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

校长周刊

主编：时晓玲 编辑：时晓玲 设计： 李坚真

2012 年 5 月 15 日 星期二

探索治校之道 展现办学智慧

电话：

010-82296604

邮箱：

jybxiaozhang@126.com

“

（本版图片由潍坊第八中学提供）

流露与倾泻。

当然， 要让教师给学生以人性温

情， 学校首先要以人性的温情对待教

师。 韩志亮主张， 人性情怀应该是以

一种文化氛围、 一种精神力量、 一种

价值期望去引领教师。 而这种氛围和

力量应该首先为教师创造一种心灵安

全的环境。

清晨， 有教师上班迟到了， 校长

看见了， 应该怎样处理？ 韩志亮理解每

一位教师， 也体谅每一位教师。 他觉得，

每个人都有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 比如

孩子生病了， 比如路上堵车了， 比如自

行车坏了， 这都很正常。 对偶尔迟到的

老师， 他会谅解。 但是， 他也会温和地

告诉教师， 不要让迟到成为习惯。

教师们说， 他们明显体会到了校长

的坦诚、 友善、 真诚、 包容和公平。

让教师感到安全和满意， 不憋屈，

这是他追求的一种管理境界。 他说， 心

灵的安全最重要， 要让教师们在学校里

有一种坦然， 不必想着校长是不是对自

己有看法， 逢年过节的时候不用想着要

不要给校长送礼。

学校制度公平公正， 校长才会有真

正的坦荡， 教师也就会慢慢有了理解和

接纳。 每年的职称评定是关系到每位教

师的大事， 也是令校长挠头的一件事情。

如何做才能够公平？ 才能让教师少些情

绪？ 每一次， 韩志亮都会与教师坦诚交

流， 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新学年开始， 韩志亮在学校推行

“发现工作法” ———用欣赏的目光发现教

师身上和工作中值得肯定的点点滴滴，

让教师们在这种肯定中获得投入工作的

热情。 后来， 这种工作方法还延伸到了

教师们中间， 引导教师自我发现———发

现自己的潜能， 发现自己最佳的成长区

域。

人文情怀应该是以一种价值期望去引领教师

“天地之性， 人为贵。” 韩志亮常

用这句话要求教师。 他说， 一定要在

内心深处将学生这个“人” 放大， 看

重学生， 尊重学生。

他坚持认为， 教育是一种德性很

高的事业， 这种道德性突出的标志就

是要关注人、 重视人， 从人性出发去

感受人性。 而作为教育工作者， 必须

具备三“心” ———敬畏心、 责任心和

敬业心。 比如， 教师不体罚学生， 因

为一旦这样做了， 就会影响声誉。 因

此， 人性温情应该是教师职业素质的

底线。 “人性应该成为师德的核心，

具体地说， 教师首先应该看重人的生

命与尊严， 这应该成为教师必须具备

的精神‘合格证’。 一个人适合不适合

做教师， 具备不具备做教师的资格，

首先应该看他是不是善良， 是不是具

有慈悲情怀， 人性的发育是不是健全。

可以肯定地说， 以柔美的人性与深厚

的温情作生命底色的教师， 对学生注

定有着满心的欢喜。 当他看到学生的

笑脸、 听到学生的问候， 无异于蝴蝶

觅到花朵， 鱼儿放归清湖， 那欢心还

来不及， 那享受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

轻视、 怎么会漠然！”

“只有人性的东西才可能征服人

心。” 他语重心长地对教师们说， 教学

生3年， 要给学生的心中种下温情， 而

不是敌视。

在潍坊八中， 教师们都熟悉校长

这样一句话： “教师的微笑， 是孩子

的春天。” 韩志亮希望通过这句形象的

话语， 让教师们明白一个道理： 教育

需要微笑， 而心灵的灿烂才能带来真

挚的微笑。 教师的微笑是教师教育平

等、 教育自信、 教育艺术的外化， 是

对教育事业、 对学生真挚情爱的自然

教师为什么越来越远

离学生？ 为什么难以从学

生那里获得工作的满足与

快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缺少人文情怀，缺少人性

温情。 从长远和根本来说，

要解决教师的职业态度问

题，需要重建教师的人本意

识和人性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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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让教师对学校满意

2012年元旦前夕， 韩志亮策划了

一个让人颇感新鲜的节日———同事节。

在这个为期40天的节日里， 教师们一

起活动、 一起交流情感、 交流工作，

加深了彼此了解， 也活跃了校园气氛，

体会到了在一起工作的快乐。 韩志亮

为同事节精心拟定了一句主题词， 叫

做“有声有色地工作， 有滋有味地生

活， 有情有义地交往”。 他的“校长寄

语” 张贴在每一个办公室里： “家里

的兄弟姐妹， 是父母为我们找来的朋

友； 学校里的同事， 是我们自己找到

的亲人———让我们的相处成为一种美

好！” 为了给教师创造交流沟通的机

会， 学校工会组织按工作性质和分工、

工作地点等将全校教师划分为13个小

组。 小组内的教师一起参与体育活动，

一起吃饭聊天， 一起去看望组内年龄

最长教师的父母， 相互之间敞开心扉，

彼此欣赏。 有了沟通， 就会有理解，

也就会有关系的融洽。 变化， 在教师

们身上悄然发生着： 交流变得多了起

来， 原来很少参与校园活动的教师，

现在愿意参加了； 同事之间关爱、 欣

赏的氛围变浓了。

让教师对学校有认同感， 尽可能

多地感受到工作的愉快，这是韩志亮设

立同事节的初衷。“人与人之间容易产

生矛盾的地方，一是家庭内部，二是同

事之间。 同事之间的关系经营好了，教

师心情就会愉快，工作就会快乐。 教师

的工资就这么多，作为校长，我不能多

给，也不敢少给。 我能做的就是尽可能

地让教师不感到憋屈，尽可能地让教师

对学校满意。 教师只有对学校满意了，

才会以良好状态投入工作，也才会有利

于对学生的教育。 ”

或许我们对这样的场景并不陌生：

还不到放学的时间， 有的教师就早早

地推出自行车， 在大门口等着， 待放

学铃一响， 校门一开， 一秒钟也不想

逗留， 迅速“逃离”。 透过现象看问

师生关系是否和谐融洽，

成为影响教师职业幸福感的一

个重要因素。 教师越是对工作

倦怠，离学生就越远；离学生越

远， 就越是感受不到与孩子在

一起的乐趣。 师生关系好了，老

师舒服，学生舒服；老师能更多

地体会到工作的快乐， 学生能

更多地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要使学生、家长、社会

对学校满意，首先要做到教

师对自己的学校满意。如果

一所学校连自己的老师都

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满是厌

倦，满腹牢骚，这不顺眼那

不顺气，心怀鄙夷，那么，这

所学校怎么可能会有好的

发展？怎么可能会培养出优

秀的学生，怎么可能会赢得

社会的赞誉？

题， 韩志亮觉得， 如果校园成为一名

教师一心想要逃离的地方， 待在学校

成为他的一种无奈， 那么， 这对教师

本人来说是一种不幸， 对学生来说同

样是一种不幸。

教师自身生命质量状况， 注定会

对学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只有当

教师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爱， 满怀情

感， 满心依恋的时候， 这所学校才有

可能是有活力的， 才是有希望的。 韩

志亮说： “我做校长多年， 当教师的

时间也不短。 我经常对自己提出这样一

些问题： 教师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满意吗？

他们的身心状况如何？ 他们有没有从自

己的工作中感受到职业的乐趣与幸福？

遗憾的是， 我得到的回答往往是怀疑甚

至否定的。 我发现， 教师感受更多的是

沉重， 发出的声音更多是抱怨、 不满甚

至痛苦。” 因此， 他提出， 办让学生满意

的学校、 社会满意的学校， 首先要办让

老师满意的学校。

为了让教师感到来自学校的关心和

重视， 学校组织评选“月度人物”， 参加

全省实验教学创新大赛并获多项大奖的

教师成为首届“月度人物”。 中年教师处

在特殊年龄段， 保持和激发他们的工作

激情是一个重要课题。 韩志亮曾经策划

组织过一个“中年教师节”， 既体现对他

们的理解， 又注意挖掘这个群体中的优

秀精神加以弘扬， 让大家感受到来自学

校的关注和关心。 学校组织“工作模范”

评选， 那些虽然没有多少标志性成果，

但却多年如一日默默无闻、 兢兢业业、

尽心尽力工作的教师成为被表彰的对象。

“让校园如家”， 这是韩志亮勾画的

一幅教师对学校满意的图画。 他说，他并

不期望这些努力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但他会让“做幸福教师，培育幸福学

生” 的愿望像空气一样弥漫在校园上空，

弥漫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因为他坚信，每

个人的心中都保留着一些柔软的温暖的

东西，它们会像种子一样，随时会在某个

春暖的时节，发芽、生长， 结出硕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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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共参与“我的秘密花园”活动

让心灵先到达理想的地方

时下， 教师职业倦怠几乎成为一种普遍

现象，不管是身在乡村还是身在城市学校，不

少教师都缺乏工作热情与激情， 专业发展动

力不足，职业追求模糊。 为什么会这样？ 韩志

亮认为，其原因不单单是外部的，更重要的是

教师缺乏一种信仰，心灵缺少“阳光”的照射。

怎样消除教师的倦怠心理？ 韩志亮没有

采用强制方式和说教，而是将解决教师“心”

的问题作为突破口。在他看来，良好教育的前

提是首先让教师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满意，对

学校和工作满意，能够获得职业幸福感。“教

师满意了，有幸福感了，心中就会充满阳光。

心灵阳光的教师，即便是批评学生的时候，学

生的心灵深处也会感受到阳光的照射。 ”

职称晋升是每位教师特别关注的一件事

情， 有的教师因为没有如愿晋升而有情绪，

影响工作积极性。 韩志亮就帮教师们“算

账”： “人生就是一朵花。 你一不开心， 一

个花瓣就落下来了。” 他希望教师们能够以

一种良好的心态面对职称评定———面对过

程， 尽力而为； 面对结果， 顺其自然。

他请专家给全校教师作报告，上幸福课；

与教师掏心窝子般地交流， 建立与教师之间

的信任……他努力用一种文化引领教师的精

神。 他说，他所做的就是在门外敲门，让里面

的人把紧闭的门打开，走出来，走到阳光下。

有的教师也许一时还不愿意完全把门打开，

有人甚至就是不愿意开门， 但他会一直敲下

去， 直到对方把门打开。

他很看重教师的精神修炼， 并将此视作对

教师心灵的唤醒： “教师应该感觉做人是一件

无比美好的事情， 欣赏自己， 也欣赏他人； 信

任自己， 也信任他人； 激励自己， 也激励他

人。 深信他人与自己一样有价值， 用真诚、 友

善、 公平、 信任、 尊重、 宽容、 理解和热情，

砌成自己心灵的安全大厦。”

面对那些习惯抱怨的教师， 那些将每天上

课看作负担的教师， 韩志亮没有用“做蜡烛”、

“讲奉献” 等去要求他们， 而是从以人为本的

价值取向出发去关注教师的内心需求， 用人性

的温情去滋润教师的心灵。 他首先让教师浮躁

的心安静下来， 让教师明白， 即便是为了提升

自己的生存质量和人生幸福， 也要少一些厌

倦， 少一些工作的消极情绪。

有一次去爬山， 韩志亮无意间听到身边一

位教师边攀登边感叹：“哎呀， 怎么还没爬到

顶！ ”爬山的目的是为了锻炼和快乐，可是怀着

这样的心情爬山，又怎么能够享受到快乐呢？在

他看来，这种感叹的背后，是一种消极的心态。

面对任何事情，一旦以一种消极的心态去对待，

就会成为一种沉重和负担。 教师的工作也是这

样，以消极的心态面对工作，收获的就不会是快

乐，而是厌倦甚至痛苦。教师为什么会出现职业

倦怠？ 是因为思维方式出了问题， 信仰出了问

题，逐渐将自己的内心封闭了起来，越来越远离

了快乐，远离了学生。 而作为教师，一旦远离了

学生，缺少感情的投入、心情的投入，从学生那

里获得的快乐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 每次组织教师外出活动， 韩志亮总

忘不了提醒教师， 不要怕累， 要关注幸福和快

乐。 他提出“健康第一” 理念， 强调不仅要身

体健康， 更要保持心灵的健康， 吃得下饭， 睡

得着觉， 笑得出来。 在他的倡导下， 学校成立

了“步行俱乐部” ———“步行上下班， 健康好

生活”。 于是， 每到上下班时间， 大家三五成

群， 有说有笑， 徒步而行， 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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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校长的“教师生态”重建之路

在教师眼里， 韩志亮是位没有“架子” 的校长。 学期结束了， 全校教师要拍张“全家福”， 韩校长会帮着摄影师忙前忙

后， 将老教师们一个个安排在前面重要位置， 而他自己却跑到最后一排， 与年轻教师们站在了一起。

无论是先前在小学做校长， 还是3年前调任山东省潍坊第八中学当校长， 不管到哪里， 韩志亮都会将人性关怀和人文管

理投注到教师身上。 因为在他看来， 教师的生存状态直接影响学生校园生活质量———

一周人物

做校长15年，韩志亮总结出一条经验，学校能否成为学生内心深处喜欢并渴望的场所，学生有

没有感受到学校生活的幸福与快乐，这一切，主要取决于教师。 教师只有具备温暖人性、良好心态

和崇高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影响学生。

当今环境下教师为什么容易出现职业倦怠？ 为什么离学生越来越远？ 为什么难以体会到工作

的快乐？ 在韩志亮看来，这些问题的出现虽然与工作压力、专业成长迟缓有关，但关键还在于教师

精神价值的缺失。为此，学校必须对教师进行价值引领，建设良好的人文生态，重建教师精神价值。

“学校能否成功，关键看能不能创造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因为教师的幸福决定着学生未来发展。 ”

教师的精神价值怎样建立？学校的教育生态如何营造？韩志亮用自己的行动一步步作着诠释。

■

山东教育报记者 宋洪昌

一直以来，我有一种困惑：

过去，教师虽然收入低，教师职

业的社会认可度低， 但是那时

候的教师身上有一种精气神，

敬业意识强，责任感强，争着多

上课，很少有抱怨的。 现在，教

师的收入高了， 社会认可度也

提升了， 可是为什么抱怨却多

了，职业精神也弱化了呢？

从改变关系开始

韩志亮曾经作过一项师生幸福指数调

查， 调查的结果令他吃惊， 全校两千多名师

生， 竟然有半数以上感觉自己的工作、 学习

“不幸福”或“不够幸福”。 而不幸福的一个重

要的原因是师生关系不融洽， 教师感觉学生

调皮、不懂事、难教育；学生感觉教师高高在

上、盛气凌人、难以接近。

症结在哪里？ 主要在师生关系不平等，

教师离学生太远。 “师生关系的主导权在教

师， 关键是教师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学生、

教育学生。 不少教师抱怨说时代变了， 现在

的学生不是过去的学生了， 这是客观现实。

但是， 关键是教师如何改变， 要学会站在学

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处理问题。”

去年9月，韩志亮让学校工会组织了一次

活动，首先是引导教师寻找“我眼里最好的学

生”，改变传统的单纯以文化课学习情况评价

学生的方式，而是用欣赏的眼光看学生，发现

学生身上闪光的地方。于是，教师眼中的好学

生一下子多了起来，“××同学乐观开朗”

“××同学关心同学”……那些原来在教师眼

中没有优点，不怎么可爱的学生，如今也有了

优点， 变得可爱了。 接下来， 他又让学校德

育处在学生中间开展了寻找“我心中最美的

老师” 的活动， 引导学生通过某一件发生在

自己身上的事， 感受到教师的美。 不少学生

“发现” 了教师对自己的关注， 还有的学生

感谢那种关爱式的批评， 更多的学生开始感

觉到了教师的宽容和信任。

教师喜欢学生，学生喜欢教师，这在韩志亮

看来，应该是理想的教育田园美景。怎样让学生

感受到校园的快乐？韩志亮认为，这迫切需要教

师加强“修炼”———重视学生，喜欢学生，让学生

因为喜欢教师而喜欢学校，喜欢学习。

韩志亮经常走进教师的课堂，听得多了，他

就发现一种现象，如果整堂课上没有笑声，课堂

就沉闷，学生学习状态也就不会好。为什么有的

教师会板着面孔讲课，原因在哪里？因为教师没

有底气，不敢以开放的姿态面对学生。 为此，韩

志亮提出“用欢笑声点亮我们的课堂”。 课堂气

氛变了，师生之间的感觉也跟着变了。教师感到

离学生近了，学生感到教师比过去可亲了。

简单、 真诚、 善意、 坦诚， 没有修饰， 这

些“童心元素” 让学生保持了童心童趣， 同时

也应该是教师理解学生、 走近学生的通行证。

韩志亮希望教师们回归童心， 要有点孩子气，

用童心解读童心， 面对蹦蹦跳跳、 天真、 稚气

的学生， 教师应该变得真实起来， 简单起来，

快活起来。 在他看来， 只有获得职业幸福的教

师， 才有可能攀上教育的高峰， 尽览教育的美

景。 他期望“教师应该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

子， 不要永远板着一副严肃的面孔。 要有孩子

气， 要有欢快的脚步， 要能够触动学生内心深

处最敏感的神经， 让他怀疑， 让他冲动———只

是不要让他平静地无动于衷。”

融洽师生关系重建的过程是缓慢的， 但效

果却是令人欣喜的。

不断地唤醒， 不断地引领， 韩志亮发现，

渐渐地， 活力和微笑悄悄“爬” 上了老师们的

脸庞。 办公室里、 教室里、 校园里， 欢笑声多

了， 师生在一起的气氛融洽了。

楼梯上印“脚印”

与个性化窒息

■

方展画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 小学时兴

在教室阶梯上印一串串鲜红的 “脚

印”， 右排的脚趾朝上， 左排的脚趾向

下， 时刻提醒着小学生们： 一律从右

边上楼从左边下楼， 不准造次。 类似

的规则在校园里比比皆是。 例如， 铅

笔盒必须放在书桌的右上方， 若置于

左边就算 “作乱”； 上课时坐姿必须端

正， 且双手要回拢平摆在桌面上； 想

发言必须先举手 ， 静候老师的点名 ，

不可想说就说； 写字强调笔顺， 不按

笔顺写出的字要扣分； 师生相遇学生

要赶紧先说 “老师好”， 几乎没有老师

会抢先问候……凡此种种， 美其名曰：

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是成人世界 的秩序情结在作

祟， 是成人给孩童定规矩。 中央电视

台有一则公益广告： 关注学生， 不要

关住学生。 我理解， 指的正是这种规

矩现象。 我们总是习惯于东施效颦的

思维方式 ： 美女西施笑起来很好看 ，

于是便要求每个女人不管俊丑都要按

西施的这种笑魇来笑， 结果往往适得

其反。 学校教育也是如此， 总是拙劣

地将我们认定是 “应该” 的东西或者

“正确 ” 的东西强求于学生 ， 迫使学

生按照我们设定的培养模式与路径成

长， 实际上是把学生 “关” 在我们成

人的思维界域之内。

在我们的教育词汇中 ， 频频出现

“塑造 ” 一词 ， 并作为褒义词而备受

青睐 。 何谓 “塑造 ”？ 二千年前的荀

子 “蔴生蓬中， 不扶自直” 这句名言

对之作了一个极为形象的注释。 不难

理解， 教育的塑造观典型地体现了外

在的意志， 赋于学校教育为所欲为的

特权 。 于是就有了师道尊严的必须 ，

于 是 就 有 了 “ 上 行 下 效 ” 的 必 然

（《说文解字》 如此解释 “教”： 教者，

上所施下所效也 ）。 在中国封建社会

皇权制度的背景下， 学校教育进一步

演绎着 “天地君亲师 ” 的君权观念 ，

“师云亦云” 成为教育的经典。

正是在 “塑造” 的名义下 ， 学生

的愿意被无情地剥夺了， 学生的兴趣

被残酷地扼杀了， 学生的个性发展被

束之高阁。

学校教育过程， 在本质上的确是

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是从自然人变成

社会人的过程， 因此， 让学生学会并

遵循社会的要求与规范、 养成良好的

习惯是必要的 。 但在现行的教育中 ，

我们似乎过于强调了社会规范， 却把

“化” 这个过程有意无意地疏忽了。 自

然人有自然的属性， 也即通常所说的

天性， 童真、 童心和童趣虽然看似幼

稚、 天真甚或可笑， 但却是人性与生

俱来的特质， 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生

命之源， 也是个体社会化过程的个性

之源， 不仅值得呵护， 而且是成长的

宝贵资源 。 我们常常用 “童心未泯 ”

形容一个人的纯真或生动， 便能说明

这个问题。

但是， 在小学教育中 ， 我们似乎

并没有为儿童的童真、 童心和童趣留

有足够的孕育和发展的空间， 而是过

急地过早地把所有在成人看来是幼稚

的生命现象驱逐于校园之外， 使之过

急地过早地匆匆告别浪漫的无忧无虑

的童年， 成为一个 “小大人”。

小学生上楼梯为什么不能沿着左

边上去？ 现实社会中没有这样的规定，

即便是对成年人也没有这样的要求 ，

但独独对童心未泯的小学生如此苟刻。

除了强求一律以确保 “秩序”， 我实在

想不出其它的理由。 这种规定的潜台

词是： 小学生是不能随心所欲的， 在

学校里， 所有的一切都有 “规范”， 恪

守规范是每一位学生的 “天职”。 放铅

笔盒有规范， 坐姿有标准， 课堂发言

有要求， 师生见面有礼节……在 “统

一” （其实是 “划一”） 的要求下， 原

本天真无邪、 活蹦乱跳的儿童每每受

制于诸如此类的 “秩序”， 每每受制于

外在的并且是预成的行为模式， 个性

发展事实上已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我一直以为 ， 时下的学校教育在

管理上存在三大歧误： 规范高于创新、

结果大于过程、 显性重于隐性。 正是

这三大歧误 ， 导致学校特色的匮乏 ，

导致学生个性的缺失。 校园教室楼梯

上印的看似毫不起眼的 “脚印”， 正是

特色匮乏和个性缺失的写照。

（作者系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一周观察

和学生在一起时，韩志亮总是很“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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