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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校长

“拓潜教育”为师生打造梦工场
□ 涂玉霞

好教育应是面向“每个人”的教育。挖掘师生潜能，让每个人的生命呈现自己独有的光亮，是这
位校长的梦想和行动。

从教 20 多年来，有一个问题始终

在我的大脑里萦绕：好教育到底是什

么样的？阅读了古今中外数百位教育

家的著作，我把自己的教育实践置于

其中，经过融合、厘清和抽离，发现他

们教育主张中最大的“公约数”是“每

个人”。

是的，好教育应是面向“每个人”

的教育。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的多元智能

理论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

势智能，如果我们可以依据智力结构

和优势智能进行充分的教育，每个人

都能成为杰出人才。但是在现实面

前，我们的教育往往容易一刀切、模式

化：一样的课程，一样的课堂，一样的

评价，怎么能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呢？

挖掘师生潜能，让每个人
的生命呈现自己独有的光亮

“拓潜教育”，顾名思义就是开拓

师生的潜能，让每个人的生命呈现自

己独有的光亮。提出“拓潜教育”办学

理念，与前任校长管慧芳对我的深刻

影响有关。她的教育名言是“以催生

师生的智慧为己任”。她培养的8位小

学优秀校长，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凡的业绩，武穴师范附小曾被誉

为名校长培养基地。管慧芳校长通过

5 次头脑风暴，集聚大家的智慧，让学

校真正内涵式发展，实现“艺术教育—

教育艺术—艺术人生”“学校特色—特

色学校—特色品牌学校”双重跨越。

这些理念都已经厚植于我的大脑中，

让我始终坚信，好校长就是要激活所

有师生的生长力，让他们个个有潜能，

天天在进步，人人能成才。

在我看来，拓潜教育有三大目标：

构建“规范+特色”的智慧团队，塑造

“基础+特质”的阳光教师，培养“合格+

特长”的活力学生。其中，规范、基础、

合格是优秀的首要条件，特色、特质、

特长是独特的追求方向。

拓潜教育表现出来的特征是什

么呢？

第一，每个人都不同。每个人都

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贝。让小

草长成最好的小草，让乔木长成最好

的乔木，才是“有未来、有远方”教育的

重要标准。

第二，每个人都相同。这不仅仅

是我与几千名学生交往过程中的一种

觉察，更是对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

想的一种彻悟。相信每个学生都渴望

被点燃，渴望得到爱和尊重，这才是

教育的基点。我们几乎舍弃了所有的

墙面“精”装饰，而是通过书画雅园、

书法长廊、书画展厅、每日一书、开放

空间、涂鸦园、剪纸园地、手工坊、好

书推荐等区域，展示每个师生各式各

样的生动、朴素、原生态的作品。我

觉得，校园的顶尖魅力在于：每个师

生都能找到那个向上、向美、向善的

自己。

第三，每个人在认同。每个人都

要有坚定的信念。校长除了让师生感

受到爱和尊重，获得应有的本领，还需

要给他们什么？人生的指南针。这个

指南针，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通过善良

和努力，达到与自我的和谐相处，与社

会的和谐相处，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学校实施的高雅阅读工程，通过泛读

120本中外名著、诵读120首经典诗词、

精读 1200 篇优质文章，为学生夯实精

神底子。又如，学校开展“十元钱·千

分爱”活动，用细微的行动发出善良的

声音，让师生学会爱的能力。

挖掘教师潜能，让每位教
师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

教师潜能的挖掘，从本质上来说

是让他们体现自我价值，实现自我成

长。因此，我们积极解决教师内心的

倦怠、迷茫、消极，帮助他们驱逐恶我，

放大善我，努力塑造具有高尚品行、高

深学识、高雅气质的阳光教师。

在许多学校，临近退休的教师都

不大愿意在一线教学了，希望找点轻

松事情做做，而我们学校没有此类现

象，教师都是干到退休才依依不舍地

从一线退下来。教师陶超雄已经57岁

了，因为年长，再加上教学经验丰富，

我们都叫他“陶老大”，他多年前就评

上了中学高级职称，但是教学激情丝

毫不减，目前仍带一个班的语文教学

并担任班主任。去年，“陶老大”主动

要求参加武穴市说课比赛，并取得佳

绩。他还经常到我们帮扶的学校去送

课或听课，热心帮助年轻教师成长。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老教师能够保持如

此高的教研热情呢？

这是因为阳光教师研究院——学

校以研究院为载体，通过青蓝工程、风

采工程、名师工程，帮助教师分层发

展、梯级进步。但是，这个过程也需要

不断创生新的机制。

比如青蓝工程，为了帮助年轻教

师，学校每周五上午第二节课由教学经

验不足的“潜能教师”上汇报课或者由

导师上示范课。我们聘请教学经验丰

富的 35 位教师为教学导师，通过一对

一的帮扶，让教学新秀很快脱颖而出。

但我们也发现，一些导师带了一

两年“潜能教师”就不想干了。问起原

因，他们坦言：“自己的事情那么多，哪

有时间去管别人？”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怎么办？那

就创造“特权”，吸引教师争当导师。

经过阳光教师研究院成员的集体

讨论，我决定给导师三项特权。第一，

诚信备课权，导师经验丰富，只需要在

书上批画圈点即可，以便腾出时间引

领他人；第二，学习优先权，青蓝工程

的教师优先外出结对学习，增进友谊，

加强沟通；第三，成果共享权，辅导“潜

能教师”所获得的教学成果，导师也有

相应的奖励。特权政策一出，许多优

秀教师纷纷争当导师，确保了导师的

高素质和时间投入。

每个人都想主导生活、延展能力，

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所以，当教师

不配合、不主动、不积极时，我们不要

一味埋怨，而应该创新机制，做好“加

减法”，减少重复低效，增加工作价

值。好的管理，就是要让教师心甘情

愿地付出，他们都觉得这样干，值！

自 2015 年教育部开展“一师一优

课”以来，我校共获得部级优课 26 节，

省级优课87节，市级优课342节，成为

湖北省获奖最多的学校。

我总在想，人的生命有三个层次：

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灵魂生活。如果

校长只是一味要求教师抓教学、抓研

究而不给予人文关怀，教师是很难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

我常常对教师们说：我们每个人

都要为幸福的60岁做准备。当你退休

的时候，师生还念着你，健康还跟着

你，新生活还等着你，你就成功了。

因此，我们要教好书，不能误人子

弟；我们要关注自己的身体，让身心健

康；我们要培养个人爱好，多一些志同

道合的朋友。

为此，2015年7月我们组建了附小

阳光教师俱乐部，有兰亭书法社、高雅

阅读馆、旋风乒乓球队、信息达人屋、

梦之声乐团等 12 个社团。周一除外，

每天晚上和双休日都有社团活动，教

师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自

主选择。如今，已经有98%的教师参加

了俱乐部活动。

唐玉萍是我校一位数学教师，今

年 44 岁，2015 年暑期参加兰亭书法社

后，开始兼带学校书法课。2016 年 11

月，从未参加过武穴市讲课比赛的她

崭露头角，在湖北省教师书法创评活

动中展示毛笔书法课《心字底》；去年

参加全国教师书法创评比赛荣获一等

奖。教师贾卫红 55 岁，同时参加了梦

之声乐队、琵琶班、动感羽毛球队 3 个

社团，每个晚上排得满满的。她说，最

幸福的事情莫过于发现自己还可以和

伙伴们一起学习。

这些教师的特长为学校潜能课程

的开设提供了师资队伍，学生 87 个潜

能开发班，其中 52 个班都是本校自己

的专长教师。把爱好变成课程，让更

多教师获得了认可和激励。

让学生“人人有潜能”，
天天在进步

为了充分挖掘每一位学生的潜

能，培养他们旺盛的生命力和持久学

习的活力，我们重视培养学生“讲诚

信、懂礼仪、爱阅读、会写字、善思辨、

勤实践、常运动、乐鉴赏、愿创造、有特

长”的特质。

于是，我们有了“1+3+N”的综合课

程和四色教育活动。综合课程中，“1”

是国家基础课程，“3”是全员性素养课

程，包括高雅阅读、阳光运动、创新实

践，“N”是个性化拓潜课程，学校开设

87 个潜能开发班，涵盖绘画、书法、二

胡、葫芦丝、小提琴、围棋、篮球等。每

天一节课，小学6年1000课时，以课程

的方式确保学生的“营养”到位。四色

教育活动分为“我爱祖国”的红色教育

活动，“我爱他人”的橙色教育活动，“我

爱自然”的绿色教育活动，“我爱自己”

的蓝色教育活动。

要想理念真正落地，必须关注到

每一个细节。以往“六一”儿童节，学

校都会举行大型的文艺展演活动，节

目个个精彩纷呈，但台下的小观众却

似乎并不领情，交头接耳，跑来跑去。

为何如此？我反思，可能是受急功近

利思想的影响，我们把儿童节过成了

少数艺术苗子的节日，让大多数孩子

成为了旁观者。

发现问题后，学校很快进行改革，

把“六一”庆祝活动分两个层次进行。

5 月底，全校一台戏，在报告厅举行文

艺展演，电视台录制，孩子们在教室里

收看节目。6 月 1 日，每班一台戏，以

各班为单位开展庆祝活动，活动形式

不限，但有一条硬性规定：所有学生都

要进行展示。同时，邀请家长参加活

动，聘请他们成为评委、摄影师和“记

者”，让每一台戏在班级群、公众号等

自媒体平台上得到充分推介。

如今，学校将“每班一台戏”的理念

移植到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如每周一

升旗仪式前，学校安排了国旗班才艺

秀，该班所有学生都要参加表演，国旗

班全校轮换。还有故事大王赛、合唱欢

乐颂等，尽可能让所有学生都参与。

通过“每班一台戏”此类活动，我

想传递给教师这样一个理念：教育需

要关照到每个孩子，教育的舞台上，每

个孩子都是主角！

“拓潜教育”要追求孩子的全面发

展，更要关注到孩子的个性化发展，这

就需要我们学会搭台。一次，我跟一

年级学生陈奕达聊天，此前听他爸爸

夸他六年级题目都会做，我有点将信

将疑，试着给他出了一道“鸡兔同笼”

题，结果小家伙居然不要笔和纸，思索

了一两分钟就给出了答案。我当时感

到很惊讶。

像陈奕达这样的孩子，的确触动

了我：天赋优秀、敢于表现的孩子最需

要的是什么？是对他们好奇心和求知

欲的呵护。我们应该给予特殊养料，

否则可能会泯然众人矣。

为了尽可能展示学生的优势潜

能，学校设定每周访谈制度，教师在与

学生一对一交谈中发现他们身上独有

的光芒。学生可以通过校园吉尼斯挑

战赛，自主申报最拿手的绝技，比如背

诗、做趣题、弹钢琴、手工、绘画、书法、

跳绳、拍球等，充分展现自我，让成功

拥有更多可能性。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

的》中写道：“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人，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激发和引导他们的

自我发展之路。”这种激发和引导需

要建立在对每个生命的充分了解和关

爱的基础上，做到教师所给正是学生

所需。

以“拓潜教育”办学理念指导我的

办学实践，当然还需要很长的路要

走。我们要形成一个体系，而不只是

培养学生的某种能力，需要时间积淀，

最终才能水到渠成。

专家睿见

民办教育者要有怎样的精神长

相呢？

民 办 教 育 者 要 有 儿 童 本 位 ，能

思考并解决家长、政府、同行等最关

心的教育热点和难点问题；需要熟

知 民 办 教 育 的 政 治 属 性 和 教 育 属

性，办高质量的民办教育。这要求

民 办 学 校 既 要 关 注 学 生 的 全 面 发

展，又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没

有品质就没有比较优势，就无法办

出优质的民办教育。

我们知道，民办教育的发展是充

满竞争的，包括质量竞争、服务竞争、

合作竞争。因此，我们只有提供一流

的服务，才能让家长觉得放心、安心；

民办教育不是吃“独食”，而是要与兄

弟姐妹们共同合作，形成公办与民办

合作竞争的良好生态。民办教育讲求

创新，要尊重市场逻辑，同时要把机制

优势用到最大化。

民办教育者要注重育人的完整和

培育完整的人，注重人的幸福和培养幸

福的人，注重人的未来和培养未来的人。

当年种黄麻的事情深深印刻在我

的脑海中。1977 年我下乡时，家乡公

社号召种黄麻，因为黄麻的经济效益

比较好。有个老农种水稻、种地特别

厉害，偏偏不种黄麻。我问：“大家都

种黄麻，你为什么不种？”他说：“黄麻

是夺土壤的，种地的人对土壤要有敬

畏感。”这句话引发了我的深思。

一个深爱大地的农民有深深的

大地情怀。做教育的人，无论是出资

人还是办学者，也应该有这种“大地”

情怀。

这样的的情怀来自哪里？是行为，

要通过创造，让民办教育发展得更好；

要从人类的经验认知走向科学认知，走

向超时空认知，立足办百年名校、立百

年基业，以这样的时空感来做民办教

育，办民办学校。不仅如此，民办教育

除了追求学生的成绩、学校效益，更重

要的是追求人的终极关怀，每个置身其

中的人都要得到自我的实现。

我欣赏这样的画面“万花敢向雪

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我还期待“花

家山下流花港，花著鱼身鱼嘬花”，我

更期待“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

我还记得“篓中蟹”的故事。一

只螃蟹扔到螃蟹篓子里，要盖盖子，

两只也要盖起来，三只以上就不用

盖了，因为这是螃蟹的天性，只要有

螃蟹向上爬，后面的螃蟹会把前面

的拖下去。大家都争着爬，但是都

爬不出来。

由此，我想到了民办教育。我们

一定要合力前行。怎样合力前行？

民办教育有四部曲：第一部曲小

老板办学，赢利为重；第二部曲企业家

办学，名利双收；第三部曲资本家办

学，守正求一；第四部曲君子办学，立

德、立功、立言。

现在，民办教育正处于跌宕起伏、

竞争多元、优胜劣汰的非常时期，民办

教育人正经历着实力、情怀、智慧、修

为的考验。民办教育者，要有深深的

教育情怀、胆识与气魄。

我常常在思考：作为教育者，我们

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难道真

要让孩子天天在“哪有星期天，只有星

期七”的氛围中度过他们的童年吗？

民办教育者同样要有教育情趣，

首先要让孩子有真正的业余生活。我

希望校园里要有青春活力和成长的吼

声。比如，现在海亮教育在做“第二课

堂”，在学校举办读100本中外名著、了

解 100位中外名家、欣赏 100本中外名

画、听100首中外名曲的系列活动。我

期待，“四个一百”行动是海亮教育“人

皆英才，人人成才，让每个生命出彩”

教育理念的一次生动实践。我还期

待，学生在这里有真正的创意体验，我

们推出了 24 小时学习中心，就是想让

一部分学习非常踊跃的孩子进入这个

中心，想疯狂学习就疯狂学习，想休息

就休息，给任务、有专题，激发他们的

创新能力。

总之，民办教育者要有情怀，要可

信、可敬、可亲，让学生能够拥有健康人

生、快意阅读、审美情趣、有创意的生活。

（作者系海亮教育管理集团董事长、

总校长，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原校长）

民办教育者的精神长相
□ 叶翠微

民办教育者要有情怀，要可信、可敬、可亲，要有儿童本位，要落实“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培养任务，

要注重育人的完整和培育完整的人，注重人的幸福和培养幸福的人，注重人的未来和培养未来的人。

涂玉霞，现任湖

北省武穴市师范

附属小学校长，

湖北名师、湖北

省特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