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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校长：故事与远见

由本报发起主办的第四届全国民办中小学发展战略论坛暨非常校长故事会日前在湖南省株洲市举行，本次会议锁定三个关键词：远见、方略、公益。为更

好地用故事表达教育，讲好民办教育的故事，在“特别讲述”与工作坊环节，湖南株洲景炎学校校长范希娟，四川遂宁遂州外国语小学校校长李启书，山西运城国

际学校校长魏智渊，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实验学校总校长王昌胜，分别讲述了他们在职业成长、管理改进过程中的故事。

我对教育关系的理解是：教育学首

先是关系学。改变教育从改变关系开

始。美好的教育需要美好的关系，真正美

好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的，亲近、和谐的教

育关系是最大的教育生产力。我想谈谈

我和三类人之间的教育关系，我和我的董

事长，我和我的教师，我和我的学生。

我和我的董事长

董事长潘长海是浙江温州人，我

与他打交道 13 年从来没有红过一次

脸。我和他之间，可以用两句话概括：

情投意合，高度默契。

•操场的故事

有一年，董事长潘长海来到学校，

正好遇到学生大课间跑操。当时，学

校的跑道还是泥巴地，风一吹尘土飞

扬，董事长对我说：“这哪里是锻炼学

生，这是伤害学生，赶紧把操场进行翻

修。”我说：“我早就想把操场升级改

造，但考虑到您投资景炎还没有拿一

分钱回报，所以我就不好意思提。”他

说：“我投资景炎，社会效益永远在经

济利益的前面，学生的身体健康是第

一位的。”他当场决定，工程队马上进

驻，把操场全部升级改造。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董事长

对教育的情怀、责任以及企业家身上

的那种境界，让我感到温暖。董事长

对教育有这么高的认知，有如此本真

的情怀，我不好好干，实在有愧。

•年终奖的故事

有一年年底，株洲市公办学校教

师年终奖突然提高到 6000 元（以前的

标准是5000元），教师得到消息后议论

纷纷，公办教师年终奖涨了，景炎学校

会涨吗？他们也知道，学校的年度财

务预算早就报上去了，要临时增加资

金是需要向董事会重新报批的。教师

群体情绪很低落，不少教师在我面前

有意无意提起这件事。我听后不吭

声，但也在思考，教师的情绪波动不是

没有理由。于是，我向董事会进行汇

报。董事长对我说：“作为民办学校，

人家发 6000 元，你也发 6000 元，谁还

愿意干事？”董事长当即表态，我们的

年终奖只能比别人多，不能比别人

少。当 1 万元年终奖打到教师存折上

时，他们给我发短信说：“真没想到年

终奖能拿到这么多，我在家人面前提

起感觉好有面子，谢谢您和董事长。”

董事长的格局、胸怀和视野，让我

很佩服，也深深影响着我。除了努力

把现在的景炎办好外，我的心里也在

做着百年老校的梦想。他让我明白：

校长与董事长在格局、境界和视野上

越契合，学校就越有未来。

我和我的教师

教师既是教育幸福的创造者，也

是教育幸福的享受者。作为校长，要

提升教育幸福指数，让教师快乐工作，

每天甘之如饴。

•剥离的故事

2006年根据国家政策，景炎学校必

须与株洲市二中剥离，必须达到“独立”

办学条件，否则就关门。为此，我东奔

西跑，给市政府领导写“鸡毛信”，莽莽

撞撞闯过市长办公室，但问题还是没有

得到解决。那年的4月30日，我在全体

初三教师大会上告诉教师这一事实。

当时离中考不到两个月，1000多名学生

就要毕业了。我告诉他们：“景炎即使

要关门，我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景炎的

人，你们怎么选择，我都尊重大家的决

定。”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所有教师齐刷

刷举起手当场表态：“下学期，景炎即使

真关门了，我们也要把初三学生送到毕

业，至于找工作的事情，等学生毕业以

后再说。”望着这群可爱的教师，我情难

自控，潸然泪下。

后来，我在笔记本里写道：一所没

有经历过阵痛的学校，很难聚集一批

精神长相颇为相似的人。只要迎难而

上，困苦之于学校，就是不可或缺的精

神“钙片”。

•27位教师辞去公职的故事

2019 年 6 月，政府出台政策，在我

校支教的公办教师必须返回公办学

校，否则除名。突如其来的政策让我

猝不及防。学校有40多位教师是有公

办身份的，且绝大部分是校级领导、中

层干部和学科核心骨干。对于这部分

教师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回公办学校，

要么放弃公办编制继续留在景炎。最

终的结果是：有 27 位教师放弃公办教

师身份，自愿留守景炎。

有教师这样说：选择在公办学校任

教也许会安逸些，但不是我想要的生

活。生而为师，理应为自己想要的职业

生活而行走。在景炎，我可以带领孩子

走向诗和田野。

我觉得：景炎教师的精神长相不

是一天养成的，“养鱼先养水，养树先

养根，养人先养心”。

我和我的学生

•小手遮雨的故事

2017年仲夏某日，阴雨天气，我去

学校多功能厅参加教师大会。走出电

梯正准备穿过操场，发现自己没带雨

伞。我只能硬着头皮冒着小雨往多功

能厅走去。突然，一只小手出现在我

的头顶，我很诧异。偏过头去看，原来

是一位小姑娘踮起脚，举着她的小手

放在我头上。望着湿淋淋的小姑娘，

我笑着问她：“你这只手能帮我挡雨？”

她一本正经地说：“遮一下总比不遮好

哦！”我问小姑娘：“你是哪个班的？叫

什么名字呀？”她说：“我是景炎的小雷

锋。”就这样，她一直把我送到开会的

地方，我来不及道声谢谢，她又一溜烟

跑了。

在 我 的 生 活 中 ，我 见 过 太 多 绚

丽无比的雨伞，但在我心里，小姑娘

这只手是最美丽的雨伞。尤其是这

把特殊的“雨伞”，让我对教育使命

有了深层次的认知。小姑娘的温暖

之举，折射了学校对立德树人的实

践应答，也让我更清晰地看到学校

办学的方向。

10 多年来，我执着于良好教育关

系的建构，与董事长、教师、学生之间

不断系牢彼此联结、相互成全的情缘

纽带。事实也证明：努力是有回报的。

毁掉我“仕途”的同窗

小学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因

为怕写作文，我就瞒着父母，悄悄地给

自己“留了个级”。可能是复读生的缘

故，我能回答同学们不能回答的问题，

会做大家都不会做的题，因此我颇受

老师的重视。就这样，在期中考试后，

我毫无意外地被老师直接任命为班

长 ，也 因 此 有 了 人 生 的 第 一 段“ 仕

途”。走马上任后，我身上全部的正义

感和正能量被彻底激活，班级也被我

管理得“安安静静”。

一天，老师因为家里有事不能到学

校，这让大权在握的我有了空前的满足

感。早读结束，我发现“死党”蒋红兵竟

然没来学校，这还了得？分明是不把我

放在眼里。于是，我安排好班级事务，

只身一人前往田间地头实施“抓捕”。

等我找到他时，竟发现他正在伙同几个

年龄相仿的学生分享他们盗来的橘

子。在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后，我的满

腔怒火和义正词严没能抵制住众人的

劝说和诱惑，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并

且还密谋了第二天的野炊行动。

当我带着蒋红兵回到教室的时

候，看到的是老师铁青的脸和愤怒的

眼神……我的第一次“仕途”就这样被

同窗“毁掉”了。从此我再无出头之

日，甚至成为教师和班干部最头疼、最

痛恨的人。

这些年，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每一

个“坏孩子”的出现，都是有故事的？

给我第一张奖状的贵人

我人生的第一张奖状，是在 1997

年香港回归的时候得到的，而“给”我

这张奖状的，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老

校长——杨国传。

1995年，因为工作表现“糟糕”，我

被一纸调令发配到最偏远的村小。这

纸调令，让我与教办主任开启了长达

两个月的“斗争”，闹得全区“家喻户

晓”。当时镇中心小学校长杨国传找

到教办主任说：“他不去就算了，我这

里需要一个搞少先队活动的人，这个

小伙子舞跳得不错，球也打得好，干脆

让他到中心小学吧。”

就这样，我被重新“调到”中心小

学。尽管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疾恶如

仇、我行我素，但这里没有人大会小会

批评我。在“小伙子，你能力不错，好

好干，我相信你”的夸奖中，我逐渐收

敛锋芒，安心做事：组织运动会，策划

“六一”会演，建立大队委，主动承担教

研课……一年半以后，我人生的第一

张奖状不期而至。

在杨国传校长手下工作的 3年时

间，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找到了自己

想要走的路。1998 年，杨国传校长让

我到安县去听课，蓝继红、陆芳两位28

岁的特级教师让我第一次有了“做个

好老师”的强烈愿望。于是，我开始逼

迫自己读书，报考自学考试，练习三笔

字，暑假外出打工……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很幸运，我遇到了我的贵人。我

时常想：假如每一个校长都能成为教

师的贵人……

让我深陷“泥潭”的伯乐

2012 年，四川遂宁进入民办教育

高速发展期，遂外第一任校长离职。

当时董事长找到我，让我出任校长一

职，我果断拒绝了。因为我知道，不管

是性格和能力，还是谋略和理念，我都

无法扛起一所学校的未来。后来，董

事长又多次找我谈心，我只能硬着头

皮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校长，我完全是个新手，但是骨

子里的“好战”与从小练就的过人“胆

量”，让我很快忘记了之前一大堆的担

忧。接下来的事情却没有想象中简单，

每一项工作推进都需要思虑再三，因为

我不能给教师添麻烦；每一个人的需要

和心境都得顾全，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们就会“不辞而别”。这对一贯“肆意

妄为”的我来说，简直是痛苦煎熬。

如今，7 年过去了。我很庆幸，我

没有把自己“干下课”，居然把遂外发

展得更好。这倒不是因为我能干，而

是因为我有一个“心在一起”的团队。

依靠团队、相信团队，是学校发展的有

力保障。

于是，我们以“赢在团队”为核心思

想，开始引领全体遂外人从利益共同体

起步，不断走向发展共同体、精神共同

体和价值共同体，旨在打造精神尺码高

度一致的教育铁军。从此，我和我的管

理团队开始带领一群80后、90后的年

轻人，以最大的包容、最多的激励和最

有效的帮助，努力让自己成为教师们的

“贵人”。我们至情至真，知冷暖、懂悲

欢、助成长，把管理化作深情的期许；我

们众志成城，一群人、一件事、一条心，

坚守着“在一起”的幸福约定……

在我国民办教育中，投资方与校

长很容易发生矛盾。投资方容易出现

的问题是缺乏边界感、缺乏契约意识、

不顾教育规律、片面追求利润，经常粗

暴地干涉校长工作，把校长当成“家

臣”而不是独立的“经理人”。结果是，

校长没有安全感，也对未来缺乏预期。

校长容易出现的问题，要么是依

附于投资方，以自己的收益为第一目

标，一味地追逐市场，缺乏独立的教育

思想；要么是过于理想主义，不尊重市

场逻辑，不尊重投资者的利益。

而理想的校长，一定是职业化和专

业化的，拥有坚定的意志，有清晰明确的

愿景和价值观，并能够在教育与市场、理

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平衡，使得投资方、家

长和学生、校长三方利益最大化。

通常校长能做的判断和选择是要

不要进入“游戏”。如果准备进入“游

戏”或已经进入了“游戏”，那么就面临

一个职业化和专业化问题。职业化的

好处，是能够保持工作的标准和稳

定。我通常建议，校长要多向五大领

域学习，即企业、医疗、航空、军队、法

律，尤其是向企业学习更有现实意义。

我认为，职业校长一定要具备如

下特质：成为问题解决者；拥有丰富的

工具箱；形成稳定的价值观系统；始终

保持理想主义。

职业人应该是娴熟的问题解决

者，作为校长更应该如此。校长不仅

要让自己成为问题解决者，而且要逐

渐地让团队中的每一个中层、每一位

教师和员工都成为问题解决者。问题

解决者往往具备三个特征：独立、闭

环、稳定。独立是指作为领导者，能自

主调动资源、组织资源完成一件事；闭

环指做事要有始有终，从提出或接受

任务到完成任务，是一个清晰的过程；

稳定是指做任何事都能做到前两点，

有解决所有问题的内在形式结构，可

以不断地迁移和进化。具有这 3个特

征的人就是问题解决者，事情交给这

样的人是放心的。问题解决者可能是

一个校长，也可能是一个门卫。这样

的人，就是具有领导力的人。

成熟的职业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会拥有一个丰富的工具箱，而且会

使用一些主要工具，如麦肯锡方法（完

全穷尽，互不重叠）、奥卡姆剃刀（如无

必要，毋增实体）、工作清单等。所有

的工具本质上都是思维工具，将思维

秩序化甚至可视化。

稳定的价值观系统对于校长极其

重要，也是最节约成本的。价值观包

括了学校、校长个人的价值观系统，如

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业成就；提升教师

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呈现良好的共同

体面貌（氛围、研究品质、生活方式、归

属感等）。固守自己的价值观，也就控

制了欲望、简化了生活，将更多的精力

投入到学校发展和个人进步之中，带

来持续的精进。

理想主义对校长至关重要。对我

来讲，理想就是对学校发展进行不断

探索，因为探索本身就有意义。我们

的探索，哪怕没有抵达应有的高度，也

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们“相信种子，

相信岁月”，我们所做的一切对后来者

都能提供有价值的参照。

教 师 最 重 要 的 成 长 方 式 是

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最有效的方

式是分享，分享最能激发创造的

欲 望 ，我 们 搭 建 了 许 多 分 享 平

台，并把这种分享研究称之为实

践性研究。

什么是实践性研究？我举一

个合作学习的案例：当二年级的学

生小组合作学习时，教师发现有两

个孩子不认真，但是后来得知这两

个孩子并没有这种不认真的意识，

他们只是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

成相关合作。合作学习如何保证

让每个学生都有相对充裕的时

间？这是个问题。类似这样的问

题有许多，特别是小学阶段，教师

都需要一一处理。并且，只有真实

的情境出现时，教师才会有教育孩

子的机会，教育才能发力。如果用

压制的方式，问题只是表面上没有

暴露，孩子一旦步入社会，他们的

问题可能会变得更严重。

这 样 的 琐 碎 问 题 有 不 同 的

解决方式，疏导和引导的方式胜

过堵截。许多教师在实践过程

中研究出好的方法策略，我们把

这些散化的智慧汇集在一起形

成策略库。

在庞大的策略库中，我们会根

据不同的类别来处理，如小组合作

学习的研究策略，我们会有针对性

地解决，比如不发言或语言霸权的

学生问题、小组研究的深度问题、

组内观点不统一的问题等，但是这

种研究的目的不只是知识习得，还

会让学生有其他方面的收获：如胆

量、信念、合作能力的培养等。所

以，研究并形成这样的策略库不仅

对教学方面是适用的，对解决教育

方面或学科之外的目的达成仍然

有效。

在研究中，每位教师都有自己

的策略，收集在一起就有一个强大

的策略库。基于问题我们就会开

发策略，基于策略我们还有许多深

刻的故事。

我们要学会反思，以疏导的方

式来引导学生。这些故事都是教

师实践中的故事，为此我们形成了

“每周一得”或者“半月谈”，通过这

样的方式，我们发现教师的视角变

低了、变细致了。

教育的实践智慧在于教育的

场景不可重复，教育的临场智慧

非常重要，不能从外界置入，必须

从内在生长拔节才更有意义。教

师要有足够的积累，才能从点状

思维形成立体思维。当教师视角

放低的时候，当教师关注的点变

小的时候，他研究的点就迈出了

一大步。教育的影响在于细节，

细节最打动人，教师进行教学研

究不能跨越对细节的关注。如果

一名教师有 100 个自己的教育故

事，足以支撑他做一个优秀的教

师；如果有 50个精彩的教学案例，

足以支撑他做一个优秀的教师。

写 10 年教案不如写 3 年反思，这

就是教师成长的抓手。发现问

题，形成策略，累积案例（故事）。

教育场景不可重复，但面对类似

的事件时可以让我们学会改变视

角。记录的过程就是梳理和反

思、提升、积累的过程。

近年来我们积累了几千万字

的素材，通过研究教师成长的规律

发现：教学研究对教师的成长是有

效的。教学研究的有效证据有利

于课堂教学改革、指导教学实践。

这些策略成果非常具体、现实，比

较两种成果可以看到，案例更具体

化、更细致化、更有指导性，能够解

决实际问题。

理论指导实践，当实践折射理

论的时候更能促进实践。从实践

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这样的反

复最终会把教师带到研究的门口。

当然，在以研究和分享为重

要教研方式时，相应的评价指标

也要发生变化，行政会的主要内

容要多些研究和分享，少些事务

性的安排。比如我们学校的例会

有 3 个板块：分享技能，分享近阶

段的主题学习；研究在线，关注重

大集中的问题，探索相关策略；有

事说事，简化问题，给研究以更多

的时间。总之，研究要常态化、制

度化、系统化。相应地，教师也有

3 条成长路径：自我反思、同伴互

助、专业引领，三条路径交互使

用，策略开发得越多，教师的发展

成长就越快。

我的平常故事
□ 范希娟 湖南株洲景炎学校校长

校长如何走向职业化
□ 魏智渊 山西运城国际学校校长

我的前半生
□李启书 四川遂宁遂州外国语小学校校长

让团队走向实践性研究
□ 王昌胜 北京师范大学创新实验学校总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