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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影像

今年初，区教育局转发区委、区

政府工作要求，学校不能聘用保安、

保洁、打更值守人员，不能用办公经

费支付相关人员工资薪酬，由教育系

统内部根据编制情况统筹解决。于

是，人们议论纷纷，保安、打更值守岗

位，教师经培训可以承担，但保洁工

作由谁来完成呢？有的校长一筹莫

展，我却不以为然。

我所在的二中教育集团下辖一

所独立初中和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无论是初中部还是小学部，室内外卫

生保洁工作一直由师生完成，学校20

亩水稻田和10亩果园，也安排师生劳

动经营。

劳动教育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之

一。社会主义教育原本就是为造就

高素质的劳动者，尊重劳动、尊重劳

动人民是学校劳动教育观的根本立

场与价值追求。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能体现学校的办学方向和综

合育人理念，有利于培养时代新人，

树立“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

“劳动创造幸福”的人生价值观。

当然，正如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所

说的，不能在课上“听”劳动、在课外

“看”劳动、在网上“玩”劳动，要实实

在在让学生参加劳动。

劳动教育的开展，有学生的主动

参与，也一定要有教师的指导陪伴。

教师的劳动示范，能有效激发孩子的

劳动热情。教师要在日常生活中为

学生示范，让学生在体力劳动中体会

到愉悦，享受到助人的乐趣。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校也要推

进符合时代特点的劳动教育。因

此，我们学校提出了劳动就是健康

成长的办学理念。学校有目的地组

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

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出力流汗、

热爱劳动。我们强调，不能出现与

劳动实践脱节的“有教育无劳动”，

也不能出现与劳动素养脱钩的“有

劳动无教育”。

在学校劳动教育工作中，我们践

行“教育为引领，师长做示范，项目显

特色，氛围铸承载”的工作策略，以劳

动与教育、劳动与学科两结合为切入

点，以让学生动手实践、接受锻炼、磨

炼意志等为目的，扎实推进学校劳动

教育。

尤其在劳动教育特色项目上，

我们制定规划，扎实推进。一是以

校内劳动多样化开展为出发点，做

到日常清洁和校园绿化工作两结

合，覆盖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

服务性劳动三方面。二是以家务劳

动开展与实践拓展为特色，做到德

育作业和职业体验工作两结合，凸

显家居好习惯、美发好做法、木工好

养成三方面重点工作。我们在劳动

教育中设立劳动入门课程、“微笑·

问好·点赞”劳动礼仪课程、年级主

题劳动课程等，在劳动中坚持“慢

养”——让学生在劳动中一点点成

长，在劳动中坚持“牧养”——依据

学生的兴趣放手让他们参加劳动，

在劳动中坚持“顺养”——尊重孩子

天性，激发孩子的劳动潜能，使学生

真切感受到在劳动中呈现的童趣、

情趣与理趣。其他课程、活动也结

合学科特点，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内

容。学校还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建立了学校为主导、家庭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的协同机制。

劳动教育应是博大的、深邃的、

质朴又美好的，我们的目标之一就是

做有教育的劳动。

（作者系辽宁省沈阳市辽中区二

中教育集团校长）

做有教育的劳动

1928年9月23日，南京的天空还

带着未完全退去的暑热，金陵女子大

学体育馆内张灯结彩。金陵女子大

学董事长徐亦蓁女士在学生的热烈

掌声中走上讲台，用流利的英语向全

校师生说：女士们，先生们，金陵的 9

月还是热的，特别是今年。但是，大

洋彼岸却给我们送来了金风。她是

那样和谐、隽智、坦荡、淑贤。她就是

我们金陵女子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我

的同班同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

院高才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我们

新任的第一位中国女校长——吴贻

芳博士！

这一天的吴贻芳身穿半短袖旗

袍，黑边圆形金丝眼镜戴在高高隆起

的鼻梁上，端庄典雅。她款步走上讲

台，对学生说：金陵女大是我的母校，

是我的家，我是回到了母亲身边，为

妈妈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我记得

我们的校训是厚生，那也就是说，人

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

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

人和造福社会。

而从这一年开始，吴贻芳和金陵

女子大学就再也没有分开。

是年11月3日，校长就职典礼正

式举行。除了新老校长，校董事会成

员和教育部、中央大学代表外，宋美

龄也到现场致辞，对学生说：“诸君之

机会优，诸君之责任亦大。”这也是对

校长吴贻芳的期许。

虽然责任大，但金陵女子大学可

一点都不大，在校生最多的时候不过

440人，人虽不多，校长可不好当。吴

贻芳首先记住了全校所有学生的名

字、成绩、籍贯，因为她吃住几乎都和

学生在一起。

吴贻芳对学生嘘寒问暖，亦照顾

有加。金陵女大有一位学生，因为家

庭贫困，小时候就没吃饱过饭，直到

大学还是如此，身体瘦弱，体重没有

达到学校要求。于是吴贻芳安排她

每天上午10点去吃营养餐，直到她的

体重达标为止。

吴贻芳最有名的事，莫过于给谈

恋爱的学生“开方便之门”。吴贻芳

散步时发现学生宿舍窗下有一把椅

子，细问之下才得知学生因与男友相

见晚归被关在外面，只得爬窗入内。

吴贻芳担心学生的安全，这位一生未

婚的校长，特意为自己的学生设置了

恋人聊天的小房间。晚上 9点之前，

可以把男朋友带过来。唯一的要求

是：把座位收拾干净。

然而，更少人知道的是，金陵女

大不招已婚学生，在校期间结婚也

会被开除。但还是有“顶风作案”的

学生，吴贻芳得知后，带着自己最心

爱的胸针来到家里，在向学生送出

新婚贺礼的同时，也委婉地告诉她

被开除了。

这是校长不爱学生吗？几年后，

吴贻芳收到了这位学生的来信，信

里她告诉自己的校长，丈夫在抗战

中殉国，自己有重回金陵女大读书

的意愿。吴贻芳不仅满足了学生的

心愿，还由学校负责抚养她的子女。

但学校也破例收过一个已婚女

生，名叫曾季肃，35岁考取金陵女大。

她是《孽海花》的作者曾朴的妹妹，毕

业后在上海创办了南屏女中。

这 些 还 只 是 吴 贻 芳 面 临 的 小

困 难 。 真 正 的 大 困 难 自 1937 年

始。全面抗战爆发，几个月时间，

半壁江山沦陷，日本攻占南京，吴

贻 芳 率 领 师 生 转 移 ，历 经 千 难 万

险，终于落脚成都。虽不如南京，

但依旧还是“弦歌不辍”：用稀稀疏

疏的竹子编成篱笆墙……每当人

们走过，总能听到叮叮咚咚的练琴

声、咿咿啊啊的练嗓声。每年五月

全校还要照例举行“五月竿会”，草

地中央竖起一根彩带飘舞的杆子，

选举“五月皇后”。

在山河破碎、烽火连天的岁月

中，很少有人能理解金陵女大的这些

做法。

若干年后，金陵女大毕业生曾星

华回忆华西坝的母校时解释道：“四

周越是惊涛骇浪，越要坚定乐观；国

家越是歌舞升平，越应具有居安思危

的忧患意识。”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办学理念

与精神，把自己一生都奉献给金陵

女大的吴贻芳，才把金陵女大打造

成“国际上著名的大学，造就妇女人

才，完成妇女解放运动的最高学府”

（杨 敬 之《中 国 战 时 妇 女 运 动 动

态》）。

这就是那个把金陵女大当作母

亲的校长！

然而，在学生眼里，校长是怎样

的呢？

有 一 年 金 陵 女 子 大 学 的 礼 堂

里，学生正在表演舞台剧。台上有

一个学生在饰演校长，而真实的校

长吴贻芳就坐在台下。另一个学生

问饰演校长的同学说：“吴贻芳校

长，为什么不结婚？”或许，台下的吴

贻芳可能会回想起当年外国朋友也

问过她同样的问题，她的回答是：

“我想，我是在等一个合适的人。”而

此时此刻，她没有机会到舞台上回

答，台上正表演着的学生大声回答

道：“因为我已经嫁给了金陵女子大

学！”坐在台下看剧、一生未婚的吴

贻芳笑了。

确实，吴贻芳以教育的方式，实现

了自己一生的价值，也完成了人生中

无比美好的“姻缘”。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治校方略

吴贻芳（1893-1985），现代著名教育家，原金陵女子大学校长，主校 23

年，将金陵女子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第

一位女性。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

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

习乎？”这话耳熟能详，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体会。

作为管理者，你的缺点会因为你

负责的领域比较宽广而被放大。管理

者的懈怠、专横、片面、冷漠、偏执、不

安，乃至人格上的缺陷，都会以种种方

式投射到组织中，妨碍组织的清晰、高

效、自主与创造。

当然，能够成为管理者，都有自身

的优势，但你的缺点会成为组织中的

“刺”，未必致命（有时候是致命的），但

能不能拔掉这些刺，是管理者自我进

步的关键。

这主要不是来自我对别人的观

察，而是自身作为管理者的反思。

有时候，管理者很难觉察到自身

的缺陷。一方面，是因为很少有人会

提醒管理者，或者指出管理者的缺

陷。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管理者的自

大造成的，或者说，低估别人而高估自

己的人类天性，在管理者身上同样存

在且被放大。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管理者需要很多面“镜子”。所谓

的镜子，就是指外部的一切环境，包括

阅读、管理者之间的交流、组织内部的

民主生活、管理成果等。

其中最重要的，我以为有三点。

一是要根据管理的结果，来反思自

身的缺陷。管理的结果包括产出，也包

括团队文化。不能出了问题都往别人

身上推，而首先要反思：我的哪些错误

决策或性格缺陷，是导致这些结果的重

要原因？我自身因此要做哪些调整？

二是尽量避免尤其是重大问题的

独立和草率决策。虽然个人决策很有

效率，但是民主决策能够避免个人决

策带来的风险，而将民主与集中很好

地结合起来，才是管理的至高艺术。

良好的管理共同体、充分的授权、经常

的交流研修，能够极大地提升组织的

抗风险能力，也能够帮助所有成员更

好地发展领导力。管理者不是将自己

自以为正确的想法强加给组织，而是

在众声喧哗中找出最可行的方案。

三 是 借 助 阅 读 和 独 处 ，不 断 提

升自我省察的能力。管理者要经常

做“有长度”的思考，不断回到组织

的愿景及价值观中，为当下处理具

体问题定下基调、把握方向。其中

包括省察管理者可能出现的贪婪、

虚荣等人性弱点。

我说“正视自己的缺点”，而没有

说“改正自己的缺点”，是因为管理者

也是活生生的人，带有自己独特的基

因。我们在说“缺点”的时候，其实说

的是管理者的某些“特点”。有些特

点带来了组织的进步，我们称之为优

点，有些特点妨碍了组织发展，我们

称之为缺点。有些缺点或习惯是可

以改掉的，管理者也应该不断地处于

自我修正之中。但是，有些缺点或习

惯是改不掉的，或者说试图改正让管

理者感到很痛苦，觉得“这不是我”。

在这种情况下，接纳自己的某些不适

合组织发展的特点也十分重要，毕竟

人无完人。但是清楚这些特点会给

组织带来哪些不好的影响，也十分重

要。因为一旦意识到了，就会采取一

些措施，把它对组织的危害降到最

低。例如，在自己所短之处，授权给

更适合的人。

“一将功成万骨枯”，管理者的成

长成本是非常大的，这就是为什么管

理者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原

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子的“三省

吾身”作为一种思想资源，值得不断思

考，甚至包括“三省”的内容也是极为

精当的。

但是，岂止管理者如此？一个班

主任或学科教师，难道不是管理者？

父母难道不是管理者？成长或者发

展，本来就意味着跟人性的弱点斗争，

而人性的弱点首先在自己身上，而不

只是在别人那里。就像写这篇文章，

主要不是给别人看，而是借写作来梳

理和反思自己。

（作者系南明教育集团总校长）

管理者要正视自己的缺点
□ 魏智渊

□ 曹 勇

有时候，管理者很难觉察到

自身的缺陷。一方面，是因为很

少有人会提醒管理者，或者指出

管理者的缺陷。另一方面，则是

由于管理者的自大造成的，或者

说，低估别人而高估自己的人类

天性，在管理者身上同样存在且

被放大。

平民校长
□ 张自恒

从教近30年，做副校长也有近10

年时间了。读书时遇到过许多老师与

校长，但让我一直特别难忘的，是高中

时的沙校长。

沙校长个子不高，皮肤黝黑，是一

位资深历史教师，据说他也曾是我父

亲的高中历史老师。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作为县重

点高中的校长，竟然没有自己单独的

办公室，并且教高三毕业班的历史课，

有时我们的历史试卷也是他出的。他

的办公桌就在教研组内，20多个老师

一起办公，略显拥挤。当然，他更多的

时间是在校园巡视，与学生在一起。

几年前，我曾在一所完小工作，学

校没有多余房间，就把学校传达室一分

为二，为我单独隔出一个五六平方米的

办公室。与当年的沙校长对比，也应该

满足了。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一个校长

竟然没有办公室。当时，同学们都称他

为“平民校长”，实在是名副其实了。

我们当时的校园，就是应天书院

的旧址。校园古色古香，有着浓厚的

文化气息，也有着悠久的文化积淀。

从校门口到教学楼，有一条长长的

路。记得沙校长当时是骑车上下班

的，只要进入校园，他就立马下车，一

直推行到办公室。他从高一推到高

三，从夏天推到秋天，从烈日炎炎推到

寒风呼啸。反正，我看到的沙校长，是

从来没有在校园里骑过车的，仅仅这

一点，也足以让我敬佩。

沙校长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与

他最近距离的接触，是在一个冬天。

那天是学校清扫积雪的日子，我们班

的同学在包干区边玩边干。当时沙校

长刚好路过，看到我们这个样子，他以

为我们不会扫，就停好自行车，脱下外

套，与我们一起清扫积雪，一边清扫还

一边教我们如何扫雪才能更省力。正

是由于校长的参与，我们不一会儿就

完成了清扫工作。雪没有了，但留在

我记忆深处的是老校长扫雪的姿势与

谆谆教诲。

沙校长每天很早到校，北方冬天

的早晨既冷又黑，但我们每天校外跑

操时，校长总是第一个在集合地点等

我们。校长每天迎接我们进入校园，

等我们走向各自的教室开始早读，他

才开始自己的工作。每天晚上，包括

周末，校长总是在教学楼巡视，看我们

的学习状态与纪律，查看有无特殊情

况。他在教学楼里走路，从来都是轻

轻的，唯恐打扰我们学习，当然他也从

来不多说话，一句也不多说。

离开那所高中有30年了，一直想

回去，但永远也回不去了。学校搬迁

了，也易名了，我们成了“无家”的孩

子。但在我们的记忆里，有着老校长

的美好形象，有着他的故事，有着他对

我们的影响。

留存的这些记忆，深深地影响着

我，铸就了我作为教师的本色，亦是我

做好校长的行为准则。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

区太炎小学）

我的校长

□ 匡双林

嫁给学校的校长

刘
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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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

校长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