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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小学所在的苟村，是一个典
型的西部乡村。经历了汶川地震灾后
重建，这里的房屋、道路干净整洁，
却阻挡不了村庄的“衰老”。广元属
于欠发达地区，村里的年轻人多是到
沿海地区“打长工”，最多一年返乡
一次。村里留下的是“九九三八六
一”部队，即老人、妇女、儿童。和
全国大多数农村学校一样，范家小学
的学生有90%以上都是留守儿童。

一天，张平原走出办公室，各班
都在上课，一名学生却耷拉着脸，站
在教室门口。张平原问他：“今天是
个啥情况呀，被老师罚站了？”学生
说：“这课上得有啥意思嘛，一点都
不好耍，我就犯纪律了。”

张平原蒙了。他赶紧召集老师们
商量：“我们的课堂怎么才能有意
思，怎样才能让学生感到好玩呢？”

讨论的结果是，有设计感、有参与
感、有操作感可能就要好一些。于是
张平原将学校的课堂教学理念确定为

“好玩的课堂”。老师们在课堂教学中
融入“学、讲、做”元素，尽量让教学内
容向游戏靠近、向生活靠近、向生产靠
近。课堂教学一下变得活跃起来。

张平原认为，儿童早期是通过体
验情感来建立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的，
留守儿童教育最大的困难，就是亲情
的缺乏，当一个人遭遇委屈、困难、
伤害的时候，思亲的情绪就会暴涨，
甚至这种情绪会改变他的本来面目。

范家小学尝试建设一种“班家文
化”，把校园文化、班级文化和家庭
文化融合起来，建立一个儿童友好成
长的人际圈，消除留守儿童因亲情缺
失产生的陌生感、恐惧感。让师生之
间、学生与学生之间彼此“尊重、关
爱、体贴、信赖”。张平原说，关键
的地方在于“不是让学校‘像是学生
的家’，而‘就是学生的家’”。

范家小学的老师们从日常交流语
言开始探索。比如一个学生犯了错，
过去就是简单的批评，最后学生也不

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在“班家文
化”的语境中，范家小学探索将与学
生的谈话分成五个层次，张平原称之
为“五步谈话法”——你怎么啦？你
是怎么看的？你打算怎么办？你需要
老师怎么做？需要老师怎样的建议？

“谈话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要
求老师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引导学生
反思过程、自我纠错、承担责任、做
出决断。”张平原说，对于学生间对
话交流，学校要求要直视对方的眼
睛，要用“请问”“麻烦您”一类的
词汇。

张平原说，这样细微的改变，只要
长期坚持，效果就很明显。后来，范家
小学的“班家文化”，内容越来越丰富，
包括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构建家庭
教养体系和无歧视的评价体系。

“船小好调头，学生人数少，确实为
教育方式的变革提供了有利条件。”张
平原说，学生人数多了，学校势必要制
定诸多的规矩、条款来保障正常的教学
秩序，且教师在每个学生身上花费的精
力有限，小规模学校就可以放开手脚。

在环境创设中，范家小学取消了
成排的课桌椅，孩子们围桌而坐，教室
一角还有沙发、茶几、书柜、电子琴和
孩子们的水杯。在学生评价上，范家
小学取消了成绩评比、三好学生评比，
开展了“八美少年”评比。在“班家文
化”的引领下，每个班级都在悄悄地发
生改变，一个“平等、包容、自信、
乐观”的小环境也在慢慢形成。

2014年，范家小学所在的广元
农村教育，依然处于一个“迷茫时
期”，农村小规模学校尤其困难，撤
之不能、办之难继的尴尬，沉重地笼
罩在当地每一个乡村教育人的头上。
乡村儿童大量涌进城镇学校，乡村教
师不断向城镇流动。乡村学校在逐渐
萎缩，一些学校已经面临“无人可
教”的境遇。

在广元，农村教育是教育的主
体。据统计，2001年，广元还有各
级各类学校2700余所，到2016年，
还剩758所，撤掉的大都是难以为继
的乡村学校。但裁撤并不意味着没有
了需求。目前，广元市还有200多所
像范家小学一样的微型学校，有的学
生超过一万名。

“如果村小办好了，孩子可以就
近上学，一年每个家庭可节约1.8万
元至3万元。”张平原说，近些年，
广元教育人形成了一个共识：守好乡
村学校，办好乡村教育，是最实在的
教育扶贫，更是对教育公平的坚守。

2017年，广元市出台意见，要
求各县（区）政府对学生人数不足
100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每年按
20万元标准保底拨付公用经费，这
给农村小规模学校正常运转提供了保
障。

在教育扶贫的背景下，广元市保
住了一大批乡村小规模学校。但在张
平原看来，保留校点不是目的，把村
小办得“小而美、小而精、小而优”
才有意义。怎么办好乡村微型学校？
师资和课程是第一道难题。

一个叫陈小红的学生，让张平原
记忆深刻。几年前，小红在范家小学
白朝村教学点上学。一次，她的一幅
画引起了张平原的注意。画的名字叫

“我的移动房子”，小红把房子建在牛
背上，这样房子就能移动了。

张平原问小红：“为什么房子要
移动呢？”小红是这样解释的——她
的家离学校有20多公里，前几年交
通还不是很便利的时候，她最害怕的
事儿就是放学。因为即使午饭后就放
学，到家时天已经黑了。

“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心情
特别复杂。”张平原说，他既对小红
的境况产生了发自内心的同情，又对
她的想象力感到欣喜。在张平原的帮
助下，四川一家省级教育报刊发表了
小红的作品。2016年11月，这幅画
和利州区其他14所农村学校的80幅
作品一起，入选了“全国小学生地球
童构创意绘画大赛”。

“移动房子的故事引起了很多人
的共鸣，小红与大山外的世界也正发
生着某种深刻的关联。”张平原说，
她拿到了人生中第一笔稿费，她的创
作、她的想法能被更多人看到、听
到，她发出的声音能够得到回响……

2016年，利州区14所农村学校
只有3名音乐老师、2名美术老师。
在这样的师资条件下，范家小学是怎
么开展艺术教育的呢？

“抱团发展！”张平原说，2014
年12月，他邀约区内14所农村小规
模学校组建了“广元市利州区微型学
校发展联盟”，坚持联盟共建、共研、共
享、共生理念，组建了第一支中国农村
小规模学校的网络教师队伍。

目前，利州区微型学校发展联盟
的“红利”已经辐射到全国十多个省
份。区域内小规模学校抱团发展，形
成了一个互帮互学的教育生态。“村
小的发展不再是封闭的，老师和学生
的发展也不再是封闭的，大山深处一
个个如孤岛般的农村学校，正通过联
盟的网络联结成一片广袤大陆。”张
平原说。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

我要打造村小独特“识别码”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何文鑫

探索者

做高中班主任时，几乎不和学生直接谈
分数，班级成绩却屡屡名列年级前茅；做校
长，从来不以行政命令去强制要求老师，却
在短短三年时间内，将一所薄弱学校转变为
区域优质学校……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校
长陈忠好身上有着许多“矛盾”，但也创造
着许多奇迹。

二十多年一线教学经历、十几年高中班
主任经历、四年校长经历，陈忠好一直坚定
地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尊重学生、信任学
生、激发学生。“学生在不断的自我成就中
实现自我唤醒，就会主动发展。”陈忠好说。

做高中班主任时，陈忠好发现，班主任
如果整天只关注学习，学生的成绩反而难尽
人意；而当视野开阔，眼中有人，敬畏规
律，学生成绩的提升往往“水到渠成”。

2017年初，陈忠好担任合肥一六八新
桥学校校长，这所学校由合肥市肥西县一所
乡镇小学和一所乡镇初中合并而成，他面临
的一个棘手问题是，教育教学质量区域垫
底，生源严重外流，教师纷纷申请外调，家
长怨声载道。

路在何方？“把学生的长远发展放在心
尖上！”陈忠好到任的第三天，就对全体家
长如此郑重承诺。他把生本教育理念作为这
所薄弱学校破茧重生的路径。“尊重学生差
异性，欣赏学生独特性，注重学生发展性，
呵护学生创造性，激发学生主动性，成全学
生多样性。”一次次全体教师会、一次次家
长会，陈忠好再三叮嘱老师、家长，并带头
践行。

学校潜能生太多，陈忠好提出“基于积
极干预策略促进潜能生主动发展的若干建
议”，实施全员导师制，根据受导学生实
际，一生一案，努力给学生提供适切的成长
导航——价值观上引导、生活上指导、心理
上疏导、学业上辅导。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是陈忠好的口
头禅。在他看来，教育人要想的“大问
题”，就是对理想教育的求索，对教育理想
的追求。

“陈校长一直说要将‘课堂’变为‘学
堂’，不仅关注‘教’，更要关注‘学’，起
先，我并不能真正体会这一理念的现实力
量，直到看到学生们的改变，我才明白自己
教学理念上存在的问题。”学校骨干教师董
永辉说。

一个人影响一群人，陈忠好带着教师团
队捕捉每一个学生的闪光点，唤醒学生发展
的主动性，曾经全区排名末尾的学校跃升成
为合肥经开区教学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学
校。

陈忠好观察，当前中小学课堂依然普遍
存在着“育分重于育人、重教高于重学”的
现象，而学生的成长必须强化课堂主阵地作
用的发挥。“课堂改变，学校才会改变；课
堂优质，学生才会卓越；课堂创新，学生才
会创造。”陈忠好说。

今年年初，到任一六八玫瑰园学校校长
的陈忠好继续践行着他的生本教育理念并持
续深化。

陈忠好给教师徐红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
便是细腻的共情力，“陈校长总能从一些细
节问题中总结反思学生的问题，这对我的影
响太大了。”

今年5月初，一六八玫瑰园学校中学部
举办离队入团仪式时，有部分学生不守纪
律，一直小声说话，会后，陈忠好指出了问
题，并带着全校教师做了一次学生仪式教育
的若干问题反思。

入学、入队等仪式是学生生活、学习、
思想面临重大转变时的重要活动，是个重要
的教育契机，小问题的点出可能会起到关键
的教育作用。借着细节问题，陈忠好带着全
体教师进行了系列问题的深入思考：如何通
过仪式活动实现价值渗透，塑造“社会
人”？仪式教育如何塑造氛围？如何承载教
育内涵？如何让学生产生情感体验？

“从现实的细节问题出发，引发链条式
的反思，接地气，有高度，这对我们教师来
说，是难得的一次教育体悟。”徐红说。

在陈忠好的极力倡导下，如今，在一六
八玫瑰园学校，生本课堂理念已渐入人心，
学生成为了学习的主体，课堂变成了学堂，
教师反而成了配角。

“以往按照教学思想，每节课会在逐一
介绍定理、性质中展开。现在完全不一样
了，学生先明确学习目标，然后分组讨论和
交流，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老
师适时点拨、相机诱导，针对性地加以强化
练习。”教师刘建说，学生一旦成为课堂学
习的主人，就会喜欢上数学课堂，自信心也
提升了。

教师改变了观念，学生在课堂上成为了
主体，更关键的是，不少学生因此而发现了
自我，获得了内生的力量。“相信学生，尊
重学生，依靠学生，让每一个生命都得到激
扬，若能在我的学校里实现这一点，那便是
我作为校长无上的荣光。”陈忠好说。

陈忠好：

把学生长远发展
放在心尖上

本报记者 方梦宇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

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

何文鑫何文鑫 摄摄

近几年，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范家小学校长张平原收到参加
学术会研讨、经验分享的邀请越来越多，他却总是来去匆匆，他
说“学校离不开人”。这个身材微胖、皮肤黝黑的巴山汉子，面对
大众发表演说时，双手会微微颤抖。他似乎不太擅长与人闲聊，
但对于村小，却有说不完的话。

2018年，张平原和他所在的范家小学“火”了。经济学家何
帆在他出版的新书《变量》中称，“所有最先锋的教育理念，在这
所山区小学都能看到”。此后，造访范家小学的教育学、社会学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更是络绎不绝。2019年9月，张平原被教育部评
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曾有到访者问过张平原一个问题：“是你成就了范家小学，还
是范家小学成就了你？”他肯定地说，是学校成就了他，“因为村
小，让我们与这个时代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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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是四川省的“北大
门”，被摩天岭、米仓山团团围
住，古人感叹“难于上青天”的
古蜀道纵贯全境。广元建市较
晚，是四川发展较为滞后的“盆
周山区”之一。

范家小学距离广元市区40
多公里，辐射几个村的人口，学
生最多时有600多人。上世纪
90年代，范家乡并入邻近乡镇，
但范家小学被保留下来，接收附
近村庄的学生。现在，由于人口
外流，学校只剩下69名学生，附
设幼儿园还有24名幼儿。

2014年 7月，张平原接任
范家小学校长。在来到这所小学
之前，他在当地几所中学当了
20多年的教师，但对于小学，特
别是这类小规模乡村学校的了解
有限。所以到任后，他决定走访
每一个学生的家庭，摸一摸“家
底”。看到的情景深深刺痛了他。

学生张娜，8岁了，个头却
比同龄人小了一大圈。张平原到
她家时，她正蹲在屋檐下给妈妈
搓洗衣服。小娜妈妈生下她以后
就精神失常了，常年卧床不起，
父亲在外打工，已经四年没回过
家了。张平原很难想象，面前这
么柔弱的小姑娘，竟然当起了家
里的顶梁柱，扛起了一个家庭的
重担。

还有一个学生叫赵小惠，父母
也常年在外打工，她和爷爷奶奶一
起生活。小姑娘很懂事，奶奶卧病
在床，她就忙前忙后、端茶送水。
尽管小惠家看起来并不宽裕，但
她的爷爷很坚决，说砸锅卖铁也
要把她转到城里的学校读书，因
为她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可能会
成为家里最有希望的孩子。

同行的老师李才芳说：“要
不是这些学生家里有这样那样的
问题，他们早就转到城里学校去
读书了。”

“我即将要面对的，已经是
乡村‘走不了、走不起’的最后
一批学生了。”几天家访下来，
张平原心中有说不出来的酸楚，

“这些学生本该无忧无虑地享受
童年时光呀！”

和张平原同行的李才芳过去
是民办教师，在范家小学工作了
近40年。她做事干练，当时既
是一年级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还是学校的总务主任，负责90
来号人的一日三餐。李才芳家离
学校只有不到一公里，但是她每
天都住在学校，经常“几过家门
而不入”。

张平原向李才芳了解学校的
情况，她忍不住抹眼泪：“父母
都80多岁了，我也没有时间回
去照顾他们。我一直都很努力，
一心想把这个学校办好，可是学
校越来越小，真不知道该咋办。”

“李老师的情况，在那时的
农村学校比较普遍。”张平原
说，老师都是一专多能，教学管
理、后勤服务一把抓，“既当爹
又当妈”。在张平原看来，他们
想把孩子们教好，但是缺乏精
力、能力，更缺乏途径。在校教
师老龄化、青年教师流动大、教
师专业能力难提高，“这就是范
家小学教师队伍面临的难题”。

到校的那天晚上，张平原睡
在学校办公室里，四周一片黢黑、
一片沉寂，只听见唧唧虫鸣，“这
大山中的一个个村小，不就像与
外界缺少联系的‘孤岛’吗？”

“我们为什么要改变？”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乡村教育
被‘裹挟’着前进。”张平原说，不
仅家长焦虑，校长和老师也在焦虑。

“老师们对于基础教育的对象、目
的、途径缺乏理性的认识和追问，使
命感与倦怠感并存，谁都不满意却又
无法改变。最终，乡村学校‘千校一
面’，孩子们在‘练习—考试—刷
分’中，丢失了童年。”

“乡村教育要‘突围’，乡村学校
必须先有‘个性’。”在张平原看来，
当城市学校还在为生均图书15册着
急的时候，农村学校已经达到了生均
150册。当资源的差距越来越小，乡
村学校的“识别码”是什么？

张平原认为，乡村学校是大自然
中的学校，是城市学校花钱也买不到
的教育资源，“我们应当立足乡村土
地、用好乡村资源、办出乡村特色，让
学生热爱生活、学会学习、热爱乡村。”

“我们的家庭要搞好，要让娃娃
参与进来，不要认为他小、他不懂”

“要让娃娃参加劳动，劳动创造
人”……三年来，对于如何教育孩
子，家长们不仅得到了学校观念层面
的讲解，还有操作层面的指导。

比如，为了让学生学会生活，范
家小学开出了家庭劳动教育“清
单”：4到6岁的孩子要学会自己穿
鞋、穿衣，会扫地、拖地、剥蒜、倒
垃圾；7到9岁，要会使用简单的家
用电器和农用工具，能手洗衣物、制
作简单的餐食；10到12岁，能掌管
一部分家庭财务、能组织安排家庭活
动、参与家庭决策。

再比如，范家小学把所处的环境
变成了“大自然课堂”，老师带着学
生调查家乡的野菜、野果等自然资
源，目前已经收集记录 50 余个品
种，绘制自然观察笔记100余幅，成
了乡土资源活页式课程资料；他们把
所在的村落，也变成课堂。师生一道
对乡村民俗、遗迹、传说、自然资源
进行调查，生成了“探究、搜索、交
流、整理、展示”的乡土调查课程的
基本模式，在实践活动过程中训练了
孩子的思考、辨析、搜索、交流、整
理等综合素质。

近十年的乡村教育探索之路，让
张平原强烈地感受到，不论时代怎么
变，教育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怎样
才能体现这个‘中心’？需要成年人蹲
下身子，站在学生立场、拥有学生视
角、倾听学生心声、回应学生诉求。”

张平原说，教育是在帮助儿童构
筑归属感，他们正在帮学生寻找他们
的“根”。“‘根’就扎在对于身处自
然和社会环境的认知、对于所处文化
传统的认同，学生的自信来源于

‘根’，而不是因为我比谁优秀、比谁
的家境更好。”

“人生是道大考题，也是道终极考
题，我们愿意把更多精力花在破解这
道考题上。”张平原说，有媒体人在范
家小学调查后表示，“像范家小学这种
教育模式下教育出来的孩子，会成为
社会中最‘坚硬’的那群人。”而他却希
望，范家小学的孩子是能够用自己的
智慧和双手获取幸福的人。

近两年，在范家小学还发生了一
个有趣的现象：过去，范家小学孩子
总是往外走。如今，成都、上海已经
有家长打着“飞的”把孩子送到了范
家小学。

（注：本报记者从2014年开始关注
范家小学的办学实践，并将其作为农村
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研究对象，本文根据
多年跟踪报道的素材写就。应被访者
要求，文中涉及学生皆为化名。）

让学校“就是”学生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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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孤岛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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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家小学学生手绘家乡的野菜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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