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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事”到“立人”

■陕声祥

听到某督学说起一件事， 在对校

长绩效进行年度考核时， 听10位校

长汇报工作， 只有一位谈到了自己的

教育思想、 办学理念。 说校长们没有

履行职责， 似乎说不过去。 校长都

说， 一年到头忙这忙那， 大大小小的

事情做了很多很多。 但是这至少说明

一个问题， 我们很多校长没有清晰的

办学理念， 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仅仅

只是在办事而已。 校长变身“办事

员”， 这个现象值得思考。

教育是“人学”。 我们在做事时，

不能忘记为什么要做、 服务于什么

人， 要时刻把人的发展放在首位。 关

于人的发展的思想观念， 就是教育思

想， 或者说办学理念。 教育思想， 涉

及教育的旨归， 应当是我们行为的指

南。 没有教育思想， 不知教育为了

“人”， 就可能误入歧途， 做出事与愿

违的事情。 审视今天的学校， 有多少

制度、 条例、 规章、 方略正在推行，

或者正在酝酿、 出台。 其中有多少经

过教育宗旨的考问， 经得起教育宗旨

的考问呢？

校长不是埋头做事的“办事员”。

校长要对学校的发展负责， 引领师生

的未来， 要知道学校现在何处、 又将走

向何处。 不应该只知低头拉车， 不管抬

头看路。 对于学校所做的事情， 无论是

学校的决策， 还是上级的意志， 都应该

用教育思想审视一番， 思考如何才能使

其教育效益最大化， 如何才能把带来的

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学校无小事， 事事

可育人。 关键是要运用教育思想去观照

校园里的一切， 让每一件事闪烁出教育

理想的光辉。

当今， 教育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问

题， 社会对教育的期许和教育自身的实

际情况之间还有很大距离， 教育的环境

不尽如人意。 这就更需要校长不能停留

于“办事员” 的层面去照章办事， 而要

站在“立人” 的高度去创造性地办学。

空谈误国， 实干兴邦。 校长要脚踏

实地做事。 但是， “事” 不是目的，

“人” 才是根本。 校长要“目中有人”。

人， 即学校里的教师和学生， 才是校长

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校长在做事

时， 应该以通达明天的眼光， 反观今天

的事情， 让师生享受今天的幸福， 成就

明天的人生。

当校长从“办事” 的小格局走向

“立人” 的大境界， 学校才能走得更远。

（作者单位： 湖北省公安县甘家厂

中心学校）

二思而后行

■由洪晓

“三思而后行”， 是许多校长坚持

的一条工作原则。 然而， 在实际工作

中， 三思而行的结果往往是要么错失

良机， 要么是患得患失， 无果而终。

过度的思考， 不仅不利于创造性地进

行学校管理工作， 还容易使人畏首畏

尾， 结果一事无成。

人们之所以倡导“三思而后行”，

是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这是孔子的主

张， 其实这是误解。 恰恰相反， 孔子

是反对三思而后行的。 《论语》 原

文：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 子闻之，

曰： ‘再， 斯可矣。’”（《论语·公冶长

第五》）这段话的意思是：季文子要三

次考虑以后，才去做某一件事。孔子听

到这事， 说：“考虑两次， 就可以了。”

（译文出自《论语通译》）由此可见，《论

语》中“三思而后行”并非出自孔子之

口，而是季文子的行事原则。季文子，

春秋时期鲁国大夫，《左传》记载，季文

子之为人，于祸福利害，计较过细。孔

子对季文子的做法进行了批评， 认为

考虑两次就可以了。 宋代学者程颐就

此解释说：“三则私意起而反惑矣，故

夫子讥之。”钱穆在《论语新解》一书中

注解此句时指出：“事有贵于刚决，多

思转多私，无足称。”他们都赞同孔子

的观点， 认为考虑过多就会生出私心

杂念来， 办事瞻前顾后， 优柔寡断，

不值得称道。

孔子对季文子的批评对校长很有

借鉴意义。 受长期的习惯思维束缚，

在学校工作中会遇到大量需要从创新

求得突破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面前，

往往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善于研

究和发现规律， 敢于突破陈规， 用改革

的办法破解难题， 闯出新路。 第二种是

循规蹈矩、 就事论事， 头痛医头、 脚痛

医脚， 虽然工作尚属勤奋， 但缺乏对问

题的深刻思考能力、 创新意识， 习惯于

老生常谈、 按部就班， 工作起来往往事

倍功半。 这样的校长不在少数， 需进一

步更新观念、 学习提高， 不断增强创新

意识和本领。 第三种是看到了传统教学

和学校管理的弊端， 也看到了问题的本

质， 但害怕费力不讨好， 害怕得罪人，

害怕别人说自己出风头， 因此不愿触及

矛盾， 满足于做表面文章。 实践中， 这

样的校长不乏其人， 且大有市场。

对于校长而言， 需要时时对照一下

孔子对季文子的批评， 变三思而后行为

二思而后行。 一思学校办学问题的症结

所在， 应不应该在相应的运行模式、 教

育教学管理上进行改革创新； 二思怎么

能改革好， 如何更新观念、 明确思路、

制定方案， 增强预见性、 提高科学性，

完善配套措施， 努力实现预期目标。 只

要这两个问题考虑成熟， 足矣。 如果有

第三思， 往往就是考虑推行这项改革会

不会得罪人、 对自己是否有损害， 等

等。 一句话， 就是“多思转多私”。 因

此， 这第三思要不得， 要下决心变三思

而后行为二思而后行， 多想工作少想自

己， 以培养优秀人才为己任， 只要能最

大程度调动教师积极性、 提升办学质

量， 就毫不犹豫地去做。

办好一所学校不是件容易的事，确

需校长费心思， 但思亦有道。 思而不行

者，多思无益；思而决其行，再思可矣。

（作者单位:山东省海阳市教育体育局）

中小学实现高效管理的关键

■黄兆全

优化管理系统

夯实管理基础

我校在全面总结、 深刻反思的基

础上， 构建了以年级管理为中心的

“学校统一指导， 处室服务协调， 年

级直接管理” 的管理模式。 我们把管

理重点下放到年级， 强化年级的管理

职能， 夯实了管理基础， 简化了管理

层次， 减少了管理幅度， 形成了以教

学为中心， 后勤围着教学干、 处室围

着年级转的良好局面， 增强了工作向

心力、 凝聚力， 形成了较强的教育合

力。

我们把学校层面的管理定位在发

展规划、 队伍建设、 课程开发、 环境

创建、 理念和思路的引领上， 重点是

出思想、 给方向、 明思路、 做保障；

把处室层面的管理定位在指导、 服

务、 协调和督促落实上， 依据处室工

作目标与任务， 为各年级的教育教学

工作提供科学、 合理的指导意见， 支

持和帮助年级、 备课组、 班级教学组

有效开展工作， 重点是出点子、 给思

路、 拿措施、 促落实和做保障。

与此同时， 我们认为， 年级组是

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核心组织， 其主

要职责是在校长领导下， 根据学校总

体安排， 全面规划、 协调、 组织、 实

施年级教育教学工作， 重点抓学生管

理、 教学措施落实和质量提升； 备课

组是组织教师实施教学、 教研、 落实

教学常规的基本组织和管理单位， 其

主要职责是规划年级学科各阶段教

学， 引领、 组织、 协调教师按规划和

要求落实教学常规， 组织开展集体备

课和校本研修活动， 探索有效教学、

高效课堂思路， 引领教师的专业成

长； 班级教学组是教育合力的聚合

点， 班主任是教学组的组织者和协调

者， 其主要职责是组织本班任课教师

通过学科间的教师交流、 沟通， 师生

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反馈， 建立教师之

间、 师生之间的信息桥梁， 形成教学

相长的合力。

搭建研究平台

营造生态环境

校本研究是有效管理的重要载

体， 反映的是学校的管理追求、 管理

特征和管理水平。 校本研究的主要内

容是学校文化建设、 制度建设、 课程

发展、 学生发展、 教师发展等学校内

涵发展的问题。

构建科学的校本研究引领机制，

是引领教职工在实践、 探究和思考的

状态下创新工作思路， 达成状态佳、

思路新、 过程优、 落得实、 效果好的

重要保证。 因此， 一要科学指导。 从

学校内涵发展的高度， 指导各层面做

好校本研究规划， 科学运用校本研究

平台， 用反思与预设激发智慧和灵

感， 用体验与感悟开发潜能， 使管理

成为引领、 探索和实践的综合发展过

程。 二要建立有效的校本研究与管理

制度。 用制度引领校本研究成为工作

常态和研修习惯， 规范各个工作层面

或环节的校本研究过程， 推动各项工

作的创造性落实。 三要建立科学的评

价激励机制。 用科学的评价激励各项

工作从被动的执行转变为主动的进取

行为， 使其在不断实践与体验、 反思

与唤醒的过程中生成创新意识和行动

能力。 四要建立校本研究问题征集、

梳理和成果推广制度。 激励广大教职

工在实践中发现、 梳理和分析问题，

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与落实措

施。 让经验得到推广， 使问题成为研

究与实践的动力。

体现人本理念

生成发展合力

在教育教学管理实践中， 我们坚

持以“学生的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为

根本目标， 引领教师不断深化对“为学

生终身发展、 终身学习、 终身幸福奠基

服务” 的发展性、 高效性和生命性教学

质量观的理解， 强化了“四个意识” 和

“两项措施”。

四个意识： 即强化“首责” 意识，

就是对自己教的学生和学科负首要责

任， 不松劲， 不推诿， 不放弃； 强化

“我教、 我管、 我负责” 的责任意识，

就是既教书， 又育人， 为每个学生全面

发展和成长负责； 强化“百分之百” 的

真情关怀意识， 激发教师“学生的未来

是我们的动力， 学生的进步是我们的责

任， 学生的智慧是我们的企盼” 的职业

责任感和“关爱、 示范、 认真、 坚持、

创新” 的职业精神； 强化“拖不起， 耗

不起， 不可逆” 的行动意识和发展意

识， 增强教师对学生的爱心， 对教育工

作的责任心、 事业心和紧迫感， 促进教

师保持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两项措施： 一是高效教学引领。 引

领教师逐步把新课程理念内化为教学规

范， 自觉探索构建高效教学模式。 课堂

教学力求达到基本内容自求化、 要点内

容问题化、 重点内容习题化、 难点内容

层次化， 体现出以教师为主导、 学生为

主体、 训练为主线、 发展为根本的宗

旨。 二是科学规划作业。 作业设计以高

效练习为原则， 体现层次性， 克服盲目

性， 瞄准探究性、 实效性、 生成性和发

展性目标。 依据教学内容要达成的目

标， 结合学情实际， 针对教学重点和要

点， 精心选编有梯度、 分层次的练习

题， 指导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合理选

做。 （作者系陕西省汉中中学副校长）

管理策略

劳动实践基地：师生诗意栖居的开心乐园

■张随学

因地制宜， 开辟劳动实践基地。

我校位于新市区， 95%以上学生家庭

环境优越。 居住于高层住宅的孩子

们， 就如同生活在人造的“围城”

中一样， 生活空间非常狭小， 很少

有与大自然接触的机会。 正如一位

教育家所言： “大自然是世界上最

有趣的教室， 它的魅力无穷无尽，

然而， 世界上有很多孩子却没有机

会与这个大教室亲近， 实在遗憾。”

奇妙的大自然不仅是孩子学习的天

然课堂， 更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快乐

园地。 基于此， 学校建校之初， 我

们因地制宜， 在校园里开辟了劳动

实践基地， 由百花园、 百果园、 五

谷园三部分组成。 在师生的精心打

理下， 如今百花园内玉兰、 芍药、

丁香、 月季、 鸢尾、 紫藤争奇斗艳，

百果园中苹果、 桃、 梨、 杏、 枣、 山

楂、 葡萄硕果累累， 五谷园里高粱、

大豆、 小麦、 玉米、 芝麻笑弯了腰。

劳动实践基地成为孩子们亲近自然、

认识自然、 聆听自然的场所， 成为孩

子们流连忘返的开心乐园。

劳动实践， 品尝艰辛体会甘甜。

“人人参与劳动， 个个得到锻炼。” 学

校经过整体规划， 每个班级都分到了

一块属于自己的责任田， 全校师生无

一例外地成为了劳动基地的主人。 低

年级学生年龄比较小， 他们的主要任

务是捡拾垃圾， 保证责任田里干净、

整洁， 并通过观察认识花草树木及农

作物的生长过程。 中高年级学生在老

师的示范与指导下， 亲自参与种植、

浇水、 施肥、 除草、 治虫、 收获等各

种劳动实践。 劳动使学生树立了正确

的劳动观念， 掌握了劳动技能； 劳动

让孩子们付出了辛勤与汗水， 收获了

幸福与甜蜜； 劳动磨炼了孩子们的意

志， 培养了团结协作精神； 在与花草

树木、 蝴蝶、 蚂蚁、 蚯蚓等生物的和

谐共处中， 培养了他们的爱心及尊重

生命的观念。 如今， 每到双休日， 很

多年轻的父母也情不自禁地来到我们

的劳动实践基地， 一家三口一起快乐

劳作， 其乐融融。

丰富内涵， 拓宽素质教育渠道。

在师生的精心呵护和管理下， 校园里

的花草树木品种越来越多， 但是却很

难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 于是， 学

校发动全校师生上网查找资料， 经过

筛选整理后给每种植物制作了标识

牌。 标识牌造型新颖， 创意独特， 以

本种植物的彩色图片为底板， 上面用

文字简要介绍了它的名称、 科属、 花

期、 果期、 习性等， 有的标识牌上如

“青松、 腊梅、 翠竹” 等还配有名人

诗句。 同学们在休闲活动或实践劳动

时， 经常会去看看身边的植物介绍， 一

张张标示着植物身份的标识牌， 就像是

无声的植物科普讲解员， 激发了孩子们

认识植物、 探索植物科学的浓厚兴趣。

走出课堂， 走进田园。 科学课上， 孩子

们饶有兴趣地观察蝴蝶、 蚂蚁、 蚯蚓、

菜青虫等小动物， 针对紫藤树叶被虫子

啃咬来开展课题研究； 美术课上， 孩子

们用手中的画笔生动地勾画出校园里

的花草树木及自己的劳动画面； 数学

课上， 教师引导学生丈量本班分得的

责任田面积， 计算蔬菜的产量； 语文课

上， 学生把实践体验写成作文， 真情实

感、 言之有物， 令人耳目一新， 学校网

站专门设立一个板块将这些作文在网

上发表……劳动实践基地成为学校鲜活

的教材， 与各学科相互渗透、 有机整

合， 拓宽了素质教育的渠道。

劳动实践基地让学生从课堂走向博

大宽广的大自然， 从课本走向丰富多

彩、 生动活泼的劳动实践， 为人的全面

和谐发展提供了得以实施的土壤， 开辟

了素质教育的新途径。 劳动实践基地，

浸润着孩子们辛勤的汗水， 荡漾着孩子

们舒心的欢笑， 铭刻着孩子们童年的足

迹， 将来无论走到哪里， 这块曾诗意栖

居的开心乐园都会成为他们难以忘怀的

美好回忆。

（作者系河南省三门峡市阳光小学

校长）

有话直说

管理笔记

构建科学、 高效的管理系统， 搭建承载引

领功能的校本研究平台， 强化年级管理基础，

优化管理思路与过程， 为生成发展合力营造良

好生态环境， 是中小学实现高效管理的关键。

‘

‘

‘

‘

治校有方

“挥动锄头给禾苗除

草， 提来清水给花儿浇

灌， 伸出手儿小心地采

摘果实。” 这一派悠然的

田园景象可不是虚拟的

“开心农场” 网络游戏，

而是我校师生在校园劳

动实践基地快乐劳动的

真实场景。 劳动实践基

地为师生创设了与自然

亲密接触的平台， 增大

了校园活动空间， 丰富

了校园生活内容， 增添

了校园生活情趣， 成为

师生们诗意栖居的开心

乐园。

‘

‘

‘

‘

图说创意

小小校讯通带来的惊喜

■侯会贞

教师管理是学校管理工作的灵

魂。 尊重教师的主观能动性、 调动教

师的积极性， 是学校管理的出发点，

也是学校管理的归宿。 尤其面对近几

年新入职的80后教师， 如何培养他

们的工作责任心和职业追求一直是学

校关注的课题。 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这

样一段话:“多表扬， 少批评” 不仅

是教育者的信条， 而且是我们生活的

信条。 寻找值得肯定的事情， 认可并

鼓励， 对鼓舞团队士气、 提升教师工

作动力非常重要。

于是我就开始了寻找， 寻找日复

一日教师日常工作中的耀眼环节。 走

进班级、 教师办公室， 我真的发现了

一些教师看似平常的典型做法， 比如

每周生字验收、 制作简单教具等。 这

些属于教师职责范围之内的小事情值

得学校大张旗鼓地表扬吗？ 即便是表

扬又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抱着试

试看的想法， 我采用校讯通的形式开

始了一天一播报式的表杨， 第一则校

讯通消息就这样发送到了全校每一位

教师的手机上———“主动作为、 创造

性工作” 系列报道之一： 一年级白立

艳老师制作了多张生字卡片， 强化学

生识字训练； 张晨光、 李佳两位老师

在“认识钟表” 教学过程中， 发现学

生错误率较高， 就想办法制作了多张

钟表图样， 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这

些老师面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不

回避、 不放弃， 而是想办法解决问题

的负责态度让人感动。

消息发出后， 我在忐忑之中期待

着， 期待着教师能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在接下来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全校教

师见贤思齐， 争先恐后对日常教学工

作该完善的完善、 该补充的补充， 凝

心聚力抓教学的氛围空前高涨。 于是

校讯通上陆续发出了以下二十几则报

道： 五年级殷维兰、 王会昕两位老师

坚持开展每日一题训练活动， 在每日

的坚持中收获成功； 王海燕、 刘丽曼、

王蒙三位英语教师经过了早读、 课上

强化朗读训练后， 组织第三次英语朗

读抽查， 三位老师在检查过程中对学

生进行了一对一指导， 学生的朗读水

平正逐步提高……

“多米诺骨牌效应” 让教师演绎出

一曲曲你追我赶的工作赞歌， 原来， 一

个人由内心的愿望而生发的动力， 可以

这样激烈而绵长； 原来， 一个优秀团队

的相互激励与支持， 可以产生这么大的

感召力和凝聚力。 小小的校讯通居然成

为了让教师感受职业生涯幸福的平台，

因为它不仅表扬了一部分教师， 也使其

他正在努力的教师因此受到隐性的表

扬。 这样的表扬能够激发教师追求高层

次需要的欲望， 使教师把全部精力投入

到工作中去，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善尽

美地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正是教师的共同努力， 使我们学校

呈现出和谐竞争、 朝气蓬勃的景象， 真

正成为师生共同经历生命成长的地方。

（作者系河北省石家庄市柳辛庄小

学副校长）

制作剪纸作品 传承雷锋精神

3月3日， 由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

镇中心小学100名学生历时1个多月， 以雷

锋生前的40个故事及“当代雷锋” 10名德

清楷模为题材创作的50件剪纸作品亮相，

以纪念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 题词发

表50周年，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

图为在乾元镇中心小学剪纸室， 学生

们在整理雷锋故事剪纸作品。

倪立芳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