湖
究竟能激起多久的涟漪，但如果坚持
阅读，学生就会更加健康、快乐、阳
光、自信。”谈及此，龚亚明的眼睛
泛着光，既深邃又宁静。

除此之外，南关小学已实现“专业
课程教师全部专业化、专业课堂全部
专用教室上”的目标，校园社团活动如
火如荼，涌现出一批校园“小明星”。

“在有限的空间里，只要多给一
点权利让孩子去选择、多给一次机会
让孩子去锻炼、多给一些问题让孩子
去解决、多给一个空间让孩子去展
示，他们的未来就有无限的可能。”
龚亚明说。

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南关小学校长龚亚明——

在城区小空间进行无限教育
本报记者 尹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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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9年，城市 22年；公办
14年，民办17年；20年教师，11
年校长。31年丰富的从教经历，
让李建华对教育有着独特的理解
和行动。

2017年，李建华“千里走单
骑”，辞去南京的公职，加入郑州
市高新区艾瑞德国际学校（以下
简称“艾瑞德学校”）。这一次行
走，让他的教育理想得以绽放。
短短3年，这所学校在中原大地声
名鹊起。

艾瑞德学校成功的秘诀是什
么？李建华给出的答案是4个字：
温度、故事。

自2018年5月3日开始“日精
进打卡”写作以来，李建华每天都写
千字以上的文章，已连续打卡1060
天，累计写了153万字。李建华称
之为“教育

流水账”，实际上这是他对办学实践
的不断思考，是他的“实践教育学”。

除了写作打卡，李建华每天坚
持做的还有很多：和老师们一起在
小黑板上练习粉笔字，与全校老师
共读半小时书，阅读并转发老师们
的打卡文章……

李建华认为，教师发展是学
校发展的核心，为提升教师综
合素质和教育价值观，他总结
梳理出“研、读、写、讲”教师成
长“四件套”，并亲自带动教师
通过实践锻炼成长。

“研”即研究儿童、研究课
堂、研究教学，这是教师的首要
任务，也是站稳讲台、守住专业的

基础。“读”就是阅读，学校建有数
十万藏书的读书广场，为带动教师阅
读，李建华发起了“教师每月共读一

老师们带着爱，像踩着风火轮奔跑

“走自然生长教育之路，办有温
度有故事学校”是艾瑞德学校的办学
理念，“眼中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
爱，脚下有力”是李建华确定的学生
培养目标。

如何让这样的目标有抓手、有载
体？在完成正常的学习任务和常规
的实践活动外，李建华提出了学生在
校6年必须完成的“特殊”经历和体
验：一年级要“露过一次营”，二年级
要“穿过一条谷”，三年级要“经过一
种爱”，四年级要“访过一座城”，五年
级要“蹚过一条河”，六年级要“翻过
一座山”。

亚武山位于河南、山西、陕西三
省交界，5座主峰平均海拔1800米
以上。2020年7月，李建华带领六
年级200名毕业生翻越了亚武山。

“亚武山见证了我们的成长，‘翻
过一座山’是我们毕业前的‘最后一
课’。其实，我们翻过的不仅仅是一
座山，更是人生随时都会面临的困难
与挫折。”李建华寄语毕业生。

为让三年级学生“经过一种爱”，
学校组织学生在凌晨三四点，分组到
城市的环卫站、公交站等地方，去探
寻城市中“醒来最早的人”，并为他们
送上爱心早点等物品。

“只要对学生成长有利的事情，

我们都愿意做。”李建华感慨地说，教
育要以天地为课堂，引山水入胸膛。

“我们不带孩子去观世界，怎么能培
养好他的世界观？”

李建华还提出学生要做到“六
会”：会劳动，会游泳，会演讲，会写
作，会旅行，会一门乐器。

在田园校区有300亩土地，每个
班都分有一亩，学校制定了贯穿小学
6年的田园劳动课程，学生按照课表
安排到田地拔草、浇水、施肥，寒来暑
往从无间断。学校根据学生参与劳
动情况，每月评出“劳动之星”在全校
大会上为他们颁发劳动奖章；学生种
植的作物成熟后，学校根据各班的劳
动成果，评出“劳动光荣班”“劳动美
丽班”等进行表彰。

10年的坚持，让劳动教育成为
学校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前不久，学
校被河南省教育厅授予首批“河南省
中小学劳动教育特色试点学校”。

“唯有变革，才能跑好教育的全
场。”李建华说，“其实我们做的不是
创新，而是让教育回归常识”。

有点理想主义的李建华一直在
用心耕耘着一片教育的实验田，虽已
年过五十，但他对“办有温度有故事
的学校”这一目标依然满怀憧憬和
激情。

带学生去观世界，让教育回归常识

本书”活动，书由学校统一购买发给教
师。由此，读书成为校园的主旋律，分
享阅读心得是教师间常谈的话题。

教师们还越来越善于将阅读的收
获分享给他人，每月年级、部门、全校的
读书分享会，每一位老师都参与其中，
只要站上舞台，他们个个自带光芒。

学校坚持“每月一位专家进校
园”，陆续邀请顾明远、成尚荣等50
多位教育专家走进“名师大讲堂”，引
领教师团队全面提升。让李建华惊
喜的是，近年来老师们受邀到南京、
成都、重庆等各种会议上讲课的越来
越多，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教师队
伍正茁壮成长。

除了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李建华
的“用心”也让老师们感受到校园里

处处传递着温情，弥漫着爱。每位老
师过生日，都会收到校长的祝福短
信、学校发的蛋糕券、餐厅做的长寿
面；学校教学楼专设了一间高标准的
母婴室；学校为老师设立了“观影日”

“神秘天使日”等节日……
一位来校参观的校长惊奇地说：

“感觉这所学校是沸腾的，每一个人
都带着爱、发着光，像踩着风火轮一
样在校园里奔跑。”对此，李建华笑着
回答：“学校没有什么硬性制度，但通
过人格的影响、做人方式的影响，形
成了良好的教师文化，激发着大家的
内生动力。”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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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华和学生在一起李建华和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