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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力校长

潘文彬：成就真实儿童
□ 通讯员 赵爱珍

加快治理准则体系建设
□ 王绽蕊

只有尽快研究和出台高校治理准则体系，才能更好地完善高校治理体系，尽早实现高等教育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所百年老校，谁也不会想到，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渐已沦落至老百姓口中的民工

子弟学校。师生固化思维的壁垒如何打破？学校落后的面貌如何改变？在潘文彬眼里，最美的

是学生，最真的是童年。

潘文彬，江苏省南京

市中华中学附属小学校

长。江苏省特级教师，中

小学正高级教师，江苏省

人民教育家培养对象。曾

获“全国优秀教师”“江苏

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南京

市劳动模范”等荣誉。

专家睿见

有调查研究表明，我国高校教职工

对高校内部治理现状整体满意度不高，

认为现行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不利于高

校治理目标的实现，对高校内部治理体

系创新有着十分强烈的现实诉求。

其实，我国高校治理改革一直在进

行，但由于缺乏治理准则的指导，高校

治理场域中各个主体之间仍然存在诸

多分歧，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关系依然

比较紧张，教师和学生参与治理状况不

容乐观，高校治理文化仍然缺乏“现代

化”色彩，治理氛围没有根本改变。

通俗地讲，治理准则是高校治理的

基本原则、治理机构成员的行为守则和

治理运作规范，也是高校“善治”的规

则，带有价值导向性。因为高校治理准

则是宏大的，治理实践是复杂的，也是

具体的；高校治理主体是活生生、有利

益诉求、有价值偏好的人。有了治理准

则，就可以为高校治理改革和治理实践

提供专业指南，使高校各治理主体从共

同的价值取向出发，履行治理和决策责

任，有助于避免价值混乱，以及治理改

革行为和措施与改革目标南辕北辙，对

高校治理改革决策进行评价和监督也

有了更好依据。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都十分重视基于治理准则改善高校治

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教育

理 事 会（ACE）和 高 校 董 事 会 协 会

（AGB）于 1966 年联合发表的《高校治

理声明》至今仍是美国高校高度推崇

的治理规范。英国大学理事会主席协

会（CUC）定期发布英国大学治理机构

治理实践守则和详细的治理原则，内

容涉及理事会的职责、组成结构、会议

制度、理事会成员的品行标准、在其履

职范围内应遵守的治理原则、如何规

避利益冲突等，要求英国大学治理机

构及其成员严格遵守准则要求，并对

照学校绩效指标，定期评估其治理的

有效性。澳大利亚政府与公立高校签

订的《国家公立高校治理框架协议》类

似于治理准则，其中对澳大利亚的大

学治理机构进行了原则性规定，包括

大学董事会的角色定位、成员规模和

身份要求、职责等，以督促公立高校规

范治理行为，提高治理绩效。

我国还没有出台过高校治理准

则。如何聚焦高校治理制度的价值导

向，基于我国高校的制度环境探讨、制

定、推行中国特色高校治理准则体系，

建立真正能够用于指导我国高校改善

治理实践的行业规范，系统改造高校

治理文化，是我国现阶段必须面对和

解决的问题。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

引导高校各治理主体就治理的原则、

目标和价值取向达成共识，打造高校

治理的“公序良俗”。

近年来，我们以《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的出台为起点，以高校章程建设和实

施为标志，保障了我国高校内部治理

结构建设任务初步完成。但完善中国

特色大学治理制度不能仅仅止于完善

制度文本，使各治理主体真正了解和

认同大学治理目标和宗旨、治理原则、

各治理主体的治理责任、决策程序。

切实改善大学治理以最终实现大学

“善治”，才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治理制度的终极目标。中国特色现代

大学制度建设需要进入一个新阶段，

即由第一阶段重点完善文本形式的制

度安排——包括“章程”“学术委员会

规程”“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等，高校

治理的基本制度——党委领导下的校

长负责制，组织制度——学术委员会、

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向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大学制度的价值内核推进，以避

免这种“完善”表面化、形式化。基于

中国大学的制度环境，探讨、制定、推

行中国特色大学治理准则，通过治理

准则“外化”我国大学现阶段的“善治”

标准，建立真正能够用于指导我国大

学改善治理实践的行业规范势在必

行，应该将研究和出台中国特色大学

治理准则作为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制度价值内核建设的重要切入点。

概括地说，加快建设治理准则体

系应坚持如下基本原则：

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原则。中国特色高校治理准则是高校

治理主体自律规则，应在教育部指导

下，由治理主体通过自由讨论、民主协

商自主制定。

二是分类推进原则。不同类型高

校应从自身面临的治理问题和实际情

况出发，制定符合本类型高校发展需

要的治理准则。我们需要的不是整齐

划一的一套治理准则，而是能够体现

不同类型高校治理结构特色、由多套

治理准则组成的治理准则体系。

三是研究先行原则。要对高校治

理准则的治理功能、高校治理准则与

高校章程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进行

充分的理论研究，对国外高校治理准

则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对我国高校

治理现状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在此

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治理

准则体系。

四是中国特色制度与现代大学制

度有机融合原则。即我国必须构建的

是中国特色高校治理准则体系，只有

这样才能焕发生命力，让治理准则体

系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治理体系

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务之急，加强研究和机制创新

是建设中国特色高校治理准则体系的

必由路径。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高

校治理准则的理论研究、比较研究、调

查研究，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最

佳治理实践规范，提出制定和实施中

国特色高校治理准则体系的相关建

议；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强机制创新，

允许不同类型高校自发组织起来，成

立协会组织，就治理准则达成共识，并

据此进行自我规制。

—————————————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规

划 2018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中国特色

大 学 治 理 准 则 研 究 ”（项 目 编 号 ：

BIA180201）成果。

（作者系北京工业大学研究员，教

育部战略研究〈培育〉基地-地方高水

平大学发展战略研究中心责任教授）

钟山之麓，长江之畔，毗邻奥体，

屹立河西。在这里，拥有一所百年老

校——江苏省南京市中华中学附属小

学。走进学校的大门，“天性小班，真

实儿童”八个大字赫然映入眼帘，满眼

的绿色，满眼的生机。丰富的文化，肆

意的童趣，无不昭示着这所百年老校

的深厚底蕴，更体现着治校者的办学

智慧。

2013年秋，特级教师潘文彬被调至

中华中学附属小学担任校长。作为一

名教师，潘文彬是一位佼佼者。然而，

作为一校之长，他并不知道今后等待自

己的将是什么。这所百年老校，始建于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原名“龙

江学堂”，自有其历史的厚重感，但陈旧

之风也极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渐

已沦落至老百姓口中的民工子弟学

校。师生固化思维的壁垒如何打破？

学校落后的面貌如何改变？

潘文彬办学之路的新课题就此

开启。

传承百年老校基因
让发展“有情有义”

从正式被任命的那一刻起，潘文

彬就开始思考办学方向。

一个场景让他念念不忘。那是一

个艳阳高照的上午，一位退休老教师

兴致勃勃地来到他的办公室，向他介

绍了这所学校的发展历史，并衷心希

望在他的带领下学校会发展得越来越

好，越来越有内涵。

老教师不经意说的一番话，却引

发了潘文彬对这所学校发展蓝图的新

思考。

是的，一所百年老校有着自己的

文化基因和历史传承。这种文化基因

根植于师生心灵深处，又浸润在师生

言行举止之中。那么，这所百年老校

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值得传承的又是

什么？

于是，潘文彬潜心研究这所学校

100 多年来走过的足迹。在与教师交

流、与专家探讨的过程中，他把目光聚

焦到学校的“一训三风”上，聚焦到“上

新河”这个学校曾用名上。能否将两

者融合起来，既传承发扬这所百年老

校的文化，又注入时代发展的因子，构

建学校新的发展愿景。有了这样的想

法，该如何提炼呢？

在潘文彬看来，“上”作为校训，最

为恰当。因为“上”赋予了诸多意蕴：

一是“上新河小学”之“上”，传百年老

校之神韵；二是“上下求索”之“上”，

拥有“向上攀登”的信念；三是“上善

若水”之“上”，培育“若水一般灵动”

的智慧。

“新”，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以此为

教风，是很有意味的。因为“新”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诠释：新追求，与

时俱进，追寻梦想；新理念，革故鼎新，

生长思想；新举措，改进行为，创新实

践；新成效，稳步发展，日新月异。

“和”，与“河”是谐音。“和”字意味

无穷，自古就有“礼之用，和为贵”“家

和万事兴”“君子和而不同”等说法，

“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意蕴，用

“和”作为校风既能体现这所百年老校

的风韵，也能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这所学校的传承发扬。作为校风的

“和”意味着追求和谐的发展、拥有平

和的心态、营造融洽的氛围、创设适切

的教育。

学风该怎么确定呢？就在百思不

得其解之时，潘文彬想到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的一首诗：“发明千千万，起点

是一问。禽兽不如人，过在不会问。

智者问得巧，愚者问得笨。人力胜天

工，只在每事问。”他还想到了科学家

李政道先生说的话：“学问学问是要学

会问，而不是只学会答。”

问，一下子闪现在他的脑海里。

问，对于儿童的学习来说是何等

重要。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在潘文彬的倡

导下，学校新的“一训三风”（校训、教风、

校风、学风）诞生了，并且将其展示在学

校大厅的四根立柱之上。

如今，进出学校的师生，每每看到

大厅柱子上的“上”“新”“和”“问”这四

个醒目的大字，总是感慨良多。

追寻绿色质量
让发展“合情合理”

江苏省语文教研员李亮曾评价潘

文彬为“清醒的教育者”。

“我所认识的潘文彬，准确地说，

认识潘文彬的一个侧面，是他对教育

确有明晰而深刻的理解”。南京师范

大学博士生导师黄伟说，在“乱花渐欲

迷人眼”的今天，在芸芸众生急功近利

以“分数”论成败的当下，潘文彬有自

己的坚守。他一再强调，分数不等于

质量，教学质量应该追求一种轻负高

效的绿色质量。

什么才是轻负高效的绿色质量

呢？潘文彬从四个维度进行了阐释。

一是情感维度。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亲其师才

能信其道，对学习要“好之”“乐之”。

教育如果忽略情感培育，必然会出现

许多问题，厌学问题也会由此产生。

潘文彬全力培养“童心”教师，认为教

师的魅力在于有爱心、有耐心、懂儿

童、循规律。

二是习惯维度。结合少先队大队

部的各项活动，学校设计“梦想银行”

储蓄卡，孩子如果习惯好，学期末“梦

想银行”积分就高，并能获得“与校长

合影、优先评选区优秀少先队员、区三

好”等奖励。

三是方法维度。学校教导处、教

科室共同加强教师的集体备课，要求

教师进课堂前备好课，课后作业精选

精练。鼓励教师合作探究，发挥集体

智慧，设计轻负高效的练习。教导处

每学期按年级整理成册，供下学年的

教师参考，形成资源共享。

四是能力维度。学校每学期都会

邀请各级各类专家，从学生发展的高

站位为教师做培训，引导教师转化“知

识本位”的传统思想，着力培养学生的

能力，提升和完善学生的思维品质。

尽管如此，一开始也有不少教师

并不认可这种“绿色质量观”。

一次，一位老教师忍不住找到潘

文彬，抱怨学校不搞题海战术。潘文

彬说道：“咱们虽然只教孩子六年，但

要对孩子的一辈子负责任。对于孩子

而言，反复操练机械知识，丧失了能力

培养的关键时期，得不偿失！”

基于为学生长远发展考虑，为学

生全面发展考虑，近年来在潘文彬的

带领下，学生在各种大舞台上展示自

己的风采。

在潘文彬眼里，学校是立德树人的

场所。学校的教学质量绝不能漠视人

的发展而去追求冷冰冰的分数。如今，

这种理念已经成为全校教师的共识。

打造问学课堂
让发展“有情有智”

对于儿童的理解，潘文彬有一个非

常简明而纯正的表达：守护天性。人类

是自然之子，儿童恰是自然的幼苗。守

护天性，即尊重儿童成长的内在规律；

守护天性，也是教育的第一法则。

潘文彬认为，让儿童像儿童的样

子，教育就要有“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的思想与智慧，尊重儿童，理解儿童，

引导并唤醒儿童自我成长，让儿童能

够成为他自己、变成他自己。

“秉持守护天性的理念，让儿童在

校园里度过快乐的天真烂漫的童年，

也只有这样的教育才是本真教育，才

是回归人性的教育。”潘文彬说。

工作之余，潘文彬喜欢在校园里观

察，有时会发现一些有意无意压制儿童

的现象：生活中，儿童正当的兴趣被视

为问题，正常的活动被视为好动，执着

的追求被视为顽皮……课堂上，儿童的

质疑被忽略，儿童的言说被敷衍，儿童

的思想被固化……儿童那稚嫩而柔弱

的肩膀承载着过多过重的东西。该从

哪里改变呢？当然是课堂。

好问是孩子的天性，潘文彬倡导

的课堂改革就从“问学”入手。潘文

彬构思“问学课堂”的顶层设计。问

学课堂，以“问”为特征，用“问”驱动

课堂，教师引导学生“问源”，刨根问

底，探寻源头。问流，强调自主实践，

建构联系。问法，强调习得方法，生

成智慧。问学课堂以“学”为核心，让

学生站在课堂的中央，成为学习的主

人。这里的“学”细化为五个实施要

素，即自主探学、分享互学、优化理

学、总结理学、多元评学。这五个要

素不是简单的线性串联模式，而是可

以根据不同学科、不同教学内容有所

侧重、有所取舍。

为了顺利推进“问学课堂”，潘文

彬带领团队以“基于儿童生长的‘问学

课堂’实践研究”为题进行课题申报，

被成功立项为江苏省重点自筹课题。

以课题为抓手，引导教师进行课堂

改革。

要改变学生，首先要改变教师，潘

文彬深谙此理。因此，在教师发展上，

他不遗余力。利用“潘文彬工作室”的

影响力和平台，他为教师积极创设发

展的机会和条件；带领教科室精心设

计“龙江学堂”的系列活动——“龙江

说事”“龙江读书”“龙江磨文”等，让年

轻教师在一次次活动中得到历练、成

长；把专家请进校园，高屋建瓴地为教

师进行理论培训，引领方向……

在这样系统的培养计划下，潘文

彬欣喜地看到教师成长得很快，尤其

是年轻教师很快成为学校的中坚力

量，推动课堂改革，也加速学校发展，

更重要的是促进儿童的发展。2018

年，学校的“十三五”教科研成果获得

省级二等奖。

无论是外显的校园环境，还是以

生为本的“问学课堂”“问学课程”，都

体现着“儿童立场”。也正因为如此，

这所百年老校实现了华丽转身，成为

大家交口称赞的“家门口的好学校”。

现在，只要你漫步中华附小的校

园，感觉处处是景：一楼的美丽中华，

二楼的武韵中华，三楼的墨香中华，四

楼的活力中华……

一 切 为 了 儿 童 ，为 了 儿 童 的 一

切。因为，在潘文彬眼里，最美的是学

生，最真的是童年。

周刊教育家教育家
推 进 教 育 家 办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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