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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与育人之间
——“光盘行动热”的“伦理”思考

□ 徐 彬 刘竑波

本文以X校“光盘行动”的落实情况为案例，观察和反思学校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需要改进之处。借
此提醒教育管理者，在所有的教育管理尤其是德育活动中，一定要有“管理伦理”的思考。因为，不考虑“伦理”
的“德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道德教育”，而不考虑“伦理”的“教育管理”也会远离教育的“育人”本意。

中小学校多大规模最好？我曾经

问过一位美国小学校长，他回答说：

“如果校长能认识每一个学生就可以

了。”当时我想，也许我只能认识300个

学生。

缩小办学规模是世界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趋势。20世纪 90年代之后，美

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举措之一就是缩小

学校规模，这是继小班教学之后的重

要改革。我参访过美国的多所中小学

校，公办学校的规模都比较小，小学一

般是几百人，中学一般是1000多人，很

少有超过 2000 人的，私立学校的办学

规模更小。我参访过的日、韩学校的

规模也都比较小。

追求学校规模化是工业革命之后

规模经济理论的产物。特别是在追求

教育公平性的背景之下，为了让更多

学生能上好学校，政府和教育主管部

门主张扩大优质学校的规模，学校本

身也有扩大规模的内在冲动。在我

国，有些优质的公办中小学人满为患，

千人年级、万人中学不鲜见，每班 60-

70人的班额也属常见。

从教育产出来说，扩大优质学校

教育规模，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无可厚

非。但是随着教育的发展，人们逐渐

认识到，教育不是工业，学校不是工

厂，教育产品无法在流水线上批量生

产。如果从追求教育的卓越性维度出

发，则应当缩小学校规模，从规模化走

向有机性。

学校不是企业，也不是行政性组

织，应当是去行政化的有机性组织。

有机性组织也称适应性组织，它的特

点是低复杂性、低行政化，分权而不是

集中，扁平而不是层级，灵活而不是统

一，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弹性，能根据

需要迅速作出调整。

如果规模过大，学校的组织形态、

组织结构和管理流程会发生变化，管理

必然由简入繁，不可避免地增加管理层

级，加大管理宽度，最后的结果是患上

“大组织病”——层级过多，管理固化，

效率低下，缺乏弹性，反应迟钝，行政化

色彩加重，管理行为会多于教育行为。

规模过大的学校无法成为有机性组织，

只有规模适度的中小学校才有可能改

造成高效率的有机性组织。

缩小中小学校的办学规模，增强

学校管理的有机性，是提升教育质量

的重要策略之一。超大规模中小学校

要有计划地“瘦身”；较大规模学校要

有意识地划分为若干小型学习社区，

化大为小；适度规模或者小规模学

校，要调整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化

繁为简，实行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

层级，转变中层职能，给基层授权赋

能。目前我国出现的一些小微学校，

其组织结构简单，运行机制流畅，值

得借鉴。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学校虽

然是小规模，但还是大班额，这同样

影响组织的有机性，需要同步减小班

级学生规模。

青岛中学《办学大纲》中明确提

出：“我们将在办学过程的始终严格限

定办学规模，我们深信，让学校强大的

永远不是规模，而是品牌在社会中的

地位。”青岛中学是 12 年一贯制学校，

保持小规模和小班化，小学每个班级

不超过20人，每个年级不超过100人；

初中每个教学班不超过 24 人，每个年

级不超过200人；高中每个教学班不超

过24人，每个年级不超过300人。

我们实行的组织结构，以专业化

的行政服务支持教育教学，实行扁平

化管理和分布式领导，管理重心下沉，

给基层赋权，释放基层的活力与创造

性。我们保持组织的弹性，以项目组

的方式作为正式组织的有效补充，建

立以学生成长为中心的运行机制。

教育发展到更高阶段，必然要从

规模走向质量，从外延发展走向内涵

发展。千人年级、万人学校的隐忧也

渐次显现，大组织病不可避免。正如

管理学专家彼得·德鲁克所说：“社会

组织恰如生物有机体，必须保持小而

精的状态。”当然，学校是一个有生命

的有机体，规模不应当是它的目标，健

康、和谐、活力、创造力才是学校有机

体的价值追求。

（作者系青岛中学执行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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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恰如生物有机

体，必须保持小而精的状态。”学

校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规模

不应当是它的目标，健康、和谐、

活力、创造力才是学校有机体的

价值追求。

自 2020 年 8 月以来，“就餐光盘”

正逐步成为我国公民的自觉行动。同

年 9 月，许多中小学也把校园“光盘行

动”作为新学期德育活动的重点，旨在

培育学生爱惜粮食、尊重他人劳动的

良好习惯。

以X校为例，该校在校学生近4000

人，每天中午分两批就餐，前后间隔30

分钟。目前，该校食堂每天的菜品均由

当地净菜基地定点定时配送，定量分

餐，装盘食用。所谓“光盘”，即要求每

位学生吃完配送的单人份午餐。

X校的“光盘行动”经历了“理念宣

传”和“午餐实践”两个步骤。开学伊

始，校长在集体晨会上向全校提出了

“光盘行动”倡议，并组织学生观看“光

盘行动”的网络课程；然后，全体班主任

在之后一周的班级晨会上继续宣传“光

盘行动”的必要性，并明确“光盘”的具

体要求——餐盘里的蔬菜、荤菜、米饭

都要吃完，厨余垃圾越少越好。

“光盘行动”正式实施之后，学校

又落实了两个层面的监督：

其一，教师“看饭”：午餐时，各班

由班主任或副班主任监督学生用餐，

并提供必要的帮助。若有学生米饭不

够吃，可以自行去保温桶添饭。

其二，领导巡查：每天中午，校级行

政领导会巡视监督教师“看饭”及学生

用餐情况，对做得好的“光盘榜样”和做

得差的“光盘差生”进行拍照记录，并发

至班主任 QQ 群中公示。学校每周一

表扬上周“光盘行动”表现优秀的班级，

批评表现较差的班级，并把学生的用餐

情况与“三好学生”评比挂钩。

热热闹闹的“光盘行动”实践数月

后，乍看收效甚好，但整个学校的午餐

时间不再是放松、休闲和享受时刻，就

餐气氛日益紧张严肃，大家开始不苟

言笑，而且由于师生都非常关注校级

评价结果，班级、学生间互相攀比的

“光盘新高潮”还在持续中……

仔细分析，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

观 察 一 未按需分配的
“光盘要求”缺乏公平公正与
人文关怀

回到“光盘行动”的初衷，一方面

是“杜绝浪费”“节约粮食”，一方面是

政策具体落地为“光盘行动”，二者之

间是否存在差别？笔者认为，“杜绝

浪费”的前提是按需出发，需要多少

拿多少、量力而行，这样自然能保证

光盘，这是具备人文关怀的政策前

提。但是“无条件光盘”只强调“光

盘”结果，并不考虑用餐者的自主选

择（无选择统一供餐）和客观条件（每

个人胃口大小），其间的矛盾在小学

食堂显得尤为突出。

第一，不同学生的饭量有大小、

口味有差异、身体状况不同，他们未

必能够每一餐都光盘，显然也是人之

常情。根据 X 校目前的米饭取用规

则，学生的饭量“只可多不可少”（因

为并没有与“添饭”对应的“减饭”选

择），那么对于饭量小的学生——比

如低年级学生——是否公平呢？笔

者曾看见低年级学生碍于教师的威

严和“光盘”硬指标，强撑着吃下所有

饭菜，甚至恶心想吐却不敢——吃饭

成了苦差事。

第二，学生不满意食堂饭菜质量，

是不能保证“光盘”的一大主因。笔者

曾询问学生，最不爱吃食堂的什么

菜？学生反映最多的是蔬菜、虾和豆

制品。进一步询问原因后发现，蔬菜

由于保温需要反复加热而失去了口

感；虾由于多是红烧或者白灼，放置时

间久后腥味较重；保温处理时豆制品

气味较重，且略带酸味，学生怀疑变质

不敢食用。

第三，个别学生不能保证“光盘”

是因为食物过敏，比如有孩子对牛肉、

花生、鸡蛋等常用食物过敏，一旦食用

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很难光盘。

显然，学校的“光盘行动”并未考

虑上述具体原因。

观 察 二“光盘监察”缺
乏对师生的尊重

一项教育政策从决策阶段开始就

必须考虑其“管理伦理”，只有制度符合

伦理和道德要求时，才能使参与者有道

德品质上的提升。教育研究者郅庭瑾

在《教育管理伦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一文中认为：“在现代社会，对制度的道

德评价和选择优先于对个人的道德评

价与选择，人们总是首先选择用于制度

的根本道德原则，然后才能选择用于个

人的道德准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如果

制度结构不合理不道德，那么个人的道

德行为就不可能有多大作用。”现有小

学德育政策多是直接拷贝地区教育行

政部门的政策，实施方案往往是由校级

领导决策，缺少校本化的决策程序以及

参照本校师生意见的修订，因而在实施

时常常会“水土不服”。

X 校“光盘行动”照搬照抄了该市

重点小学的实施模板，公布决定后并

没有经过“评议、修改、再评议”的民主

决策程序就直接实施，如此草率从事

会在实施中暴露出更多的问题。该市

重点小学的学生数少而X校学生人数

多，实施方案是否符合学校实际？该

校已有的“文明行为五个好”中本就有

“吃好饭、走好路”这两条，在“光盘行

动”中过度强调、放大“光盘”是否会矫

枉过正？同时，教师新增“看饭”任务

是否会影响他们的就餐时间和教学工

作呢？学校决策的不民主和仓促上马

是对师生的不尊重，只看光盘结果的

评价也远离了“食育”的真正价值。

尊重的缺失还体现在学校领导对

于“光盘”结果的监察上。学校领导亲

自监督本是希望师生重视“光盘行

动”、减少食物浪费，但是在未询问原

因的情况下就把剩饭较多餐桌的情况

拍照，且发到班主任 QQ 群进行批评，

这样的做法有失公允，自然也有悖管

理伦理。有班主任在 QQ 群反映了

“学生食物过敏”原因，但是第二天还

是继续被拍照、被公示，并且学校领导

声称：学生可能说谎，需要家长开具医

院证明方能承认。虽然该说法有一定

合理之处，但管理者态度的强硬和被

管理者自证程序的烦琐已然破坏了两

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破坏了教师与

领导、教师与学生、教师与家长之间应

有的相互信任关系。

所以，教育研究者张轩在《社会转

型期我国教育管理伦理研究综述》中

表示：“学校管理伦理其实就是在管理

过程中尊重学生和教师，通过人性化

和伦理化的管理手段与方式来明确师

生的自主权，并不断完善现有的教学

管理规章制度和改革教学评价。”也

即，现有规章制度与个人需求在某些

时候具有对立性，但通过柔性的、具备

人文关怀的管理，恰恰可以让刚性的

制度变得“刚柔并济”，更加合情合理，

从而使人信服并愿意遵从。

进而言之，“光盘行动”作为教育

手段，重要的不是通过强硬的外在管

理规范行为，而是通过内在动力形成

学生爱惜粮食、尊重他人劳动的良好

习惯，学校领导和教师以身作则、言传

身教、设身处地体谅关怀，应当比冷冰

冰的规则更具教育意义和引领价值。

观 察 三 奖惩制度引发
荣誉焦虑

X 校表扬学生“光盘行动”背后

节约粮食、尊重他人劳动的思想，大

家都非常赞同，但是学校领导在全

校公开场合点名批评“未光盘班级”

的做法，对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教

师职业成就感伤害太大，其后果就

是羞耻感的传递。教师把羞耻感传

递给全班学生，最后矛头集中到班

级中没有光盘的孩子。羞耻感的层

层传递，并不能带来后续的良好行

为，事实上只会让德育活动成为一

件让人害怕讨厌的事情，因而远离

德育的初衷。为了避免羞耻感的再

次产生，班级间围绕能否光盘的恶性

竞争就开始了。

此外，把“光盘行动”的结果与“三

好学生”评比挂钩，同样也引发了学生

的荣誉焦虑。“三好学生”是指“学习

好、品德好、身体好”的学生，不能“光

盘”就说明品德不好，因此取消学生的

“三好学生”荣誉？显然相当不合理。

因为每次光盘的学生只能说明学校饭

菜合胃口，且他/她饭量不小，但这与

“品德好”是否直接相关呢？其中的逻

辑和结论都难以服人，简单粗暴的评

判方式更是丧失了教育应有的温暖。

德育评价是所有教学活动中最

需要重视且审慎执行的，因为其结论

往往涉及一个人的品行好坏，必须慎

之又慎，方能具备评价的引领作用。

综上可见，教育管理伦理除了在

政策决策、执行过程中要持续考量和

体现，在评价阶段更要特别重视，因

为 评 价 直 接 反 映 教 育 管 理 的 价 值

观。教育研究者金保华在《论教育管

理的伦理性》一文中认为：“实施、检

查和总结等教育管理活动其他环节，

也均不可避免地受到主体的伦理价

值观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受到社会所

确立的总的价值观的支配。诸如实

施、检查和总结这些职能性的教育管

理活动环节中，采取什么方式、方法

实施，运用何种措施、标准检查，依靠

什么原则、规范总结，无不受到相应

伦理价值观念的影响与制约。”

德育评价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品德

修养，但是在小学德育活动中不合理

的评价制度更多引发的是竞争和焦

虑，教育管理者必须予以重视和改

进。笔者认为，“光盘行动”中教师在

就餐现场细水长流的适时指导和评价

应该取代结果性、比较式评价，把就

餐的愉悦和闲适感还给师生，让午餐

时间成为学校生活中温暖、满足、愉

悦的体验。

观 察 四 不考虑“伦理”
的管理远离“育人”

“光盘行动”只是学校管理中的一

个细节，而这样的管理伦理思考应该

应用在所有的教育管理尤其是德育活

动中。德育是“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

部分，而“教育管理”与“伦理”之间有

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郅庭瑾认为：“一

方面伦理通过对公平、公正与人文关

怀的强调，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保障；

另一方面, 对于教育管理来说, 注重

伦理的管理行为本身就具有道德教育

的意义, 这对提升学校德育的效果有

重要作用。”所以，不考虑“伦理”的“德

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道德教育”，而

不考虑“伦理”的“教育管理”也会远离

教育的“育人”本意。

有学者指出，当德育的个人、社会

及学校取向一致时，德育工作是容易开

展的，但是当个人取向与学校取向产生

冲突时，优秀的德育工作者和教育管理

者应当也必须站在超越学校利益的教

育立场上考虑问题，这是需要正确的教

育管理伦理理念和方法支持的。

目前我国中小学的教育管理还显

得较为粗疏刚性，尤其在具体执行中

有时缺少人性化、以人为本的管理方

法，忽视了教育关怀，但是随着问题的

暴露和教育研究者的反思，相信未来

德育及教育管理将向着“合理又合情”

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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