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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校长 他就像一位老农，春种秋收、夏长冬储是自然界的定律，而他内心所希望的教育也是这样：少一些焦虑，多一些等待；少一些

揠苗助长，多一些循序渐进。

金国辉：美好教育的守望者
每天早晨6点，金国辉走出家门，

一路向西驱车48公里，走向盘锦市辽

河口实验学校。每次望向车窗外恣

意生长的水稻与芦苇，一丛丛、一片

片……早出晚归的疲累便一扫而空，

周而复始的奔波也化为宁静。寒来

暑往，这样的路，金国辉已经走了

3年。

他就像一位老农，春种秋收、夏

长冬储是自然界的定律，而他内心所

希望的教育也是这样：少一些焦虑，

多一些等待；少一些揠苗助长，多一

些循序渐进。

他说，他愿意做一个美好教育的

守望者。

校长的“哲学三问”

金国辉是教育的守望者，也是创

造者。当校长似乎“命中注定”。

他曾是高中同学眼中最像“校

长”的，并以“校长”的外号被喊了两

年的学生。没想到，20年后金国辉真

的当上了校长。

当校长的这十几年里，金国辉习

惯于早早赶到学校，在操场、教学楼、

食堂走走转转，就像农民放心不下田

地，只有在学校里他才感到踏实。他

喜欢未雨绸缪，所有工作都要提前做

到心中有数。

他把坚持多年的习惯带到了辽

河口实验学校，这所 2015 年 7月由几

所学校合并而成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隶属于盘锦市教育局。学校坐落在

辽河口生态经济区，地理环境优越，

却没有得到应有、充足的发展。

学校刚刚组建，原本在盘锦市大

洼区的金国辉跨区域“临危受命”。

现在回想起第一次踏进这所新

组建的学校时，内心充满了矛盾，他

甚至一度想退却：野草在杂乱的操场

疯长，教学楼里斑驳脱落的墙皮，公

告栏上一个学期只有几百元的培训

支出……

“如果是一所名校，或者学校已

经建设得‘有模有样’，那就不需要我

了。”金国辉尽管有过彷徨，但也在不

断给自己打气。

那时正值暑假，没有欢迎仪式，

没有祝贺，金国辉就开始着手操场的

硬化、校园的绿化、教室的美化工作。

暑假结束后学校开学，当所有教

师走进焕然一新的校园时，有人惊

叹，有人感动，有人在心里犯嘀咕“这

位校长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这也是金国辉在整个假期不断

思索的问题。

“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

我们怎么到达？”在第一次全校干部

大会上，金国辉接连抛出三个问题。

这也成为日后被学校教师一再赞誉

决 定 了 学 校 发 展 命 运 的“ 哲 学 三

问”。现在回想起来，金国辉记得当

时大家都默默低着头，“不是问题有

多难，只是许多人一心往前赶路，而

忘记了为什么出发。”金国辉笑着

说。而作为校长，金国辉就是要为大

家找到前进的方向。

在忙于整个学校硬件建设的过

程中，这三个问题在金国辉心中已有

了答案，但不能是他一个人的，而是

学校所有教师的共同行动方案。

他结合辽河口区域优势，把学校

拥有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和学校未

来发展蓝图徐徐展现在教师面前：一

河（辽河）、一海（渤海）、一地（辽河口

湿地）、一田（辽河油田）是辽河口的

区位优势，不可多得也强求不得，接

下来就是要在这些资源优势中找到

办学优势。

“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优势！”早

已司空见惯的教师们被激活了，思维

的开关一旦打开，想法、建议、方案便

汹涌而来。

“课堂气氛太沉闷了，如何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外出学习的机

会太少了，学校需要搭建更多的舞

台”“要利用学校现有的优势资源，开

发校本课程，给学生的成长提供更多

可能”……

“每位教师都有自己很好的想

法，他们提出的建议是学校发展的困

惑，也是学校发展的方向。”金国辉在

给予大家鼓舞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关

于辽河口实验学校发展的“生态教

育”方案。

也正是这个方案，为辽河口实验

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逐渐帮助

学校有了“造血”功能。

“挖一方池塘”

合并前的辽河口实验学校比较

封闭，缺少与外界的交流，甚至很少

召开运动会、家长会、培训会。

现在回想起来，教师薛玉兰对组

织家长会仍“心有余悸”。金国辉到辽

河口实验学校，不仅把“束之高阁”的

家长会开了起来，还做了许多形式创

新：家长会前教师要做好充分“预习”，

不能“打无准备之仗”；每次家长会要

聚焦主题，不是简单地宣布成绩，而是

让家长为孩子的成长做好“预案”；注

重家长反馈，让家长有发声通道。

教师都希望把学生教好，把班级

带好。这样的希望，需要教师的能

力，也需要学校的人文关怀。也正是

这样的思考，金国辉被教师称为“兄

长式校长”。

无论是创新形式的家长会，还是

对教师专业成长的关注，背后的理论

支撑都是生态教育，金国辉把生态教

育的理念渗透到学校的角角落落。

管理中，学校每一项制度的出台

都会广泛征求教师建议，经过多次讨

论修改，90%以上的教师通过后再实

施——原本“硬邦邦”的制度化解为

有温度的行动指南。“教育生态的形

成，离不开制度生态化。在制度实施

过程中要关注生命，以人为本。”这是

金国辉的管理逻辑。

有了生态教育的蓝图，辽河口实

验学校从生态环境、生态管理、生态

德育、生态课程、生态课堂几个方面

发力，建构起生态教育的图谱。3 年

来，学校由点带面形成了体育传统项

目——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田

径；艺术特色项目——声乐、舞蹈、书

法、绘画；科技创新项目——科幻画、

机器人、小小发明家。学校还将非物

质文化遗产如草编、苇编、泥陶等引

进校园；将《中小学生守则》改编的手

语操、突出区域特色的足球操纳入学

校的大课间活动；开办了针对不同学

段、不同特点、符合家长需求的家长

学校……生态课程的实施为学生提

供了多元体验。多元课程的开设，成

就了学生，也为教师发展、幸福成长

提供了舞台。

“只有唤起学生的自我思考，才能

达到自我教育的目的。”这已经成为全

体教师的共识，正是在这种生态德育

理念下，学校将德育融入课堂、课程的

实施，也融入日常生活中，如队会课上

的“我为鸟儿唱首歌”，生物课上的“保

护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

结合地处红海滩的优势，学校开设“聆

听窗外的声音”主题活动，盘锦市黑嘴

鸥保护协会每年都组织师生到校外实

践基地考察。“德育不是简单的说教与

灌输，而是受教育者的自觉接纳。”学

校大队辅导员邓玉梅对此颇有感触。

“站在讲台上的人，决定着孩子的

命运。”金国辉知道课堂在教育链条上

的分量，他坚信，只有打破传统课堂的

窠臼，辽河口实验学校才能真正获得

“重生”。于是，课堂变革同步进行，从

小组建设到导学案编制，再到课堂流

程的梳理，原本沉闷的课堂焕发了生

机。学校还利用信息技术的开发，助

推生态课堂走向深入。金国辉还提出

“六定”助推教研改革，即定时间、定地

点、定人员、定内容、定形式、定效果，

通过教研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打破

教师专业成长困境，从而促进学科建

设发展，如数理化的“问题导学”，语文

的“情境阅读”，等等。

金国辉说：“我们就是‘挖塘人’，

通过课堂、课程、活动的建设，为学生

提供充足的养料、水分、阳光，让他们

获得有质量的成长。”

“再造一所学校”

来辽河口实验学校之前，金国辉

在盘锦市大洼区田家学校已经“精耕

细作”多年，从当初的实习教师到校

长，大洼区田家学校成就了他，他也

把田家学校带到了更远的地方。

如果不选择来辽河口实验学校，

金国辉可以“安逸”地享受田家学校

发展带来的喜悦成果。

即使离开 3 年，如今田家学校的

教师谈起金国辉在学校的作为，仍难

掩喜色。

田家学校副校长李玉春在 1988

年比金国辉提前一年站上了讲台，多

年的同事让彼此又多了一份亲情。

“田家学校也是一所合并校，虽然学

校建设上初具雏形，但不同学校的教

师组合在一起，如何发挥聚能效应，

把教学质量、教师成长都抓上去，考

验着金国辉的智慧。”李玉春回忆道。

金 国 辉 带 领 田 家 学 校 引 发 了

“2012年巨变”。这一年，田家学校从

自己擅长的课堂上“动刀子”，金国辉

通过建构新的课堂模式，实现学校的

再次飞跃。当时的校长助理王洪海

和大多数教师一样不理解，甚至发出

疑问：成绩已经遥遥领先，为什么还

要这样“折腾”？“不谋全局者，不足谋

一域。”金国辉让他把眼光放长远些。

“当时就是想不通，却一直坚持

着做，确实看到学生变了，敢于表达

自己的观点了；课堂也变了，氛围不

再死气沉沉了。”王洪海不好意思地

说，“我是以结果为导向，好在当时没

有拖后腿”。

白晓俭在金国辉离开田家学校

后，接过学校发展的“接力棒”。“我是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金国辉把他对教

育的爱以及敢于创新的精神留在了

田家学校。”白晓俭说，“作为一所农

村学校，金国辉开创性地与辽宁省实

验学校形成协作体，我们不出家门就

可以与他们共磨一节课，让农村学校

有了别样的‘精神海拔’。”

也正是金国辉的敢想敢为巧为，

盘锦市教育局跨区域、越级别把他调

到辽河口实验学校“救火”。“以你在

田家学校的干劲，再造一所学校吧。”

这是领导的殷殷嘱托，也是金国辉的

动力源泉。

作为继任者，白晓俭在继承中创

新了许多，包括把经典诵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引入课堂与课程。看到田家

学校的新变化、新成果，金国辉很欣

慰，“这才是一所学校该有的模样。”

“以课改让学校振兴，又以课改串

起两所学校的发展。”这是田家学校教

师张艳对金国辉的评价。而敬业、贴

心，有脾气也有度量，有想法更有作

为，这些都成为教师们从金国辉身上

挖掘出来的对于校长的评价标准。

如今再回到田家学校，干净整洁

的校园、有条不紊的教师活动、分学

段容纳近 3000 名学生的操场、充满

生机的课堂……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从田家学校到辽河口实验学校，虽然

有许多不同，但相同的是都流淌着金

国辉的 DNA——对美好教育的孜孜

追求。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到盘山县胡家学校任校长 3 个

月的李红梅近来很高兴。“有一种找

到组织的感觉。”只因为金国辉名校

长工作室的成员来到她的学校开展

活动。

“只身一人来到新学校，千头万

绪的工作让自己有些‘迷失’，压力也

比较大。而这样一次活动让我感受

到家人般的温暖，也让我有了前进的

力量。”李红梅如是说。

李红梅是金国辉工作室成员之

一，从2017年3月加入至今，她说：“像

一棵‘贪婪’的树，把根深深扎在大地

上，汲取养料，迅速成长。”

2016 年 7 月，作为辽宁省第二批

中小学专家型校长工作室之一的金

国辉工作室挂牌。

“多年来，在魏书生科学民主教

育思想引领下，盘锦市涌现出一批名

师、名校长。金国辉工作室是个人的

荣誉，也是盘锦市的骄傲，我们希望

借助名校长工作室这个平台，激活盘

锦教育的‘一池春水’。”盘锦市教师

进修学院干训部主任王婧是名校长

工作室的拥趸。

2017 年 3 月，在辽河口实验学校

的会议室里，来自盘锦市各区县的 5

名校长成为金国辉工作室成员，这

也是工作室的第一次活动。活动

中，5 名校长分别“晒家底”，亮长处、

晒不足，并确定了工作室的活动方

式，包括教师论坛、教学沙龙、同课

异构、校际参观、外出考察、专家报

告等。每次活动做到两个“确保”，

即确保常规工作不受影响，确保活

动内容充实有效。

为了实现工作室与各学校无缝

对接，每所学校都成立了工作室领

导小组，结合自己学校的办学特色

和工作实际，提出承办活动申请，确

定活动主题、制订活动方案，负责留

存文字、影像资料，借助微信公众

号、校园网等平台做好宣传报道。

盘锦市双台子区实验小学大课

间、社团活动有特色，金国辉就带领

工作室成员到学校观摩学习、座谈交

流。“课程建设是我们的优势，但课堂

教学改革就需要向辽河口实验学校

学习，一来二往，相互弥补学校发展

的不足。”双台子区实验小学校长李

秀红深有感触。

如今的李秀红已成长为辽宁省

骨干校长，在盘锦市也将拥有市级工

作室，从而辐射多所学校。这种圈层

式的校长队伍建设让工作室充满了

活力，也延续着工作室的“生命力”。

目前，金国辉工作室已经加入北

京市校长课程领导力工作室。该工

作室主持人是北京教育学院朝阳分

院附属学校校长曲建华，从盘锦到北

京，跨区域工作室联盟让金国辉工作

室各成员校乃至整个盘锦教育实现

跨越式发展，在更好引领教师专业成

长的同时，打造名校命运共同体。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工作室承载

着金国辉对美好教育的更多期待，而

金国辉也让工作室有了别样的光彩。

□本报记者 孙和保 韩世文

为教育增“辉”
□本报记者 韩世文

民谚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

金国辉显然已经记不得小时候如

何被定义未来的；但十七八岁的年

纪，他却被同龄的青少年“看穿”了

未来——那就是成为一名校长。

于是，在金国辉的青葱岁月

里，在那一段高中时光，他被同学

们冠以“校长”的“美誉”，而且叫得

理所当然，他也“笑纳”了。他同样

想不起最初因何成为“校长”，但事

后想来，一个在校园里“多管闲事”

的学生干部，一个有“带头大哥”范

儿的男生，一个遇事冲在前面、想

在远处的“参谋”，还有在群体中说

一不二的权威性……总有点靠近

学生印象中的校长形象。

或许，就是同学这样的“预

见”，让金国辉的心中埋下了从教

的种子。从中专时期的进校实习，

到走上工作岗位迅速当上班主任，

8 年后又在学校以高票当选教务

处副主任，其后以两年为一段，6

年时间便升至辽宁省盘锦市大洼

区田家学校校长。

当然，像“校长”和真正做校长

是不一样的。但从学生时代的“校

长”启蒙到一线教学的历练，做中

层干部带团队和为领导分忧解难

的经历，让金国辉在真正走上校长

岗位后得心应手。从最初的学校

环境改造到教师培训，再到聚焦课

堂小组合作学习的改革行动，几年

一个周期，一年一个变化，终于在

他的任上将田家学校带出了新高

度。随后调任辽河口实验学校，成

立金国辉名校长工作室，开启了新

一轮的自我完善……

了解金国辉的“校长史”，通过

这样的发展路径和办学案例，可以

帮我们重新“发现”一个有作为的

校长特质。这或许也可以从金国

辉办学的“哲学三问”中寻找答案：

“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我

们怎么到达？”

对于校长而言，首先要真正

认清自己“有什么”“在哪里”，从

而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带团队、

办学；其次，不管是个人发展还是

办学治校，都需要有一个清晰的

目标和方向，目标明确才能“打有

准备之仗”，才可能有更好、更快

的发展；再次，就是围绕目标的有

效行动和为了理想的不懈奋斗。

显然，金国辉的校长之路，他看得

清自己，找得到目标，用得好方

法；他办学也能迅速分清学校和

团队的问题，凝聚起共同的愿景，

找到崛起的方法……

“站在讲台上的人，决定着孩

子的命运。”做教师时，金国辉总

是这样提醒自己；做校长时，他又

这样提醒教师。无论是引领教师

的专业成长，还是关心教师的业

余生活；不管是“当弟弟”操心老

教师的家里事，还是当兄长严苛

要求年轻人的工作；不管是“温

柔”对待下属的态度，还是严格对

待工作的要求，都是金国辉给同

事们留下的印象。

未来的路很长，但对教育，金

国辉还有许多美好的期望。

记者手记

金国辉，辽宁省盘锦

市辽河口实验学校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