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jyj@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2022年4月27日 11版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睿见

俗话说：“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

校。”

我们学校的副校长彭丹，他自诩

为学校的“蜘蛛侠哥哥”。你是否好

奇他的名号从何而来？

漫威电影里，蜘蛛侠有着超人的

反应、耐力和速度，守卫着自己的城

市。彭丹在学校就是类似的存在。

作为学校后勤副校长，他主管学

校的安全、后勤等工作。俗话说“安

全无小事”，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建

立在安全和后勤保障之上的。为了

让学生安全地在校学习，老师安心地

教书育人，他总是机敏地坚守在安全

工作最前沿。

早上来得最早在校门口值勤护

学的是他，为教师端上一碗特制养生

茶的是他，走进办公室与教师贴心交

谈的是他，监管好学校各项防疫工作

情况的是他，平时在校园里也总能看

到他第一时间处理突发事件，更别说

节假日了。这样的工作态度和处事

作风令人钦佩。

说到“蜘蛛侠哥哥”，最让我感动

的还有一件事。

一次课间，我们班两个男生在

走廊玩耍，不慎发生了安全事故。

作为新手班主任的我，第一时间与

家长取得联系，并将受伤的学生送

往医院治疗。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情，缺乏经验的我有许多不懂的地

方，在与后勤部门多次沟通仍出现

障碍时，彭校长给我打来了电话，询

问了事情的经过和处理方式。在他

一遍又一遍给家长进行耐心解答的

过程中，我基本学会了如何处理类

似问题。

没想到，之后双方家长对于孩

子安全事故的赔付方式和金额产生

了较大分歧，我左右为难。正在犯

难时，我又想到了“蜘蛛侠哥哥”。

听完我的汇报后，他只淡定地说了

一句：“没事，你做得很好，处理家长

之间的分歧需要更多耐心，你跟家

长约个时间来学校吧，我来跟他们

沟通。”

彭校长和家长见面的当天下午，

我的手机里收到信息，家长留言说：

“老师，我跟校长沟通了，您这边为这

事操碎了心，辛苦了。我也是最近有

点焦虑。”

终于，这件事在“蜘蛛侠哥哥”的

热心、耐心和细心帮助下画上了句

号，我心里的石头也终于落了地。

“蜘蛛侠哥哥”守护学校大家庭

的事情还有很多。他就是这样一位

乐于奉献、热心助人的校园守护者。

他总能在同事、家长、学生需要帮助

的时候第一时间挺身而出，总能给身

边的人带来温暖。在麓谷二小，你永

远可以相信我们的“守护神”——蜘

蛛侠哥哥。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高新区

麓谷第二小学）

蜘蛛侠哥哥蜘蛛侠哥哥
□ 陈 鑫

我的校长

1949 年 6 月，京城的夏季除了燥

热，还有不同于往日的喜庆。新政治

协商会议筹备会首次会议在中南海

举行。会议中一位颇有几分将军肚

的大汉接到相关指示：南下杭州，出

任浙江大学校长。

此人正是有名的经济学家、人口

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

马寅初不敢懈怠，筹备会议结束

后即刻启程。

就职典礼定在 8 月，三秋桂子尚

未飘香，西湖的十里荷花仍在。浙江

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在浙江大学

隆重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向全校师生

这样介绍：马寅初先生是坚强的民主

斗士，他赤手空拳同国民党反动派进

行过生死搏斗，因为他一直跟人民一

道，所以也终于和人民一同胜利。马

寅初先生英勇斗争的光荣，是中国人

民的光荣，是马先生自己的光荣，也

是浙江大学的光荣。

马寅初发表讲话时说：“今后的

浙江大学，要在人民民主的总方针

下，大家学习新的思想，确定为人民

服务的立场，要与建设相结合，努力

培养切合实际要求的专门人才，在人

民政府领导下，响应号召，同心协力，

建设新浙江，建设新浙大。”

既然国家已经建立了人民民主

专政的制度，那怎样办一所社会主义

的新高校，是马寅初思索的问题。马

寅初找到了一个答案：民主。办大学

也必须发扬民主精神，让全校师生员

工都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共同努力创

办新浙大。

第二年，马寅初在浙大召开了一

次师生员工代表大会。他在会上说：

“我们现在的制度、办法与以前完全

不同了，办好一所大学，不能单靠校

长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的力量是很

有限的，我们全校师生员工应当团结

一致，以主人翁的态度，本着‘知无不

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对学校的行

政、学制、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师生

关系、职工生活等方面充分发表意

见，要求‘人人提方案，个个想方法’，

群策群力为办好浙大献计献策。”

马寅初校长振臂一呼，浙大师

生员工纷纷提意见、想办法。很快，

收到了 900 多条提案、意见、建议，归

纳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学校无权解

决，需要请教育部核批的，如教员名

额、经费预算、体制改革等；第二类

是学校可以而且应该马上解决的，

如水电浪费大、校车油耗高等；第三

类是暂时还没有条件解决的，就向

群众讲清道理，做好思想工作。为

此，马寅初还特地题词：“有困难，不

隐瞒；有办法，要就做；有希望，要大

家加倍努力。”

可是，马寅初收到的这些提案、

建议，还没能一一回复和着手办理，

就又收到了教育部的令函，北上出任

北京大学校长。

这一年，马寅初70岁。

1951 年 6 月 1 日，北京大学民主

广场是一派节日的气氛。比浙大更

隆重的欢迎仪式上，教育部长马叙伦

出席会议，副部长钱俊瑞主持。马寅

初身穿藏青色中山装，身材魁梧，满

面红光，步履矫健。他登台发表演讲

说：“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回到了娘

家，见到了红楼，我心中就有说不出

的感情”“我希望全体师生都能以团

结一致的精神，发扬北大光荣的革命

传统，保持学术地位，并配合国家建

设工作的开展，为国家造就大批建设

人才”。

马寅初与北大缘分很深，早在30

多年前就出任过北大经济学教授，还

担任过北大的第一任教务长，对北大

很有感情，也很熟悉。为了办好北大，

马寅初曾在中南海借向国家主席请示

工作的机会提出“调兵遣将”的要求：

“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

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您要

怎样的支持呢？”毛泽东笑着问。“不要

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

邀请谁到北大演讲，就请不要拒绝。”

“这个好办，我批准了。”毛泽东高兴而

风趣地说，“马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

宝剑！”于是，央行行长等就被马寅初

“点名”前来北大演讲，目的就是要学

生关注国家的经济金融形势，对此要

有全面的了解。

马寅初在学校召开的各种会议

上，反复阐述他的教育思想：学校培

养人才一定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

需要；教师是学校工作的中心人物，

必须发挥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全体

教职工要以全面发展的观点去教育

青年学生，不仅要使他们有丰富的科

学知识，而且要使他们有高尚的思

想、强健的体魄和办事的能力。他认

为，中国的教育一定要有中国的特

点，改革教育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

求是，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也必须

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出发，与中国的实

际情况相结合……

马寅初还说过一句值得所有教

师铭记的话：“学校里最重要的就是

读书上课，凡是有条件的人都应该到

教学第一线去给学生们上课，并力求

把课讲好。在社会上的诸种罪恶中，

误人子弟是最大的罪过。”他所有的

荣耀里，有经济学家、民主斗士、人口

学家所聚集的光辉，但也少不了作为

教育家的永恒的光芒。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治校方略

教育家影像

““变变””乃教育永恒之主题乃教育永恒之主题
陶 行 知 说 ：教 育 是 什 么 ？ 教 人

变。教人变好的教育是好教育，教人

变坏的教育是坏教育。教人不变、不

教人变的不是教育。

有着30多年办学历史的湖北省武

汉市汉南区纱帽中学曾有过属于自己

的辉煌，但随着行政区划的变迁、经济

中心的转移等，学校逐渐沉寂下来。

如何“擦亮”这所品牌学校？如何给这

所年轻的“老校”注入活力？我们从变

革组织结构入手，构建教师发展新生

态，改革育人新模式，让“改变”成为学

校永恒不变的主题。

结构之变
让组织成为校园治理“助推器”

上学时，老师总是强调“结构”的

重要意义。结构的改变往往是撬动学

校变革的重要支点。

以前，我们学校实行的是较为普

遍的层级制管理。办公室、教务处、

教科室和年级组等建制齐全，年级管

理由校级领导和部门行政人员统筹

兼任。一位教师曾开玩笑说：“学校

所有行政人员、教研组长、备课组长

……个个都是‘领导’，真的是‘婆婆

多了媳妇难当’。”

因此，学校着手组织结构改革，推

行级部制下的扁平化管理，设置“一

办三处三部”，即党政办公室、教务

处、德育处、总务处和三个级部。各

级部成为管理部门，各处室则成为支

持部门，实现管理重心下移。现在，

一线教师只需要听级部主任一个“婆

婆”的“指挥”。

为了更加明确治理中各个角色主

体责任，学校将原来的校委会会议制

度细化成校长办公会和行政例会，分

时召开。周五的校长办公会侧重于决

策，周一的行政例会侧重于执行。还

建立了“协商、协调、协作”的“三协”工

作机制。

实践一年后，大家发现扁平化管

理让学校的各项决策距离师生更近

了。以前需要层层请示汇报的事情，

现在在基层就能得到快速解决。

在一些临时性事务的处理中，扁

平化管理的优势尤其凸显。比如，学

校要频繁收集上报核酸检测、健康码

等信息。过去需要德育处负责人一个

班一个班通知、收集，烦琐又耗时。如

今，只要通知 3 个级部主任，就能在规

定时间内按要求收集到相关信息。行

政管理人员的负担减轻了，级部主任

也更了解所管理年级的各项情况。

组织结构理顺了，学校治理便有

了强劲的“助推器”。从治理校园环境

卫生到规范学生行为习惯，再到制定

教师奖惩体系、职级体系、荣誉体系

等，学校在扁平化管理支持下不断提

升育人质量。

教师之变
让学校成为诗意栖息地

一群平均年龄48岁的老师怎么变？

纱帽中学制订了一个3年的“教师

生态发展行动计划”。校长刘沁桥认

为，教师发展应该是生态的、幸福的。

教师有幸福的感觉，学生才可能有幸

福的感受。发展是教师成长的必然，

更是教师生活的应然。

“教师生态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包

含了学科类、项目类和社群类三个类

别。学科类课程以“能力取向、专业发

展”为目的，指向教师专业素养提升，

开展“悦动青纱”“慧扬金纱”“睿兴朱

纱”等针对不同年龄段的教师专业培

训活动，旨在培养一批优秀青年教师、

学科带头人、纱中教育家；项目类课程

围绕“素养取向、个性发展”的主旨，指

向学校课程建设，为学校开设丰富多

彩的课程奠定坚实的师资基础；社群

类活动则将“修养取向、诗意发展”作

为目标，指向教师的身心发展，为兴趣

爱好相同、情趣意愿相投的教师搭建

交流学习的平台。在教师专业发展的

动态过程中，挖掘和发挥教师的潜在

能力和动力，构教师发展好生态，筑教

育诗意栖息地。

行动带来变化。教了20多年语文

的教师曾涛、艺术组组长康敏过去从

未参与或主导过课题研究。“我总觉得

写论文很难，不知道怎么动笔。”曾涛

说。康敏则觉得：“我们音乐课能写什

么东西啊？”加入“教师生态发展”三年

行动计划后，学校请来专家手把手教

老师怎么确定选题、怎么写论文。曾

涛发现，“原来写论文也不是那么难

嘛”。她开始对自己的教学生涯进行

系统梳理和深入思考。康敏所在的艺

术组更是爆发了写论文的热情：“我们

组平均年龄最大，但学习热情一点儿

也不比年轻人差，几乎每个周末都在

群里讨论。”

中青年教师也都开始习惯记录、

整理、撰写自己的教育案例。多篇文

章在省市级教育刊物上发表。

变化带来成绩。2021 年，艺术组

课题实现了第一个市级课题立项。据

不完全统计，2020年以来，学校 5位教

师在各类市级竞赛、评选中获奖，10多

位教师在区级比赛中获奖……

教师还是那群教师，但教师已不

再只是“那群教师”，学校也不再是原

来的学校。

学生之变
让每位学生绽放独特光彩

“老师，我数学进步了，能调到数

学高阶班去上晚辅导吗？”去年4月，九

（2）班一位学生向级部主任提出申请。

近年来，这样的申请越来越多。

九年级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进行差异化

辅导。学生依照自身的基础，选择进

入不同层次辅导班学习。有的孩子语

文、英语在基础班，数学、物理则在高

阶班。这满足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

求，学生感受到了“被重视、被尊重”，

教师的辅导也更有针对性。

晚辅导分层，作业设计也分层。

九（9）班学生汤启程成绩一直名列前

茅，课后作业对他来说并不是难题。

老师就额外布置了难度较大的作业，

让像汤启程这样学有余力的学生选择

性完成，并抽出时间给他们讲解。

学校在现有的环境下进行教学微

改革和微创新，尽可能为每位学生提

供适合的学习空间。上面的案例只是

改革中的一个方面。

“双减”之后，学校开展了一系列

社团活动。2021年，七年级485名学生

根据自身特长、兴趣及未来发展方向

参与到 23 个社团活动中。“老师，我最

喜欢也最期待周四的社团课”，这是学

生的心声。

除了社团活动，学校还开设了一

批体育类校本课程，为孩子们的课间

活动配备了足量的乒乓球、跳绳等，让

每个孩子至少有一件体育运动用品，

并利用智慧教育平台对学生身体素质

发展进行分析跟踪反馈。

在纱帽中学，成绩不再是评判学

生的唯一标准。每个人都能在不同的

课程和活动中绽放自己独特的光彩。

学校将“五育”弥散和潜藏于教育的各

个环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改变从来不是在一夕间发生的，

总是悄无声息却影响深远。纱帽中学

也是这样，在潜滋暗长中慢慢改变着

自己，终将满树繁花似锦，芳香四溢。

（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汉南区纱

帽中学教务处副主任）

□ 崔婉茹

培养培养““杂能力杂能力””
□ 龙 悦

近几年，杂学、通才、斜杠等名词，

成为时代的“显学”，而它所寓含的，是

有别于过往的单一性，而走向更全面、

更广泛的跨领域能力。

随着社会分工日益细腻，几十年

前的那种思维与学习方式，几乎已无

法适应现代人所需。就以考试来说，

如果我们比较20年前的考试题目，再

看看近年来的题目，不难发现，这些题

目的转变，代表着学习方式、教学观念

的改变。

当下，如果单独从某学科试卷中抽

出一道题，可能会难以辨别，其究竟是

考语文、考数学还是考历史？究其原

因，乃是现代学习偏向于跨界整合。这

样的引导使得学生需要具备更广博的

知识网，进而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而这

也正是整个社会潮流的缩影。

比如近期屡被提及的元宇宙，或

是近年来广泛运用的人工智能，又或

是孩子们熟悉的网红直播、外卖等，都

是各种技术与领域的整合创造。

如今，人们不能只在自己原本的

领域钻研，更要懂得突破界限、彼此融

合。所以，成人要鼓励孩子多元涉猎，

让学习无界限。

现在的教育更强调开放性思考，

许多问题未必会有单一的标准答案，

因此我们更要培养孩子“有想法、讲

道理”。

比如，我常带孩子在玩中学，因为

这样学生才会更放松，此时创造力也

最容易被激发出来。我会带着孩子当

小小仓颉造字造词，或是让他们根据

图像创造成语，或让他们试着把两三

样不相关的物品组合成一种东西。例

如，茶杯加铅笔可以变出什么，磁铁加

橡皮筋又能做些什么……这些都是激

发创造力的方式。

我也会鼓励教师、家长多激发孩

子的好奇心，允许他们多问“为什么”，

哪怕是天马行空、无厘头，都可能是酝

酿未来的种子。想想20年前，有人会

相信拿着手机对着黑白方框一扫就能

连上某个网页吗？

30年前的社会，也许只需要一个

专长就可以“打遍”大江南北，我们称

之为“I型人才”；10年前，开始需要“π
型人才”，除了自己的主专长之外，还

要有另一项专长；未来，最需要的是

“非型人才”，除了特殊专长，还必须有

多元才能。

而这样的能力，需要从小开始慢

慢培养。当孩子接触的事物多了，就

有办法激发兴趣，进而在兴趣中培养

专长。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万州区汶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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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寅初（1882—1982），

名元善，字寅初，浙江嵊县人，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人口学

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

北京大学第一任教务长，历任

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重庆大

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

学首任校长，又任北京大学校

长 10 年，为现当代中国高校

发展作出许多有益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