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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回看】

【每周评论】

“我们不能让大树底下不长草”

———访北京师范大学褚宏启教授
■

本报记者 苏令

教育的发展其实就是一个
新陈代谢的过程

记者： 名校长的成长是一个长期的
过程， 名校长推迟退休是不是正好符合
“教育家办学” 的思想？

褚宏启： 全国几十万所学校 ， 每个
学校的校长都应该是教育家。 关键是对
“教育家 ” 如何界定 ？ 我理解的 “教育
家 ” ， 不 是 传 统 的 成 名 成 家 的 那 个
“家”， 而是能够按照教育规律办事， 能
够从教育规律的角度去确定自己办学思
想的人。 我们现在一谈教育家， 好像只
有老校长 、 快退休的校长才是教育家 。

其实不然， 中国的教育并不是靠少数几
个人去支撑的， 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志干
得也很好 。 “长江后浪推前浪 ”， 社会
的发展包括教育的发展其实都是一个新
陈代谢的过程，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补充
新鲜的血液。

记者： 一些校长虽然到了退休年龄，

但体力、 精力尚可， 尚处于事业发展的
高峰期， 在这种情况下， 是否可以延迟
退休？

褚宏启： 我认为 ， 即使名校长身体
很好、 精力充沛， 也不要延时退休， 除
非有非常非常特殊的情况 。 在俄罗斯 ，

普京在做了两届总统后， 虽然身体很棒、

呼声依然很高， 但时间到了， 还是得离
开总统岗位。 校长退休了， 依然可以发
挥很大的作用 ， 可以采用另外的形式 ，

不一定非得在一线坐镇。 名校长经验丰
富， 办学业绩显著， 的确是学校教育的
宝贵财富。 为了让他们退休后能够继续
发挥作用， 相关政府部门应为他们创设

继续施展才华的平台 ， 北京市建立的
“名校长工作室” 就是一个很好的探索。

实际上， 名校长按时退下来以后， 在传、

帮、 带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可能比他在
位时还要大。

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大树
底下也容易不长草

记者： 一般来说， 人们对名校长的
接班人要求很高， 名校长也往往由于找
不到合适的接班人， 而不得不延迟退休。

您对此怎么看？

褚宏启： 如果真的出现后继无人的
情况 ， 老校长是有责任的 。 据我了解 ，

有个别学校的名校长， 无论如何也不愿
退休 ， 而且打击 、 贬低自己的副校长 ，

说他们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为自己继
续留在这个位置上找借口。 实际上， 这
和封建时代的权术之争是一样的。 有人
说 ： “大树底下好乘凉 。 ” 也有人说 ：

“大树底下不长草。” 实际上， 这两者是

高度相关的。 “好乘凉” 意味着大家对名校
长会产生很强的依赖性， 年轻人没有崭露头
角、 施展才华的机会， 很难真正成长起来。

我们不能让大树底下不长草， 作为 “一把
手” 的校长， 作为名校长， 在位期间一定要
培养好后备梯队。 当然， 这个梯队不是指封
建社会的那种裙带关系， 而是要培养高素质
的管理团队， 要老、 中、 青结合， 不一定非
得指定一个接班人。 实践证明这也是很难成
功的， 要有一个公平的选拔机制， 择优选择
继任校长。

记者： 名校长退休以后， 会不会使学校
的发展出现反复甚至大幅下滑？

褚宏启： 名校长退休后， 如果学校的发
展一落千丈， 名校长是有责任的。 当然， 任
何人员更替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这是很正常
的， 我们不能因噎废食， 不能因为产生问题
就不进行人员更替了。 新老更替是自然规
律， 如果让老校长接着干， 大家都很放心，

但他能工作到
120

岁吗？ 他迟早有退下来的
那一天， 早退休几年和晚退休几年没有太大
的区别。

不要把学校的发展寄托在少
数个人身上

记者： 有人认为， 名校长延迟退休， 是
人尽其才的举措， 是另一种形式的“以人为
本”， 您怎么看？

褚宏启： 名校长是否延迟退休， 涉及到
人事制度。既然是人事制度，在执行起来的时
候就必须要有一定的刚性， 否则就失去了权
威性。我们现在有很多事情，有了制度不去执
行，或在执行中刚性不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
响。对于名校长，我们要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
贡献，但也不要无限夸大。 同时，名校长延迟
退休，对于其他校长来说是不公平的。

记者： 人们常说： “一个好校长， 就是
一个好学校。” 这似乎成了一些名校长要求
延迟退休的理由。

褚宏启：对“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
校”的说法，我不是很赞同。 对于学校的发展
而言，最主要的是要有好的制度，而不是简单
地依靠一个好的校长。 比如，一个“好总统就
是一个好国家” 肯定是不对的，“一个好县长
就是一个好县区”也是不对的，但很多人却毫
不犹豫地认为“一个好校长就是一个好学校”

就是对的。 实际上，这三句话的逻辑都是一样
的，背后的思想都是“清官思想”、“明君思想”

和“人治思想”。把一个国家、一个区域、一个学
校的命运寄托在少数个人身上，是有问题的。

普京在即将卸任俄罗斯总统时， 大家都
认为他能力很强、 无可替代， 但现在看来，

梅德韦杰夫干得也很好啊。 学校的发展和国
家的发展一样， 是需要多元智慧来支撑的。

一位校长在一所学校一干就是几十年， 对学
校的发展不一定是件好事， 学校的发展需要
有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入。 如果认为一所学校
只有某个名校长才能办好， 那就是典型的
“人治思想”。

补说《校长为何静不下来》

读了 《中国教育报》

4

月
28

日 《现
代校长周刊》 李磊先生的文章 《校长
为何静不下来》， 感想颇多。 李磊先生
是从外因角度作的分析， 我这里再从
内因角度作些补说。

我们在充分肯定大多数校长在大
多数情况下尽职尽责的同时， 也不应
该无视我们所不想看到的问题： 有些
校长在酒桌上用去了多少时间和精力？

有些校长在牌桌上用去了多少时间和
精力？ 有些校长在鱼竿上用去了多少
时间和精力 ？ 如此等等 ， 不一而足 。

当然， 我不是说校长不可以喝酒、 不
可以钓鱼、 不可以打牌， 而是说要把
握一个度。 任何行业都有社会形象的
限制， 教育尤其不能例外， 校长作出
表率责无旁贷！

校长要想静下心来， 就要内外兼
修， 以内心修为为主。 首先， 校长要
有强烈的职业责任感。 在这个色彩缤
纷的现实社会中 ， 既然选择了教育 ，

走上了学校管理的岗位， 就要有清醒
的角色意识 ， 强烈的责任意识 。 以
“教学生

3

年， 为学生规划
30

年， 为民
族考虑

100

年 ” 的情怀履行自己的职
责 。 这样想心自然会静下来 。 其次 ，

要平静地看待 “社会事务 ”。 平心而
论， 这些年政府效能建设还是卓有成
效的，当我们从提升自我的角度看待社
会事务时，社会事务确实很有意义。 只
要态度谦虚，处处留心皆学问，“三人行
必有我师”。 再其次，利用好工作之余的
时间。 的确，校长上班时间的事务繁多，

时间支配身不由己，但业余时间还是可
以自主安排的。 尽管应酬多，挤点时间
并没有那么难，难的是“静下心来”。 只
要细算一下，校长在休息时间中见缝插
针，安排点时间，静静心，读读书，思考
些问题，写点东西还是可以的。 所以，校
长能否静下心来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
校长自己。

宁夏银川一中副校长 尤学文

到点就退 名校长是否该例外？

■

本报记者 苏令

“我呼吁丰台区别让李有毅校长退
休。” 据 《北京晨报》 报道， 日前， 北京
市海淀区一所名校校长在北京

12

中办学实
践研讨会上表示， 名校长是教育事业的
宝贵财富， 在培养优秀教师、 推广优质
教育等方面作用突出， 建议推迟名校长
退休时间。 李有毅是北京市丰台区首个
高中示范校北京

12

中的校长， 已临近退休
年龄。

据悉， 从
2005

年起， 北京市就处于中
小学校长换班的高峰期， 预计城八区未
来
3

年即将退休的正职中小学领导大约
300

人。 目前， 北京市校长的退休年龄比照
公务员的标准规定， 即男

60

岁、 女
55

岁。

不过各区操作方式也不尽相同。

虽然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对 “名校
长” 进行评估与认定的权威标准和操作
体系， 但一般认为， 名校长是有着突出
办学业绩、 有一定影响力的校长。 毋庸
置疑， 名校长对于学校的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但这是否应该成为他们在刚性
退休制度面前 “例外” 的理由呢？

名校长充分发挥作用， 是
否一定要延迟退休？

蔡林森，

1942

年出生。 在
1982

年被任
命为校长时， 他所在的江苏省泰兴市洋
思中学只是一所农村联办中学。 经过多
年的努力和探索， 他创立的 “先学后教，

当堂训练” 的教学模式， 带领学校走出
了一条成功的 “洋思之路”。 前往洋思中
学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

2002

年 ， 蔡林森到了退休年龄 ， 泰
兴市委书记、 市长亲自出面， 请求他继
续留任。 当时， 由于学校快速发展， 每
年都要增加几十名新教师， 而且政府要
把学校从乡下化工开发区迁入泰兴城
区， 在此情况下， 蔡林森选择了继续留
任。

2006

年， 洋思中学新校区建成， 蔡林
森感觉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了， 就三次
坚决要求退休， 终于得到批准。 功成名
就的他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安享晚年了。

可蔡林森心情复杂， 舍不得离开自己为
之付出全部心血的学校。 几个月后， 蔡

林森受聘担任河南省沁阳市永威学校校
长， 开始了第二次创业。

“当永威学校董事长聘请我时， 我有
个念头， 永威学校有小学、 有高中， 我
如果到永威学校， 就可以把 ‘先学后教，

当堂训练’ 推广到小学、 高中。” 之前，

曾有人质疑洋思中学的办学经验只适合
农村地区的初中。 对这种说法， 蔡林森
很不服气。

结果， 不到
2

年时间， 蔡林森就把濒
临倒闭的永威学校给办 “火” 了， 使之
成为人们争相学习的 “永威经验 ”。 对
此， 蔡林森很有成就感。

“如今， 我看到洋思中学在发展， 自
己到河南获得成功， 就觉得

2006

年退得
对。 如果该退不退， 等到自己身患重病，

害了学校， 就后悔莫及了。” 蔡林森告诉
记者 ， 虽然他不再担任洋思中学校长 ，

但他的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人生价
值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

蔡林森说， 名校长不应该推迟退休
时间。 但如果学校有特殊情况， 事业有
特殊的需要， 而且名校长身体健康、 精
力充沛 、 无家庭包袱 （配偶身体健康 ，

无需名校长照顾）， 且本人愿意并能再创
奇迹， 就可以推迟退休时间； 相反， 这
些条件都不具备 ， 或者有一条不具备 ，

就不宜推迟退休时间。 蔡林森认为， 名
校长退休后发挥作用的途径有很多： 可
以到教育学会工作， 培训教师、 进行教
学研究； 可以兼任省、 市督学； 可以当
原来学校的名誉校长或顾问； 可以到民
办学校工作， 甚至到外省、 市开辟新天
地， 改造薄弱学校； 可以写书， 总结教
育教学经验等。

“名校长发挥作用， 不一定非得延迟
退休。” 中南民族大学教育系主任王世忠
教授表示， 不管多么优秀的名校长， 到
了规定时间， 必须按时退休， 毕竟年龄
大了， 精力差了， 越来越难以承受领导
工作的沉重负担， 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
规律。 对身体健康并愿意工作的名校长，

可以返聘为 “名誉校长”， 为教育行政部
门和相关学校的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谋 ，

但不能直接参与学校的具体管理工作 。

有关部门还可以视具体情况， 设立一个
过渡性质的机构， 系统整理和挖掘名校

长的办学经验与办学思想。 “年龄到了，

就该退下来， 但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为
教育服务。”

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名校
长是否难辞其咎？

讨论名校长是否需要延迟退休 ， 其
背后都隐藏着一个担心， 那就是接班人
不能胜任， 使学校的发展出现反复甚至
后退 。 没有合适的接班人 、 后继乏人 ，

是很多名校长不得不超期服役的主要原
因。

培养合适的接班人 ， 是校长更是名
校长的分内事。 如果在退休时没有培养
出合适的接班人， 对名校长乃至整个学
校发展意味着什么？ 名校长是否难辞其
咎？

在王世忠看来 ， 如果没有合适的接
班人， 则意味着校长不合格。 江苏省常
州市武进区星辰实验学校校长庞荣瑞认
为， 如果校长到了退休的年龄， 还没有
人可以平稳接班， 应该是老校长的过错。

帮助年轻人有效接班， 是名校长是否真
正有名的标志之一。

因为名校长有着过人的本领 ， 在一
定的历史时期内， 由于个人的原因造就
了一所名校 ， 在学校具备较高的威信 ，

他们的退休会给学校带来一定的麻烦 ，

也会给接班的人带来相对的压力。

“如果校长是明智的， 就应该在退休
之前适度控制自己的行为， 把更多的权
力交给别人， 让别人有更多锻炼和建立
威信的机会， 尽可能早些实现校长岗位
的过渡。” 庞荣瑞表示， 名校长如果没有
按时退休， 就会影响接班人的成长。 名
校长们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相当
丰富的经验， 应对各种复杂的情况游刃
有余， 可如果他们不及时退休， 年轻人
又如何能够走上一线得到锻炼？ “这就
像一个家庭， 下一代已经成年， 即使他
们在处理有的问题的时候会表现得比较
幼稚， 也应该让他们独立处理问题。 如
果老人长期当家， 后代就永远得不到锻
炼。”

上海建平中学校长程红兵认为 ， 之
所以讨论名校长的退休问题， 主要是因

为名校长的资源太稀缺。 如果名校长很多，

那么就不会讨论这个问题， 名校长退休就会
是件很正常的事情。

“所谓名校长， 一定是在校长的工作岗
位中产生的， 而不是在大学校园里产生的，

也不是通过培训产生的。 虽然培训会有比较
大的作用， 但毕竟不是根本途径。 只有校长
岗位才是产生名校长的根本途径， 或者说是
唯一途径。 如果没有校长岗位， 就不可能有
名校长产生。” 程红兵认为， 到龄校长的按
时退休， 其实就是给新的名校长诞生提供一
个必要的岗位条件， 让出空间也是一种贡
献。 名校长所拥有的办学经验是一笔不可多
得的财富， 在没有合适接班人的情况下， 适
当延长若干时间， 或者虽退之后仍然扶持后
继者， 的确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但这只
能是权宜之计， 必须适可而止。 从长远来
看， 还是要让新人走上前台， 他们身上也有
一些不可替代的优势。”

“不妨做一个比较实验： 两所类同的学
校， 一所由名校长继续执政， 另一所换上年
轻人。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 可能老校长的学
校会比较平稳些， 但年轻人的学校一旦经历
了过渡期， 可能更加富有朝气与活力。” 庞
荣瑞说。

有“例外” 的制度是否权威
不在？

目前， 国家法定正常退休年龄为： 男
60

周岁， 女工人
50

周岁， 女干部
55

周岁。 各地
在此基础上， 对校长的退休年龄也都有具体
的规定。

“公民的退休年龄是国家法定的， 在此
基础上， 由有关部门规定某些人延迟退休时
间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
区教育局局长钱江认为， 倘若要求国家对名
校长给予特别政策， 在维护公平的前提下，

还得兼顾其他各个群体和各群体之间的特殊
对象的平衡问题。

“我国法律规定， 劳动既是公民的权利，

又是公民的义务。 退休是国家给教师的劳动
权利， 名校长也是教师。 所以国家法律规定
教师什么年龄退休， 名校长应该享受同等的
权利。” 蔡林森对记者说， 校长不是终身制，

名校长也不是终身制。 因此， 在国家未有新
的法律出台之前， 名校长的退休时间不该推

迟。

在采访中， 记者调查了
10

位副校长， 其
中有

8

位认为名校长延迟退休不妥，

2

位认为
名校长到了退休年龄 “一刀切” 太可惜， 名
校长应适度延迟退休。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副校长告诉记
者， 退休时间是国家法定， 每个人都应该遵
守， 不能因为个别特例而破坏制度， 名校长
延迟退休是干部终身制的又一体现 。 他认
为， 名校长对教育的贡献是巨大的， 而他的
贡献中应当包括培养优秀的继任者和接班
人， 这样才能促使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否则就如同诸葛孔明， 一生辛劳， 但死后无
人接班， 蜀国灭亡。

“中国人好讲人情， 名校长工作一辈子，

贡献巨大， 在身体不错的情况下再工作几
年， 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这种想法很有人情
味。 但这也是将人情置于法规 、 政策之上
了， 法规、 政策不能因人情而随意被破坏。”

这位副校长说， 不管多么优秀的名校长， 到
了国家规定的年龄， 必须要按时退休。 一方
面， 如果校长到期不退， 继续在原学校任职
的话， 就容易形成长期的思维定式， 会带来
很多负面影响， 这样不利于学校的可持续发
展， 不利于年轻人的成长； 另一方面， 如果
他们还在原岗位上任职， 也容易变得保守，

而且会出现一些专权独断的现象。

“到了一定的年龄 ， 由于精力的原因 ，

名校长可能会越来越力不从心， 最终只能吃
老本， 导致经验主义， 对教育发展过程中的
许多新生事物敏感性不强， 甚至与年轻人产
生 ‘代沟’。” 在庞荣瑞看来， 这些都不利于
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褚宏启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
生导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分党委书记兼副部长， 教育
部小学校长培训中心主任， 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主要
从事教育发展战略、 教育政策
与法律、 教育管理、 外国教育
史等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名校长退休， 难说“再见”。

孙万帅绘

【聚焦】

给“推迟名校长
退休 ”亮红灯

■

陈泽珺

近日， 北京市海淀区一所中学的校长在
一次办学实践研讨会上提出了“名校长推迟
退休” 的建议。 此建议一出， 在教育圈内似
乎还引起了不少的响应， 并有风声说北京市
相关政策“跃跃欲试” 准备出台。 一个没脑
子的提议， 引出了那么大的呼声和风声， 真
是莫大的荒唐。 我觉得应该给这样一种现象
亮一亮红灯。

首先， 我们不能因为工作而不讲“人
性”。 “名校长” 不是从天而降的荣誉， 而
是他们长期工作实践的结晶， 是凭智慧和能
力赢得的。 相对而言， 他们投入的体力和脑
力劳动很多， 为教育作出的贡献也很大。 但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 不可能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女到
55

岁， 男到
60

岁， 大多精
力、 体力都跟不上工作的节奏了， 难免力不
从心。 更何况学校生活本身就单调乏味， 也
不会为他们的身心带来多少欣喜和愉悦， 不
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和他们生活质量的提
高。 从对他们的尊重和敬仰方面考虑， 我们
没有什么理由让他们超期服役。 再说， 人到
了这样的年龄， 容易产生恋家情结， 辛辛苦
苦干了大半辈子了， 应该摆脱繁琐事务的纠
缠， 过上安闲平静的生活。

其次是余热在人， 而不是在校长这个位
子。 如果非得把人按在什么位子上才能发挥
余热， 这其中肯定有问题。 名校长是学校教
育的宝贵财富， 在培养优秀教师， 推广优质
教育方面有突出作用，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
实。 我们需要珍惜和利用好这些优势资源。

但利用这些资源不一定非推迟名校长退休不
可， 办法有多种。 比如， 我们可以把这些名
校长的实践经验编纂成书， 让教师们阅读领
悟， 并运用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去； 也
可组织这些名校长到学校调研、 开座谈会，

为教师的成长和学校的发展发挥余热等。 并
不是说名校长只有身在其位才能发挥出自己
的优势， 虽不在其位， 只要我们能有效利
用， 他们对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同样是巨大
的。

再其次， 没有一成不变的理论， 同样没
有一成不变的经验。 名校长的成功经验除了
大量个人的智慧因素外， 还渗透有特定的历
史背景， 他们的思维模式、 处世策略都会打
上时代的烙印， 在一定时期内对教育教学工
作的影响确实是巨大的。 环境变了， 他们的
那一套经验就会有一部分与时代的要求不相
吻合， 若坚守固有的思维定式就不能与时俱
进， 那么它对未来教育的指导意义就不会很
大， 甚至会形成一种无形的障碍。

还有， 名校长早晚要退出教育舞台， 新
的一代也会迅速成为教育的领军人物， 这是
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如果硬让那些名校长
强撑着充当排头兵， 指挥教育教学工作， 漠
视新生力量的潜在能量， 势必会影响新生力
量的崛起， 影响着教育的创新和发展， 弱化
教育的后劲， 未来的名校长必然也会延期诞
生。

名校长该不该延迟退休， 其实是不应该
成为问题的问题。 这种奇怪的提议背后有一
种背景， 那就是有很多名校长到了退休年龄
而不愿退休。 为什么不愿退休？ 一方面有些
人可能确实是“故土难离”， 深沉的教育情
怀使然。 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有些
人是因为不愿放弃名校校长之位为他们带来
的名利和权势。 如果我们规定， 到了退休年
龄的校长如果推迟退休， 想继续做校长就只
能到一个非名校去， 又有多少哭喊着想推迟
退休的名校长愿意去？

“名校长推迟退休论” 如果帮了那些另
有盘算的“名校长” 一把， 成了别人的工
具， 岂不冤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