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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杂谭

广文中学家委会会长 迟志芳：

家委会原来有这么多可干的事

2011年9月， 孩子小学毕业升

入广文中学后，我作为家长，也亲历

了学校为孩子们开设的入校课程，

切身体验到学校“为每个学生提供

适合的教育”的办学理念，我兴奋、

激动，归属感油然而生。

怀着憧憬， 我报名参加了班级

家委会。后来，经过竞选演说、家长代

表投票， 我当选为学校家委会会长。

此时，细细揣摩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的

讲话：“每个孩子都是家庭中的百分

百，家长的意愿是我们改进工作的重

要理由，是学校发展的助推器，要创

造属于家长的力量”，我才知道，家委

会会长肩上的担子并不轻。

轮值办公参与学校管理

家委会是啥？ 怎么干？ 一遍遍

学习家委会章程， 我开始琢磨出了

一些眉目： 家委会是家长的娘家，

是联系家长与学校的桥梁与纽带。

我找到了本届家委会工作的切入

点———驻校轮值。

驻校轮值， 为家长们提供了了

解学校、合理表达诉求、参与学校管

理的渠道， 也使得学校有了展示自

我、听取意见、接受监督的可能。 参

与轮值的家长十分积极。 有的家长

为了写好轮值报告，进行专项调查、

查阅资料、实地走访调研。调研越深

入，对学校了解得越多，家长对学校

的信赖感、尊重感越强。轮值报告每

周末提交学校， 学校办公会将进行

专题研究， 家委会成员则根据议题

参加会议。 2012年家委会提交了41

份轮值报告，被学校采纳建议、意见

11条。 校长高兴地说：“家委会成了

学校发现问题的第三只眼睛， 这些

问题往往习以为常， 而它们恰恰就

是制约学校发展的地方。 ”

亲历子女在校学习生活

孩子在学校里有70%的时间是

在课堂里度过的，孩子的感受，也多

半来自班级。家委会为此提出了“孩

子的课堂，我们的课堂”的理念，以班

级家委会为主体，常态化开展“聚焦课

堂，辅助成长”的家长进课堂行动。

班级家委会通过调查走访“摸”情

况、座谈交流“聊”情况、走进课堂“看”

情况，形成了家长进课堂“三定”制度，

即定位———进课堂的家长是教师助

理，是第一班长；定时———时间上统一

组织， 提前报名预约， 及时调整；定

责———家长进课堂时间与学生上学放

学时间一致，对晨读、午练、课间纪律、

课间活动进行跟踪记录，及时反馈。

这一行动， 调动了家长参与班级

建设的积极性， 家长亲历子女在校学

习生活， 对学校教育教学改革也有了

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今，走进广文的

每间教室， 都会发现有2-3名家长在

课堂里认真记着笔记；课间操场上，你

也会发现有家长参与课间活动； 早读

课上，甚至能听到家长领着孩子诵读。

家长们说：走进课堂，才真正了解了学

校，了解了孩子。

参与开发选修课程

广文有三位一体的课程体系， 包

括学科课程、 活动课程、 特色课程。

活动课和特色课重在个性和特色， 以

便满足更多学生选择和成长需要。 由

于家长从事不同的行业， 有着不同的

经历和专业特长， 是学校开发选修课

程的重要资源。

于是， 学校邀请家长参与了学校

社团课程和特色课程开发， 内容涉及

金融、通讯、军事、司法等学校不易开

发的领域， 其中有多个模块通过了学

校课程管委会的审查。 家长们授课内

容虽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

是能讲故事、讲案例，贴近学生生活，

实践性特别强， 深得学生欢迎。 期末

时，由家长执教的《社交礼仪》、《重工

机械课程》、《地球村英语》等获得了学

校社团课、特色课优秀奖。

初试成功，让家长们有了自信。 家

委会主动请缨， 担当学校综合实践活

动课的组织者。2011年11月，由我牵头

组织了儿子所在年级的“白浪河湿地

环保行”。 家长们事先徒步考察路线、

制定详细应急预案、联系服务用车、协

调交警护送， 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之

后，一个由学校教师开发课程、家委会

组织实施的综合实践活动渐渐以各班

家委会为单元开展起来。 如今，每到周

六周日，潍坊市博物馆、消防队、城市

规划艺术馆、工厂、军营里，常常能看

到身着广文校服的孩子们。

家长沙龙分享教育心得

家委会还有一个职能就是定期调

研、访谈家长，随时了解家长教育动向。

家长沙龙是家长自我成长的平

台。 一周一次，每次一个专题，周末进

行，家长自愿参加。 2012年家委会组

织了61期家长沙龙， 主持家长沙龙

的，有家长、专家，还有心理咨询师。大

家不仅分享教育心得，破解困惑，而且

还萌生了不少活动创意。 初一迎六一

“告别童年，拥抱青春”主题班会、初二

“激励主题班会”都是在家长沙龙上诞

生的创意，并由家委会开发组织实施，

如今这些已经成了学校的品牌课程。

对家长沙龙上发现的一些教育共

性问题， 家委会则以开设家长论坛等

方式予以讨论厘清。如今，家长论坛已

成了广文中学家长学校的一个重要补

充。 家委会还通过建立飞信群、QQ

群、博客等，把家长和学校连接起来，

使得更多优秀的家教经验在这里传

播、学校的改革创新在这里传递、孩子

的健康成长在这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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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学校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儿

■李振村

在北方工作18年之后， 我调到长

三角地区工作，十余年光阴过去，现在

又开始了南北两栖的生活。 其间自然

对南北两地的文化差异， 尤其是学校

文化的差异有着不同于一般的体认。

初到长三角， 印象最深的是第一

次到上海的一所学校采访。 早上赶到

学校， 跟校长谈了一上午， 到中午吃

饭时间， 校长径直领我进了教师餐

厅， 排队领了一份快餐。 十几分钟便

吃完饭， 下午继续座谈。 当时感觉很

好， 真是效率高啊。 若照以前在北方

的做法， 是一定要被请到酒店， 几个

人陪着， 觥筹交错一番的， 有时推杯

换盏的时间久了， 原本下午安排的工

作也就随之泡汤了。

后来， 细细观察， 发现南北方学

校之间的差异还远不止这些。

在北方， 像特级教师、 全国优秀

教师这样的优秀教师， 多半“教而优

则仕” ———当了校长之后， 就不会再

担任具体的课堂教学任务， 而是忙着

一心一意做“官” 去了。 而在长三角

一带， 越是优秀的教师做了校长， 越

是不肯放弃课堂。 比如全国著名特级

教师王崧舟和薛法根， 都兼着集团学

校的校长， 下辖数所学校， 但是他们

都坚守在课堂上， 薛法根甚至还坚持

带毕业班。 何以如此？ 是否北方的官

本位意识更强， 而在南方， 学术的地

位更为大家格外看重呢？ 我不敢妄下

这样的定论。

在北方， 特级教师、 优秀教师等

评选， 很多都是被校长垄断的———不

管校长平常是不是真的在课堂上教

学； 但在长三角， 特级教师的含金量

就要高很多， 因为如果你不在课堂上

教书， 即便是一位优秀的校长， 评特

级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 也正因为如

此， 在北方， 不管教书教到多么牛的

教师， 在校长面前有时也难免唯唯诺

诺； 而在长三角， 特级教师或优秀教

师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不管多么牛的

校长， 在这些优秀教师面前也是客客

气气的。

在北方， 学校搞教研活动， 不少

校长首先想到的是请领导， 邀请的领

导级别越高越有颜面。 在长三角， 很

多学校邀请领导的同时也格外看重邀

请专家的分量———请的专家水平越

高， 校长的自豪感就越强烈。

在北方， 一些校长对于派教师出

去参加教研活动不甚积极， 因为要花

钱， 要调课， 总之是挺麻烦的一件

事。 在长三角， 几乎每所学校每年都

要花很多钱派教师出去参加各种教研

活动， 也正因此， 长三角成为国内中

小学教研活动搞得最火热的区域， 甚

至催生了师训市场的极大繁荣。

在北方， 除一些名校外， 一般学

校不大搞对外公开的教研活动； 即便

校内搞一搞， 也常流于形式。 在长三

角， 凡是稍具规模的学校， 大多每年

都要搞一次大型教研活动， 校长们对

一些高规格的教研活动兴趣甚浓———

经常是不惜贴钱， 也要把这类研讨会

拉到自己学校举办。

在北方， 大凡校级活动， 校长是

肯定要在主席台重要位置的； 而在长

三角， 起码我所参加的很多教研活

动， 主持会议的常常不是校长， 而是

学校一些业务骨干， 校长则坐在下面

静静地听讲。 就群体管理风格而言，

北方的校长或许更多一些威严， 而长

三角的校长则表现得更民主一点。

在北方， 很多学校投入并不小，

校园设施一流， 但在一些管理细节上

却不尽如人意。 比如， 卫生间会有气

味。 我常陪同北方来的朋友参观上海

的一些学校， 每次都会告诉大家， 其

实看看这些学校的卫生间， 就知道学

校管理该学习什么了。 不管学校大

小， 不管是否地处偏僻， 这些学校的

卫生间通常都是干净清爽的， 基本上

没有什么气味。

在北方， 学校的建筑风格偏好宏

大气派：一进校门，常常是宽阔的广场，

后面是宏伟的办公主楼， 然后才是教学

楼什么的。而在长三角的很多学校，却吸

纳了欧美、 香港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

校建筑设计理念， 学校占地面积不一定

很大， 但规划设计却以便利学生学习和

生活为准则， 加上南方的气候适宜植物

生长，走进校园，满目葱茏，感觉与生命

更加贴近，自然的气息也更加浓郁一些。

……

当然， 这些差异是整体的感觉和对

比， 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 北方也有很

多学校， 教研空气浓郁， 课改领先全

国； 北方也有很多学校， 管理的精致程

度超过南方学校。 但从面上讲， 就我所

见而言， 差异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为什么有如此种种差异？ 这大概是

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 社会风气、 历

史传统、 文化氛围等各方面的差异分不

开的吧。

（作者系 《当代教育家》 杂志总编

辑兼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校长）

关于召开教育局长

暨校长交流会的通知

培育区域生长点

寻求教育新突破

会议发言火热征集中

区域教育发展， 非整体综合改革不

足以谋一域均衡目标。 为顺应这一发展

趋势， 中国教育报将以“培育区域生长

点 寻求教育新突破” 为主题， 于4月

18日至19日在浙江省安吉县召开教育

局长暨校长交流会。 会议将邀请30名教

育局局长参加， 所辖区域参会校长人数

不超过2名。 会议不收会务费， 参会名

额有限， 报名从速。

为保证会议发言质量， 中国教育报

基础教育区域周刊现诚征大会发言材

料。 材料分区域教改探索和学校发展探

索两类， 凡在区域教育改革和学校发展

中能够直面问题， 有一定思考力和实践

经验的地方、 学校， 都在征集范围内。

届时， 我们将从中遴选优秀的教育局长

和校长在大会上作经验交流。 材料征集

时间截止到4月12日， 参会报名时间截

止到4月8日。

联系人： 胡老师 叶老师

电话： 010-82296609� 82296861

� � 邮箱： jybqyjy@sina.com

局长议题———重在行动研究， 破解

区域教育均衡发展难题， 培植区域教育

品牌先锋力量。 区域不同，条件各异，作

为一方教育局长， 当前区域发展的难点

在哪儿？如何在各自区域内找到突破口，

实现教育综合改革， 以此实现教育的高

质均衡发展，提升区域教育品牌影响力？

校长议题———重在行动研究，关注当

前学校发展、 管理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

如何提升学校校本研训水平？如何提高教

师队伍建设的效能？如何将教育教学有机

结合，更好地开展立德树人教育等。

学校发现问题的另一双眼睛

■赵桂霞

2006年12月，广文中学举办首届校园艺术节。 在学生

处组织报名、竞选的基础上，圈定了两男两女四个主持人。

还未排练，一位男生家长打来电话，强烈要求自己的孩子不

能做主持，理由很简单：“主持能让我的儿子上高中吗？ ”在

事关学生命运的问题上，学校是不敢马虎的，不得已，只好

更换了另一学生主持。而那个男生却因为未能登台，一直郁

郁寡欢，最终在中考中发挥不佳，勉强进入高中学习。

事实上， 学生们十分期盼校园生活的丰富多彩。 学校

曾面向学生进行初中理想学校的要素调研， “丰富多彩的

活动” 排在第一位。 而同时调研学生幸福感的主要来源

时， “丰富多彩的活动” 和“活动由学生自主举办” 位居

前两位。 如同天空之于鸟儿、 大海之于鱼儿， 学生们希望

有他们施展的空间。

而家长呢？ 调研家长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困惑， 排在第

一位的是“辅导不了孩子的功课”； 87%的家长则把“孩

子学习好” 排在最期待事情中的第一位。 大部分家长对自

己孩子的要求是除了学习， 还是学习。

美国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帮助孩子的最佳途径是

帮助父母。”而帮助父母的最佳途径则是敞开学校大门，迎接

家长的到来，让他们亲眼发现孩子的快乐源泉，了解孩子的

成长需要，家校之间连通起来形成教育合力。于是，广文中学

便有了新一届艺术节上一些家长参与的身影，他们指导学生

搭建模特T形台，帮学生们化妆，给学生们加油助威……家

校合育让学生们收获了无比的快乐。

不仅如此，学校推动的各项改革也需要家长的支持。

课堂改革初期，有家长对“自主互助学习型课堂”提出质

疑，因为他们是被老师“喂大”的一代，其中不乏成功人士。走

进学生的课堂，家长们发现，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上更加愉悦，

他们全身心投入，自主学习，积极讨论，大胆展示。“比自己当

年的课堂好，不仅收获知识，更能锻造各方面能力，提升各种

素质”。于是，家长QQ群里出现了“力挺广文课堂改革”“课改

关乎孩子未来”的话语，学校课改得以顺利推进。

有了这些探索， 2008年1月， 广文家委会正式成立，

家校合育工作有了更大的平台。 家委会由家长民主选举产

生， 分三级设立： 校级家委会、 年级分会、 班级支会。 每

级家委会都专设秘书处， 协调各级活动， 联络、 宣传、 仲

裁各部门一起工作。

如今，广文中学的校园里每天都有一批

挂有“驻校轮值”牌的家长巡查校园，他们走

进课堂、督查餐厅、寻访家长、面谈学生、沟

通老师、体验午餐。家委会将其概括为“驻校

轮值5420工作机制”， 即每天至少5名家长

在校值班，做4件事情，每件事情面向20个对

象，包括访谈20名学生、巡查20个地点、电话

访谈20个家长、走进20间教室听课。 每周一

次，驻校轮值报告提交学校办公会。 家长给

了我们发现问题的另一双眼睛。

如今，每周二、周四下午，就有家长来到

学校，开设特色和社团选修课程。 家长参与实施的特色课程

占五分之一，社团课程占三分之一，内容涉及科技、安全、军

事、卫生与健康、服饰、文明礼仪、插花艺术、风筝轧制等，都是

学校难以开发或资源相对薄弱的内容，让学生们十分受益。

如今， 每到周末， 家委会就会组织学生们到校外实施

综合实践课程。 参与实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已经成为广

文中学家委会的核心工作， 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学校力量不

足、 资源短缺、 安全压力过大等现实问题。 学生们从广文

出发， 走进农村、 社区、 军营、 工厂， 主题不同， 内容各

异， 但目标高度一致。

每到周六上午， 家委会组织的家长沙龙也会在家委会

办公室如约进行， 成功的经验也好， 失败的教训也罢， 彼

此之间取长补短、 互相借鉴。 家委会实实在在地做着帮助

每一位父母进而帮助每一名学生的工作。

2011年， 新一届家委会成立， 新任家委会会长迟志

芳竞选后的就职演说掷地有声： 孩子的广文， 我的广文；

不退缩， 不懈怠； 召之即来， 来之即干！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只有学校教育而没

有家庭教育， 或者只有家庭教育而无学校教育， 都不能完

成培养人这一极其艰巨而复杂的任务。” 广文中学家委会

的诞生， 创造了家校合育更大的力量。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广文中学校长）

每个学期

结束， 潍坊广

文中学都会调

研家长对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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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要有

点石成金的本领

■葛国建

前不久， 笔者到一所农村基层小学

考察， 曾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例： 有

一位美术教师， 在前任校长手下工作敷

衍了事， 有时还和校长唱对台戏。 换了

校长以后， 新校长安排他担任美术教研

组组长兼学校美术兴趣小组的辅导教

师。 不想， 他带领美术教师把学校的美

术教学搞得有声有色。 几年下来， 学生

的美术作品在各级儿童画大赛中频频获

奖。 结果， 学校被评为县美术特色学

校， 而美术教师本人也被评为市美术学

科带头人。

为什么这位美术教师前后表现有着

天壤之别？ 笔者以为， 这是因为前任校

长缺乏用人艺术， 而新任校长则具有点

石成金的本领。

教师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校长要切实关爱、 平等对待每一位教师，

包括那些表现一般、 实绩平平甚至存在

这样或那样缺点和不足的教师。 即使是

那些曾经和自己闹别扭、 对着干的教师，

校长也要一视同仁， 不计前嫌， 用高尚

的人格去影响他们， 用满腔的赤诚去感

化他们。 只有这样， 教师才会心悦诚服

地团结在校长的周围， 为学校的生存和

发展辛勤工作。

“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 即使是最

平常、 最普通的教师也有各自的优点和

长处， 关键是校长要练就一双识人的慧

眼， 具有全面、 敏锐的识人技巧。

校长要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教师的性

格特点、 兴趣爱好、 专业特长、 工作经

验和发展潜力， 要能从教师的日常表现

和关键事件中， 判断哪些教师是班务管

理、 学科教学、 教科研诸方面全面发展

的通才， 哪些教师是具有一技之长的专

才； 哪些教师善于组织协调、 具有感召

力， 哪些教师善于突破、 勇于开拓局

面。 校长应根据学校工作的需要， 把每

个人安排到最合适的岗位上。

校长要懂得用人的艺术。 一方面，

要能够扬长避短、 用人所长。 这是用

人的基本要求， 也是校长必须具备的

用人基本能力。 另一方面， 还要学会

短中见长， 巧用所短， 进而取长补短。

这也是校长必须具备的用人智慧。 当

教师的工作取得成绩时， 要及时表扬

和奖励， 并指出下一步突破的方向；

当教师的工作遭遇挫折时， 在给其心

理疏导的同时要为其指点迷津， 让教

师及时走出困境。

校长一旦具备了点石成金的功夫，

学校必将人才济济、 能人辈出。 而有了

人才的支撑， 学校的事业才能健康、 协

调、 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 江苏省海安县教育局）

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

家委会通过建立

飞信群、QQ群、 博客

等，把家长和学校连接

起来，使得更多优秀的

家教经验在这里传播、

学校的改革创新在这

里传递、孩子的健康成

长在这里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