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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创业

用心办一所好学校

———记周恩芝与北大附中武汉为明学校

■特约通讯员 刘光元

“我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个好

校长，办一所好学校”。周恩芝，这位全国

教育系统劳动模范， 担任校长三十多年

来， 不仅把长春市一所薄弱学校打造成

了老百姓信任的知名中学，如今，她又用

三年多时间， 把北大附中武汉为明实验

学校办成了享誉当地的名校。

艰难创业 赢得家长信任

3年前， 周恩芝来到人生地不熟的

武汉， 开始了艰难的二次创业。 面对当

时还没有完工的学校、 招生及开学等种

种繁琐工作， 周恩芝没有退缩。

开学第一天的遭遇， 周恩芝至今记

忆犹新。 “因为开学时间抢得很紧， 操

场还是泥地， 教室没装窗帘， 食堂准备

不足……当时， 几百个家长围着我声

讨。” 当校长30多年， 她第一次面对学

生和家长的指责，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当时， 我对所有的学生和家长鞠了三

个躬， 承诺在一个月时间里， 一定把这

些问题都处理好。” 周恩芝的三鞠躬，

让家长们看到了诚意。

对于一所新办学校来说， 最大的问

题就是要取得社会信任。 为了招到第一

批学生， 周恩芝带领老师四处发放学校

资料， 耐心解答家长们的咨询， 并根据

需要召开家长报告会。

一次， 在湖北第二师范学校报名

点， 周恩芝事先约定给家长们作一场报

告。 可原本有六、 七十名学生家长报名

的会场， 最终却只来了三名学生家长。

思忖片刻， 周恩芝毅然决定： “即便人

这么少， 学校也不能失信， 报告照样

做！” 从学校创办过程、 资源优势， 到

办学思路、 培养目标， 再到学生的全面

发展等等， 周恩芝慷慨激昂地讲了三十

分钟。 报告结束后， 台下一名学生的妈

妈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校长， 您对教

育的热忱、 胸怀和远见让我特别感动，

我愿意把孩子送到你们学校来读书！”

正是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周恩

芝和她的团队一次次感动着学生和家长。

通过几个月的努力，学校第一学期便成功

招收小学至初中一年级共530名学生。

家校携手 搭建沟通桥梁

打造一个高飞的雁阵， 培养一支高

素质的优秀教师队伍， 是周恩芝一以贯

之的教师队伍建设目标。 周恩芝旗帜鲜

明地提出了“用心做教育， 携手共成

长” 的办学思想， 提倡教育要有大爱，

鼓励教师爱每一个学生， 努力成为受欢

迎的好老师。

在学校创建的“我和学生一起回

家” 家访活动中， 教师们的足迹遍布武

汉的角角落落。 在武汉周边城市， 学校

采取集中召开家长会的形式进行家校交

流， 在学校和家庭、 教师和家长之间搭

建起一座沟通之桥。

有一个家庭， 三个孩子分别就读小

学一年级、 三年级和五年级， 他们的父

母由于平时生意繁忙， 几乎无暇顾及孩

子们的学习， 导致三个孩子自我约束力

差， 学习不用功。 家访中， 老师了解这

一情况后， 带着孩子们到其父母单位去

体验了一天。 目睹父母一天忙进忙出、

连饭也顾不上吃的情景， 三个孩子的内

心被深深触动。 在老师的不断帮助下，

孩子们的身上开始发生了显著变化———

以前， 每当这个家庭与亲戚朋友在一起

团聚吃饭时， 三个孩子总喜欢在席间嬉

戏打闹， 甚至直接用手拿桌上的菜吃，

很少懂得礼让。 老师家访一个多月之

后，家长惊奇地发现，孩子们变得十分懂

事和有礼貌了———学校的老师们究竟使

了什么样的“魔法”，让孩子在短短一个

月的时间里竟有了如此大的转变？后来，

当家长来到学校了解了其办学思路和育

人特色后，不禁深受感动，并专门购置了

一个花瓶赠送给学校，以示感谢。

三年跨越 学校赢得口碑

严格的管理、 富有特色的校本课

程， 让每一个入读北大附中武汉为明实

验学校的学生都得到不同层次的提升与

进步。 学校就像一个强大的磁场， 让学

生进来了就会被感染、 被内化， 有了可

持续发展的内驱力。

办学3年多， 学校以良好的办学业

绩得到了学生和家长认可。 学校实现了

三年大跨越的目标。 2011年6月， 原武

汉江岸区七一寄宿学校因为城中村改造

拆迁， 800多名学生面临无学可上的困

境， 北大附中武汉为明实验学校二话没

说， 接纳了这批学生和教师。 如今， 随

着学校的不断发展， 这所学校在当地老

百姓中的口碑和美誉度越来越高。

一周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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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则

儿童立场：

认识并珍视童年价值

■成尚荣

姚虎雄，一名优秀的小学校长。

你只要稍加注意， 就会发现他有一

个习惯性动作：喜欢不时咧咧嘴，幅

度不算大，频率也不算高，偶尔还会

舔舔嘴唇。正是这种习惯性动作，让

我认定，姚虎雄很像孩子，并且是一

个调皮的孩子， 他心里永远驻着一

个儿童。

一个心里永驻儿童的人， 会更

爱儿童， 更理解儿童， 更能发现儿

童。从这个角度说，他提出教育要坚

守儿童立场是必然的， 把儿童立场

当作教育的内在法则也是必然的。

姚虎雄的可贵之处， 还在于他对此

认识得更深刻，行动更自觉，并由此

生发出自己的核心理念和教育主

张：承“爱德、求真”校训，办生动大

气教育。不难理解，姚虎雄已将对儿

童的认识提升到理性层面， 这一内

心法则也成为他的信念。

究竟怎么理解儿童立场， 怎么

理解教育的内在法则， 这是一个学

理上还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姚

虎雄的阐释与讲述的故事看， 他将

儿童立场及其内在法则聚焦在认识

并珍视童年价值上， 即把认识并珍

视童年价值作为儿童立场的核心要

义。 只有真正认识并珍视童年价值

才可能构造并坚守教育的儿童立

场。反过来说，怠慢、忽略、丢弃儿童

价值，其固守的一定是成人立场，即

使提出儿童立场， 那也仅仅是一个

词而已，其内核已被成人的意愿、利

益所替代，由此所演绎的制度、行为

也只能是虚假的、虚伪的。

认识并珍视童年价值， 其潜在

预设是，童年是有价值的，童年价值

在儿童身上， 我们的任务是要承认

并发现它。 对此， 姚虎雄做得很到

位， 他用理解、 宽容、 呵护来发

现。 于是， 才有了学校墙上的一切

东西要低点再低点， 一切设施设备

都向儿童开放、 为儿童服务， 所有

的节日都是真正属于儿童自己的。

于是， 才会有“一师一卷” 的考试

革命。 完全可以做这样的判断， 在

姚虎雄所领导的吴江实验小学， 儿

童立场体现童年价值， 而童年价值

就在儿童的生活中。

姚虎雄对童年价值的承认和发

现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童年

的价值在于儿童是一种可能性，而

可能性是种创造， 它指向儿童的未

来，也关照儿童的现在。教育的使命

在于帮助儿童发现自己的可能性，

实现自己的未来之梦， 教育的价值

在于对童年价值的发现中。其二，童

年价值在于幸福童年为幸福人生奠

基， 有什么样的童年就会有什么样

的未来。因此，教育对儿童的未来负

责，必须从童年的幸福开始，决不能

给儿童留下“童年的伤口”。其三，童

年价值在于促使教师反思和教育行

为的改变。说“儿童是成人之父”，其

深刻意蕴是教师从儿童的发展中发

现自己，反观自己，发展自己；儿童

既是受教育的对象， 又是教育的主

体，教师也应向儿童学习。

姚虎雄在认识、 珍惜童年价值

的基础上，十分重视学校课程建设。

显然，他又把童年价值聚焦于课堂，

通过课程来发展、丰富童年的价值，

实现童年的价值。他也深知，儿童是

需要引领的。 姚虎雄把坚守与引领

结合起来，构筑了教育的儿童立场，

建构了教育的内在法则。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

所原所长、 教育部中小学教材审查

委员会委员）

■姚虎雄

一直以来， 学校教育往往

站在成人的立场， 以成人惯有

的思维， 把成人的需求当作儿

童的需求， 以成人的兴趣代替

儿童的兴趣， 最终却以牺牲儿

童为代价， 实现预定的教育意

愿和目标。 这种教育立场的错

位，再也不能继续下去。

教育立场应该是儿童立

场， 儿童立场需要学校教育对

儿童的本质有深刻认识和精准

把握。

理解： 让孩子过属于自己

的节日。 玩是孩子们最喜欢、

最开心的事， 他们喜欢过节。

很多学校也因此设立了诸如体

育节、 艺术节、 阅读节、 科技

节等。 但这些节日， 多半都是

从成人立场出发的， 其中的教

育意味实在太浓了。 我们需要

认真反思： 在这些节里， 孩子

们快乐吗？ 不快乐的节日， 就

是虚伪的节日。 倘若站在儿童立

场， 你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孩子们

喜欢的“节日” 是胡子节、 辫子

节、 玩具节、 水仗节、 面具节……

让孩子们过属于自己的节日， 大人

们必须要保持一颗童心， 要学会主

动蹲下来， 和儿童平等对话。

宽容： 让孩子发出属于自己的

声音。学校里，无论课堂上还是课堂

外， 都应该有孩子的声音。 这些声

音， 可以是正确的， 也可以是错误

的；可以是认同，也可以是质疑；可

以是建议，也可以是批判，但要有这

样一种意识和师者的胸怀： 只要是

孩子自己的声音， 那都是美妙的成

长声音；没有孩子自己声音的学校，

不是好学校。 然而，当下的学校，孩

子发出的声音，基本没有；即使有，

也多半是儿童“领会” 了成人的意

志，应和老师的发问、学校的作秀而

已。 我们必须给儿童以发出自己声

音的权利， 必须培养敢于发出自己

声音的一代。

呵护： 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

课程。 教育最可怕的收场是一

个个个性迥异的孩子， 经过学

校若干年的“教育”之后，其个

性就好比经过一个模子的冲

压，都变得差不多了。尤其重要

的是，个性和创造紧密相连。儿

童的个性发展靠什么？ 应该靠

个性化的课程支撑。 儿童的学

习， 一直以来没有突破真正意

义上的个性学习。 学校教育缺

少甚至没有帮助儿童个性发展

的课程。保护儿童的学习个性，

需要开发各种各样的校本、师

本课程。 好奇心、兴趣、个性是

孩子学习的动力， 也是一个民

族的未来发展所在。

引领： 让孩子创新属于自

己的生活。 儿童在本质上是一

种可能性， 儿童的可能性在于

生长性、可塑性、未来性和创造

性。基于儿童立场的教育，就在

于激发儿童的创造性， 实现儿

童的可塑性， 让孩子去发现和

创新自己的生活。 学校教育的

价值就在于抓住教育契机，以“站

立”的姿态，引领和帮助儿童。 具

体说， 教师要引领儿童学会把想

象式追问逐渐转化为富有理性的

推理和论证； 学会把无意识的超

越， 逐渐转化为有意识的规划与

追求。 让儿童拥有一种既关注现

实又追求终极真理、 既脚踏实地

又仰望星空的美好生活。 从儿童

出发、围绕儿童展开、实现儿童的

发展， 它是儿童立场下学校教育

的基本实施程序；而理解、宽容、

呵护、引领，则是儿童立场下学校

教育的基本准则。这样的准则，能

够让儿童有尊严地生活在教室和

校园里。

当儿童立场无处不在地渗透

于课程、教师、管理这一教育的铁

三角内， 才能形成真正意义上的

基于儿童课程、 亲近儿童的教师

和研究儿童的管理， 学校教育才

会走向丰满，走向优秀。

（作者系江苏省吴江实验小

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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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学生来信引发的学校变革

2007年春，姚虎雄校长收到

一封市长批示的信。 信是他所在

学校两位四年级学生写给分管教

育市长的，内容如下：

尊敬的市长， 我们老师戴有

色眼镜看人， 她看不起考试不好

的同学， 对考试好的同学， 即使

有错也要偏袒。 我们希望老师不

要只看成绩， 而要看到我们的其

他长处。

市领导在孩子的来信上面做

了批示，要求学校了解情况，端正办

学思想，培养身心健康发展的孩子。

这信， 搁在谁身上都觉得是

件丢脸的事。何况，吴江实验小学

是一所百年老校， 一直因为有高

尚的师风、 高水平的质量而备受

家长追捧。 然而，学生们的声音，

还是引发了姚虎雄对学校教育的

深度思考：我们的“优质教育”学

生认同吗？行政会上，他要求全体

行政人员深入课堂，真实调研，开

好学生座谈会。

很快，两大问题凸显出来：

一、 教师绝对的主导和支配

地位非常突出， 学生几乎处于绝

对服从地位。 尽管教师们工作非

常认真、 严谨， 却不大考虑学生

的身心特点， 学校教育几乎处于

一种“专制” 状态。

二、 把考试成绩作为教育优

劣的唯一标准， 对学生的全面发

展、 个性发展没有真正关注， 直

接导致了日常教育教学行为的功

利取向。

更为糟糕的是， 这样的情况

已经被熟视无睹， 老师们都没觉

得这是个问题。 姚虎雄深感问题

的严重。 新课程以来， 先进的教

育理念已经不再陌生， 然而， 日

常教育行为基本还是以前的模

样。 承学校百年积淀的“爱德、

求真” 文化， 办生动大气的教

育， 这一教育新追求， 在姚虎雄

的心中渐渐明晰起来。

经过反复论证思考， 姚虎雄

在学校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将

考试权还给教师。即推进“一师一

卷”考试评价改革，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考试不排名， 解放了教师的

教学空间， 也解放了学生的学习

空间。改革三年多来，吴江实验小

学的教育教学发生了深刻转型。

姚虎雄校长说， 学校的这项

重大改革， 起因就是那封信和学

生们心底的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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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那几块石头该不该敲掉

学校新落成的教学楼前，

有一片空地。 空地上， 散落着

三块石头、 六颗象棋子和九颗

围棋子。 此区域， 被命名为

“乐在其中”。

学生也真乐在其中。 每到

课间， 他们冲出教室， 来到棋

子上， 从这一颗跳到那一颗。

有几个学生， 嫌棋子上跳来跳

去不过瘾， 就开始爬旁边那三

块石头， 爬上石块， 再往下

跳， 那叫一个过瘾。

学生乐了， 老师却愁了，

从石块上把他们拉下来， 一顿

批评： 这太危险， 不能玩。 有

老师找学校反映， 这几块石头

很不安全， 那15颗棋子， 也

是个安全隐患， 要是哪天学生

不小心在棋子上绊一跤， 摔掉

半颗牙齿， 学校岂不得吃不了

兜着走？

学生磕掉牙齿的事以前不

是没有发生过。 行政班子坐下

来， 开始认真商议怎么办？ 绝

大多数人认为， 校园那几块棋

子、 石头要敲掉， 放着总是个

安全隐患。 更有人提出， 儿童

安全是大事， 为儿童的安全着

想， 这也是儿童立场。

事情上报到姚虎雄那儿，

姚虎雄问大家， 生活中有没有

这样的棋子 、 这样的石块 ？

———当然有啦， 公园里有， 一

些城市景点里也有。 生活里有

的场景， 学校却因为怕安全隐

患， 故意拆除， 给儿童营造一

个所谓的安全场所， 这样的安

全是不是真的从儿童立场出发

了呢？ 表面看， 我们是为儿童

拆除了不安全因素， 实际上是

在拆除大人推卸的责任。

姚虎雄一席话， 让老师们

开始思考： 是啊， 学生们在有

棋子、 有石块的地方玩而不出

安全问题， 那不才是真正的安

全教育吗？ 这一想， 大家豁然

开朗。

三年过去了， 那几块石

头， 依然好好地呆在校园里。

没有谁从石块上摔下来， 也没

有谁磕掉牙齿。

不过度养护， 给儿童一个

真实的生活环境， 在已知、 可

控的前提下， 让他们体验一些

“危险”， 这才是真正的儿童立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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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画， 可以低一点再低一点

一次， 学校向学生征校园

安全游戏和活动宣传画。 一周

后，一个个安全游戏小方案、一

幅幅富有创意而不乏安全警示

内容的儿童画出炉啦。

这些色彩丰富、 风格不一

的宣传画， 图文并茂、 栩栩如

生， 从不同角度告示同学们活

动时要注意安全、 下楼梯时不

要奔跑……学校总务处利用双

休日将学生们的这些画逐个固

定在离地1.6米的墙上。 这个高

度， 学生们既不容易在玩耍时

碰到画框，比较安全，也和每个

班级挂的寄语牌、 教室牌统一

起来。

周一， 学生们开始进入校

园，他们不时在走廊宣传画前仰

着头，举着手，看一下墙上的画，

就走开了。这一细节被姚虎雄校

长捕捉到了，只见他挽着一个一

年级小朋友的手，走到一幅宣传

画前蹲了下来，和小朋友一起仰

起头交流起这幅画来。

早读课间， 姚虎雄找到了

总务主任：早上我走了一圈，这

些宣传画效果不错， 但可能在

悬挂高度上有点不足， 是否考

虑把画往下降一点，毕竟，这些

宣传画是给学生们看的。

经过调整， 学校把中低年

级宣传画降到1.1米视平线高

度， 中高年级宣传画调到1.4米

视平线高度。果然，第二天早上，

学生们很方便地站在宣传画前

指指点点，谈笑着，议论着，一

个、两个、三个，人越聚越多。

在姚虎雄看来， 成人的高

度和儿童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从儿童出发的高度， 才是教育

的高度。

（时晓玲 胡方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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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儿童过自己的节日

“六一”节，台上表演着精心

排练的节目， 台下的学生却不那

么领情。起初的几个节目，还配合

着鼓鼓掌，后面大部分时间里，他

们要么目光呆滞，要么左顾右盼，

要么借机跑进跑出……

儿童节， 是不是只有这样一

种过法？

不如让学生们来说说他们想

怎样过“六一”。吴江实验小学“我

想这样过‘六一’”的征

集活动就这

样 开

始了。

许多学

生 表

示，他们

不想被动

参与，想开

心 地 玩 一

玩。

从此以后， 吴江实验小学的

“六一”节，再没有了师生们的紧张

排练，也没有了领导讲话、队员致

辞和没完没了的节目表演，取而代

之的，是儿童自己推荐设计的各类

游戏。 学校30多个教室， 开设了

30多项游戏： 一 （1） 班的“套

套圈”、 一 （2） 班的“蒙眼敲

锣”、二（3）班的“小猫钓鱼”、三（1）

班“蒙眼贴鼻”……体育馆里，设置

了“我行我歌”、“我行我舞”、“我型

我秀”、“我行我书”、“我行我画”五

个舞台，没有固定节目，没有事先

排练的演员，想唱歌、想跳舞、想展

示自己特长，都可以自告奋勇。 校

园顿时变成了游乐园，学生们一脸

的笑容，一脸的欢乐。

这样的“六一”，连学生们的

步伐，都散发着节日的欢快；这样

的“六一”，连忙碌的老师，也都有

了儿童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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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儿童沉浸在自己的游戏中

记者观察

一周人物

（本版图片由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