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8

2011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二

编辑： 张以瑾

电话：

０１０－82296597

邮箱：

zhangyj-xzq@163.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xiaozhangzhoukan QQ

群：

33903519

校长圈

XIAOZHANGQUAN

哪些品质决定校长的面相

■

康振山

“一个优秀的校长， 一刻也不要忘记自

己同时依然是一个教师。” 这句话在于提醒

我， 不要如鲁迅所说的 “一阔脸就变”， 要

多站在教师的角度思考问题。 多想想自己当

教师时对校长的期待———当初自己最反感校

长做什么， 现在就尽量避免； 当初我最喜欢

怎样的校长， 现在就尽量去做那样的校长。

比如， 我当教师时， 最反感校长不信任教

师。 现在我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相信教师，

不要把教师设为 “假想敌”。 不信任教师的

校长当然不是大多数， 但这样的校长的确是

有的。 这样的校长潜意识里把管理当作 “管

制”， 甚至是 “统治”， 对教师处处时时事事

都有一种防范心理， 每出台一项规定都着眼

于 “制约”， 总觉得教师 “得寸进尺”， 于是

在管理中更多的是 “铁腕”， 是 “防患于未

然”， 是 “不轻易让步” ……

从事

20

多年的教学管理工作， 笔者有一

些所见所闻所感， 下面就来谈谈一名合格的

校长应具有的品质：

忠言逆耳利于行。 善于倾听反对意见，

是校长的人格魅力所在。 有时校长决策有

误， 少不了有人提意见。 有个别教职工甚至

在执行校纪校规的过程中有意违抗， 与校长

针锋相对， 让你骑虎难下。 每次遇到这种状

况， 校长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面带微

笑， 洗耳恭听， 用自己的真诚来换取教师的

信任。 在工作中， 校长要缩小和教师之间的

隔阂， 大小事情都要与教师们商量着办。 教

师是校长的参谋和助手， 如果校长能经常听

到反对意见， 工作一定是很顺利的。

处事要退一步海阔天空。 校长要有静水

深流、 不显山露水的气质。 教师们最看不惯

那些搬弄理论、 以强者自居的校长， 最讨厌

那些为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大动干戈的校长。

在工作中， 校长不要把客观、 公正的原则

作为情感交换的条件， 更不要在意物质和

名利的诱惑； 不要求别人完美， 但要求自

己尽量做到优秀； 不求别人给我多少 ， 但

要求自己尽量满足别人。 当然， 校长不是

圣人， 往往在受到无端指责时也会想到报

复 ， 但理智告诉我们 ： 忍一时风平浪静 ，

退一步海阔天空。

学会一笑泯恩仇。 宽容、 大度是一种高

尚的品质。 校长治校的过程是艰难复杂的，

经常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 有时还会被人

误解， 受到伤害。 对此， 校长更要轻松对

待， 一笑了之。 无论在哪种环境中， 我们都

以 “相逢一笑泯恩仇” 的快乐情绪感染身边

的人， 帮助大家化解彼此的积怨。 学校就是

一个大家庭， 在这里没有尔虞我诈。 实践告

诉我们， 只要多一些宽容， 少一些苛求， 生

活的路就会永远充满阳光。

心底无私天地宽。 “无私才能无畏 ”，

校长只有心底无私、 襟怀坦荡、 光明磊落，

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 赢得教师的信任与爱

戴。 心底无私天地宽是一种思想境界 ， 比

如： 福利奖励的发放、 学校优秀的评选等，

校长如不能克制自己的欲望， 矛盾和烦恼就

会接踵而至。 对一位能真诚对待部下、 心底

无私的校长， 教职员工会永远心存感激。

难得糊涂 。 难得糊涂是一种很高的境

界， 要达到它并非易事。 对校长来说 ， 该

明白的事理一定不能糊涂， 有些过于细节

的问题未必要弄明白。 比如： 对学校的人

文环境、 教职工的精神面貌、 管理规章制

度的执行情况、 教师的安危冷暖等 ， 校长

要清清楚楚， 决不能含糊； 而对教师的个

人隐私等问题， 校长没有必要搞得一清二

楚。 学会糊涂的人， 总会用微笑拥抱自己

的每一天。

学校管理的过程， 是校长遍施真爱的过

程。 校长要做性情中人， 才会有真爱； 有了

真爱， 才会有宽容， 才会有自尊， 才会有良

好的心境， 才会为教师所悦纳， 才会成为教

师所敬仰的校长。

【侧影】

那些让我印象

深刻的校长

■

陈开玖

校长， 你是否想过 ， 你会在一个

孩子、 一个学生、 一个同事眼里心中，

留下怎样的身影？ 影响到怎样的行程？

看了媒体关于校长们的报道 ， 我

便回首从孩提时代到今天， 所有关于

校长的记忆。

1974

年开始读小学时 ， 我住在妈

妈任教的江苏刘桥小学。 那时大概是

小学四年级。 校长是个和善的老伯伯。

他老家在上海， 几乎每个月去上海一

次， 每次去之前， 会问学校的同事们

要不要带东西。 一般大家请他带的是

中华牙膏， 因为当地买不到。 妈妈说

家里老的老小的小， 日常负担重， 提

出辞去学校行政职务， 也是他同意的。

校长名字叫方桂华。

后来的小学校长是女的 。 有次在

学校食堂前挂着的喇叭里， 听到她在

讲话， 斩钉截铁。 她刚从河埠头洗衣

上岸， 一身蓝衣， 我说， 刚听到校长

你在喇叭里报告呢。 她说， 是吗， 是

前些天公社开会的录音呢。 说完便笑

笑拎着一水桶衣服走了。 前年我去探

视生活多年的小学， 她和邱老师坐在

校门口的传达室。 他们仍然住在小学

门口的房子里。 她记得我 “一直读书

很好的” ……邱老师一边帮她梳头一

边说 ， 她已经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 ，

我把他们的合影带回浙江。 昨天听妈

妈说， 女校长已经不在了。 女校长名

字叫钱真基。

中学就在隔壁的刘桥中学读 。 有

段时间我住在小学、 中学一墙之隔的

用过廊改造的屋子里。 两边都是教室，

东边门一推， 就是刘桥中学。 校长是

个高高瘦瘦的男人， 住在我们家前排

东首间， 有间单独的书房。 校长话不

多， 因为个子高， 他走一步我们小孩

子常要走两步。 他也常拎起用破篮球

改做的吊桶， 去水井提水， 一趟又一

趟。 听妈妈说： “你们校长听说学生

食堂吃得不好， 就自己也去吃， 还安

排了行政领导每个人轮着吃一天。” 校

长名字叫黄桂泉。

教书最初是在浙江最南端的县城

初中。 经历了几位校长。

印象里第一位校长一边和我并肩

骑车，一边告诉我，明年给你去读本科，

今年已经有两个人去读， 名额满了。我

满心欢喜，答应将来一定要好好谢谢校

长。他回头看我笑，一脸淳朴笑容，牙齿

特别白：“不用谢的哪！”那时是

1989

年，

校长名字叫林宣柳。

宣柳校长要组建另一所县城初中，

需要调拨一批人。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也上了那名单 ， 据说是被他留下 ，

我便赶紧去说明不想去的理由。 最后

确实没有去。 新来的两位校长有一天

忽然来家访，说我能力不错，想推荐我

做学校行政工作，我将信将疑中，妈妈

出来打岔，把话题岔开了。后来我也没

有要那职位，但对两位校长一直保持尊

敬， 校长的名字是陈张渊和陈怀军。

同一年毕业的同学同事不知怎么

就去了县城高中， 先借用后调动。 我

心生羡慕， 暑期便去找了个高中的老

同学， 听了几堂高三的课， 并试教了

两节， 就私下去应聘。 后来， 我的人

事借用函已发出， 却被临时拦下， 据

说因为校长变动。 高中校长看着我的

伤心， 满脸不忍， 安慰我说： “明年

来吧。” 高中校长名字叫郑乃汉。

新来的校长原先是县生物教研员，

发了许多文章 ， 给老师们晚上讲座 ，

他有个论断说年龄必须相近才利于优

生 。 我甚是好奇 ， 讲座后去追问道 ：

“鲁迅和许广平师生恋， 年龄不是差得

很大？ 还有孔子的父母据说岁数也相

隔很大。” 旁边的人使劲笑， 但校长还

是很和善地对我进行耐心解释。 校长

名字叫蒋德仁。 老师们私下都管他叫

老蒋。 老蒋鼓励老师们继续读书。

孩子随着我们的工作调动 ， 来到

座落在温州九山湖畔的学校， “你今

天快乐吗” 是学校的办学宗旨。 我为

孩子插班到小学二年级的事情需要去

见校长。 校长是个温婉的女子， 见面

那天， 她正在等待一场校内会议的开

始 ， 见我进去 ， 马上娴静地站起身 。

我带孩子参加完插班考试后， 一起去

校长室， 她微笑着交待了几句， 孩子

素来腼腆， 告别时居然主动大方地挥

手 “校长阿姨再见”。 孩子校长的名字

叫白莉莉。

……

当我回首关于校长的记忆时 ， 我

发现童年、 少年的记忆最是绵密， 因

为共同生活的空间和时间， 那是一个

小孩子在好奇、 用心体察她的周遭生

活世界里的人。 而成人、 工作后， 则

是 “与我有关方成世界”， 只有个人伸

展的枝节触角， 与校长们的工作方式

交错时， 方成记忆点滴。

当然， 我的记忆自动过滤 ， 留下

的都是最闪亮的片段细节。

【走笔】

好制度是“谈”出来的

■

张建峰

Z

校长调到这所学校半个月， 这天上

午召开了关于学校管理制度征求意见的

座谈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校领导班子和

教师代表， 工会李主席主持会议。 他说：

“学校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已经半个月，

针对部分老师提出的我们学校原来管理

制度存在某些问题， 校委会经过研究，决

定召开这次座谈会，专门讨论学校管理制

度的修订问题。现征求一下教职员工的意

见，以便制定更合理的制度。大家有什么

想法尽管提出来讨论。”李主席说完之后，

大家一阵沉默。

Z

校长微笑着说：“我们这次是座谈讨

论会，大家要畅所欲言，有什么想法说一

说， 你们可是代表广大教职员工的利益

啊，不是你个人的想法。”

李主席说道：“田老师，你作为教研组

长，带头先说。”田老师客气了几句

,

说道：

“我们的一些管理制度过于苛刻，比如教师

有特殊情况迟到

1

分钟， 学校又扣分还扣

钱，谁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迟到，有时一看赶

不上上课了，反正迟到

1

分钟是迟到，迟到

10

分钟也是迟到，就不用跑这么快了。”

“是啊，迟到了就扣分扣钱，老师们对

这个很有意见的，” 教语文的王老师接过

话来说道。

“还有我们得病请假、住院，都要扣款扣

分，这也太没人情味了。”教数学的曹老师气

愤地说，“我上学期得病住院动手术， 住了半

个月的医院，学校还扣了我的钱我的分，这不

仅让我们在身体上痛苦， 而且在心灵上也受

到伤害”。

“还有坐班制度， 不管教师有没有课，都

要从早上一直坐到下午下班， 这对教学的改

革并没有什么好处， 教师把时间都耗在学校

里，但是效率并不高，根本调动不起老师的积

极性来。”化学周老师说……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开了，会议室顿时像开

了锅似的沸腾起来。“看来大家对原有的管理

制度意见不小啊！”

Z

校长看在眼里，想在心里。

等大家把要说的话说完后 ，

Z

校长总结

道：“老师们， 所有的制度其实都是为人服务

的， 好的制度应该能使人的主动性得到最大

化的发挥， 使人得到发展， 成为推动工作发

展的动力， 这样的制度大家才会自觉地遵

守。 刚才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学校领导

班子成员会认真分析， 在结合我校校情的基

础上， 修改完善我校的管理制度， 做到 ‘合

理的制度， 有情的管理’。 只有制度合理 ，

大家才会自觉地去遵守， 这样学校才能良性

发展。”

说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作者单位： 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侯

营镇中学）

学校管理不妨从小事做起

■

韦钢

学校管理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但我以为

复杂问题也可以用简单化的办法来处理。 这

就是： 学校管理不妨从小事做起。 那么， 从

哪些小事做起， 又怎样做起呢？ 我的做法是

8

个词： 走走、 看看、 听听、 问问、 动动、

想想、 说说、 写写。

走走， 就是一天至少在校园里走两圈，

一般是早、 晚各一次。 早上走 ， 主要是看

一下哪些班级朗读比较好 ， 老师到得早 ，

学生朗读好。 同许多学校一样， 我校也有

教师的每天签到制度： 早上一次 ， 中午一

次。 毋庸讳言， 也有教师 “助人为乐”， 帮

未到的人签到。 校长这时又不能将签名单

拿到公安局去做笔迹鉴定。 因此 ， 不妨自

己走一走， 看一看， 就会了如指掌了 。 应

了那一句古诗：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

事要躬行。”

看看 ， 就是看看师生的工作 、 学习情

况。 作为校长外出开会、 公务活动多， 回校

时弯点路， 顺便看一下师生的教学情况， 符

合随机检查的原理。 某种程度上讲， 有很高

的真实性。

听听， 校园里面注意听听教师们在议论

些什么， 就可以知道师生在关注些什么， 根

据这些内容， 结合上级的工作要求， 就知道

自己该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了。

问问， 就是发现异常情况时， 问一问教

职工或学生， 以便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 例

如， 有一次， 我发现学校门卫愁眉不展。 一

问， 得知他是为儿子读大学的经济问题而发

愁。 我就尽我所能， 想方设法， 为其排忧解

难。 还有一次， 发现几位学生没吃晚饭， 我

就带领这几位学生去学校食堂， 和他们一起

共进晚餐。 通过这些细节， 我拉近了自己与

师生的心理距离。

动动， 我以为有时候校长的举手之劳可

以远远超出事情本身的意义。 比如对于学校

的整洁工作， 真如有人说的那样， 喊破嗓子

不如作出样子。 看到垃圾， 我总会动手捡一

捡， 将它放进垃圾箱里。 教职员工和学生看

到校长见到垃圾都拣起来， 也都跟着拣了起

来。

想想， 就是对师生员工和自己的所言所

行所行进行深入思考， 想想其中的内在关

系， 以便校正自己工作方式方法。 有时候想

一想过程中出现的思想 “火花”， 竟能照亮

学校的工作。

说说， 就是将上级的工作要求、 自己的

工作设想跟师生说说， 做好心灵的沟通工

作， 让师生跟自己一起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

处使， 形成合力， 依靠团队的力量做好教育

教学工作。

写写， 就是写一写工作反思， 写一写工

作总结， 以便扬长避短。

日积月累地做一些小事、 平凡事， 时间

长了就会显现其成效。 这大概就是哲学上

“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吧。 之所以讲一讲

自己在学校管理工作方面的一点体会， 意在

抛砖引玉， 以便更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作者单位： 浙江省东阳市现代教育实

验中学）

日前， 山东省威海环翠国际中学举办了班主任节， 学生拥抱老师表达一分钟的敬

意。校长向全体班主任献鲜花，道一声“辛苦了”。

32

名班主任，

32

捧鲜花，这是与责任相

对称的荣誉。图为山东省威海环翠国际中学副校长王振静为班主任们献上鲜花。

王春丽 摄

【心路】

【像册】

【故事】

【笔记】

付业兴 绘

学校的所有问题其实质都是教育问题， 需要用教育的办法去解决。 管理学校只靠校长一个人做事是无效的， 校长只有带领大家一起长期

努力做事， 才能产生效果。 如果离开了民主精神、 离开了科学求真， 校长将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人， 难有号召力

当生命处于“校长状态”

■

林卫民

2002

年， 当时还是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副主任的我， 突然接到省教育厅通知， 派我

到省教育厅直属的杭州外国语学校当书记，

第二年转任校长。 从搞学科教研转型到学校

管理， 一晃过去了近

10

个年头， 期间经历了

困惑期、 适应期和创新发展期

3

个阶段， 有

一些经验和思考值得总结和回味。

不容回避的压力

工作转型是一种磨练， 虽然教研人员、

校长同属于教育系统， 但毕竟学科教学研究

与学校管理有很大的差异， 况且当时学校又

处在规模扩张的转型期， 对于校长来说， 压

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面对复杂的学校现实， 深感自身的准备

不足。 面对当时矛盾较多的一个复杂单位，

加上从

40

多亩地的小学校扩张到

400

多亩地

的大学校， 从面向杭州市招生到面向全省招

生， 从低收费到按成本收费， 恰逢新校舍刚

落成、 新教师大量涌入等大变迁。 原有的教

研经验， 在新的学校管理岗位上， 没有可应

用性甚至是无效的。

教师的民主化 、 科学化诉求 ， 挑战领

导和管理权威。 从机关到学校能明显感到

行政规矩的落差， 相比机关总觉得学校的

政令不畅、 行政执行力不够， 因为教师的

思想及行事风格是崇尚自由 、 追求真理 ，

少有服从行政权威的意识。 况且 ， 管理学

校只靠校长一个人做事是无效的 ， 校长只

有带领大家一起长期努力做事， 才能产生

效果。 如果离开了民主精神、 离开了科学

求真， 校长将成为一个自说自话的人 ， 难

有号召力。 另外， 一所学校总会有个别教

师有挑战领导管理权威的喜好， 并想以此

成为 “群众英雄” 和 “民间精神领袖”， 这

些挑战， 对于一个教研出身且初来乍到的

校长来说， 压力可想而知。

探究教育本质、 管理理论及学校特点并

在此基础上理清思路，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学校转型需要提出新命题、 新思路， 而学校

发展思路既要符合自身特点， 又要遵循教育

规律， 还要适合管理规范。 如何寻找和

构建适合教育的、 适合转型期学校特点

的、 适合新教师占很大比例的管理理论

体系 ， 在此基础上形成学校工作思路 、

发展规划并让广大教职工接受， 逐步落

实到行动中， 成为我面临的重大挑战。

“教育学立场” 的管理与学科教研经

验之间的张力， 对自身的智慧修炼提出

新要求。 由于自身积累了一些学科教学

研究的经验， 在没有全面了解教师和学

校现实的情形下， 只知道宣传和推广自

身的经验， 往往脱离了工作的主线。 由

于自身的经验辐射到其他教师身上效用

不大， 即使有些移植和推广， 但明显存

在 “自殖民化” 的风险， 因为真实的学

科课堂与理论型的教研成果， 没有简单

的对应关系。 自身的教研管理经验与学

校管理之间有着明显的张力， 如何保持

学科教研经验、 学校管理现实和教育学

立场之间的平衡， 对于自身的智慧， 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工作转型引发的生存性压力和

发展性压力， 我心里很明白， “谁不识

时务， 谁就要被边缘化、 被淘汰”， 抱怨

和后悔没有任何作用， 在困境中只有靠

自己拯救自己， 挺过去了， 就能有跨越

式的发展。

改造自身的经验

我常常反思， 组织为何派我去管理

学校， 理由只有一个———我有与教育教

学相关的教研管理经验。 我之所以有如

此多困惑， 是因为我的经验与学校现实、

实际工作的侧重点发生了背离， 并不是

经验真的没有价值， 只要在反思的基础

上对原有经验进行合适的改造， 一定能

生发新的有用价值。

学者的生存之本是理论 ， 教师的生

存之本是学科， 管理的生存之本是实践。

作为校长， 必须了解和研究学校管理中

的现实问题， 例如： 探究巨型学校与小

学校的差异 ， 并提出新的 “条块结合 ”

管理模式， 引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具体

措施， 教学如何 “让———学习” 有效发生，

德育工作的实效性事宜， 学生管理如何做到

宽严有度， 中层干部行政意识和精细化工作

要求， 后勤服务社会化与开源节流……这些

问题想明白了， 生存之本也找到了， 同时也

会发现原有经验的价值， 主动改造自身的经

验和话语系统。 慢慢地教师会发现， 校长并

不是一个外行， 而是有教研经验和管理智慧

的领导。

改造自身的经验有两个条件： 一是理论

把握， 二是实践关怀。 教育管理涉及的理论

具有多重性， 用单一的政策或学科方法无法

提升原有经验及相关的信息， 需要从理论的

多重性寻找处理问题的理论依据并构建个性

化的解决方案； 学校工作体系的综合成分导

致管理实践的多样化， 从管人、 管事 、 管

钱、 管物、 管教育、 管教学、 管行政服务、

管安全等多角度， 寻找有效、 实用的措施和

办法， 并从中学会系统思考， 这一切只有教

学研究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需要更多的实践

反思。

虽然教研工作和教研管理的一些经验积

累与学校管理没有直接对应性， 但是， 将这

些经验加上一些补充因子， 还是能找到有用

的迁移源的。 教研管理与学校管理毕竟属于

教育体系并且对象都是相同的。 无论是教研

经验还是管理经验， 要进行宣传和推广通常

需要具备三个特征： 简明性、 可操作性和启

发性。 简明性， 指用一些道理将理论简明

化； 可操作性， 指不要讲大道理， 在做事的

程序和要领上下功夫， 能形成一套模式； 启

发性， 指观点有用而且有效， 教师从中得到

启发而不是感到空洞。 掌握了教研经验的这

些特征， 每一项教研活动参加者涌跃 ， 同

样， 学校管理中的经验总结或号召， 若能紧

扣这些特征， 教师再也不会感到校长的讲话

令人讨厌， 反而常常呼吁， 校长应该多讲

话， 多开会， 多提要求。

同时， 要积累新的管理经验， 将管理中

的一些具体案例归纳并升华为一般操作模

式。 将日常管理、 每月主要事务 、 校长常

规会议和活动、 重大节假日安排 、 安全突

发事件处理、 家校冲突解决办法 、 教育教

学质量监察、 学生管理状态研判 、 教师思

想动态信息获取等提升为常态化工作程序

和规则， 在此基础上构建校长的行为文化

和学校文化。

管理者要建构各项工作的操作模型， 并

使追随者、 被管理者了解和适应模型， 这是

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生存的一种方式。 学校内

涵发展的第一指标是各级干部会专业化地做

好行政和专业事务， 全体人员都能精致化地

做好相应工作。 实践证明， 管好学校只靠大

思想和大道理是远远不够的。

创新管理思维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已逐渐进入了 “校

长状态”， 正因为如此， 当浙江省教育厅决

定对杭州外国语学校的一些政策作调整时，

我选择了离开并到了北外附校延续我的 “校

长情怀”。 作为学校管理者， 我常常讲的一

句话是， 我们应当为教育、 为学生、 为整个

教师专业团队留下点什么。

无论是做教研工作还是做学校管理， 关

键是要有自己的思想、 思维和话语， 要建立

“接着说” 而不只是 “照着说” 或 “管自说”

的话语体系。 一方面要学习， 另一方面要消

化、 吸收并形成自己的思维体系和话语体

系。 学校管理首先是教育质地的管理， 站在

“教育学立场” 看问题是思想正确的前提，

学校的所有问题其实质都是教育问题， 需要

用教育的办法去解决。

对于教师管理来说， 其基础在于教师专

业发展的自觉性， 一切管理只要以实现教师

更好发展这一 “善” 为出发点， 即使需要教

师作一些利益牺牲， 教师都能愿意接受。 因

此， 校长需要花大力气建立教师发展的宏观

战略并与教师达成一致， 重大事情事先征求

意见并作一些必要的妥协， 以援助者的姿态

礼遇教师， 让广大教师感受到一种智慧型管

理者的魅力和气质， 而不是一个盛气凌人的

官僚， 这样才能凝聚人心、 调动积极性， 推

进事业发展。 对于学生管理来说， 要把着眼

点放在学习和发展上。 教学的唯一目的是

“让———学习 ” 发生 ，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

“为了学生的发展”， 把研究教学的关键放在

学习有无发生， 把研究教育和学生管理的关

键定格在是否有利于学生成为独立自主的

“完整的人”。

到了北外附校， 我组织大家花大力气研

制了 《学校改进行动方案》， 并得到了教代

会的通过。 这一方案确立了切合学校现实的

新思维， 建立了学校管理的新话语系统， 而

且被广大教职工所接受。 方案实施效果十分

明显， 一年前还是求人入学的学校， 一年后

生源爆满。 纵向比较， 教学质量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 学校改进方案中提出的要办一所

“复语复合型” 外语特色学校， 得到了上级

部门的充分肯定， 被列为 “国家级教育体制

改革实验学校”。

转眼间做校长已近

10

年， 回头一看， 教

研工作者已离我远去， 我常常到网上寻找自

己当年发表的教研论文并追忆过去的岁月，

此时才发现， 教研经验其实是后来管理思维

发展的生长点。 其实， 只要能改造， 过去的

经验对于当前事业来说都有积极的价值。 作

为校长， 我深深懂得， “人的教育” 是复杂

的命题， 也是永恒的话题， 为此， 我要追求

一生， 乐此不疲。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员， 北京

市特级教师， 北外附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