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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教育高质

量发展最终应该落脚到每个学生的

发展上。我们学校从校园文化、课程

建设、评价体系、课堂创新、空间打造

等方面入手，试图为每个学生的个性

发展搭台赋能。

多姿文化，为每个孩子的品格发

展夯基铸魂。你们学校有吉祥物

吗？是谁设计的？值得自豪的是，我

们学校吉祥物“钢娃”的原型出自学

生张炜旎之手。学生虽小，但潜力无

穷。在她设计的版本基础上，学校又

请专业人员进行了修改。现在，这个

吉祥物就立在学校校训石旁边，学生

每天入校时都能看到。

为学生搭建平台、激励学生的案

例在我校还有很多，这主要源于学校

文化的影响。

根据地处城乡接合部、教育基础

相对薄弱的实际，我校提出了“办周

边社区居民有口皆碑的家门口的好

学校”的办学目标，形成了以“制度说

了算”“教师第一”“学生第一”等为主

要内容的核心价值观。

教师是践行和丰富学校文化的

主体，没有教师第一，学生第一就无

法保证。经过全体教师的智慧众筹，

学校形成了“以为人父母之心行为人

师表之实”的师德观，并细化为合格

教师应具备的品质要求。

基于此，学校提出了“适性教育”

理念，确立了“做最好的自己”的校训

等，始终坚持把学生放在正中央，看

见孩子，发展孩子。学校文化日益丰

盈，多姿多彩的文化系统逐渐形成。

多维空间，为每个孩子真实的学

习发生赋能。不同的空间会塑造不

同的教学行为和学习行为。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要使教室

的每一面墙壁都具有教育的作用”。

基于此，学校创新实施“教室的力量”

项目，坚持“一班一品”，不断推进班

级文化和教室空间的创设。现在，每

个班级都形成了特色鲜明的班级文

化，每间教室划分为读书区、上课区、

活动区及教师办公区，墙壁上五颜六

色的海报，内容既包括班级公约、学

生作品等，也有学习需要的各种概念

和工具，教室真正成为师生共同成长

的地方。

学校还坚持空间必须为课程服

务的理念，建设了各种实验室、图书

室、微机室、3D打印室、创客教室、创

意搭建教室、无人机训练室、机器人

教室等专业课程空间，充分利用室

内外空间，规划了学习、休息、运动

场所。在这些空间的支持下，学生

有了更多的活动，也促进了真实学

习的发生。

多彩课程，为每个孩子插上腾飞

的翅膀。学校高质量发展必须构建

更加开放个性多彩的课程体系，为学

生学习提供跑道，支撑他们持续学

习、个性学习。

教 师 是 课 程 的 实 施 者 和 开 发

者。学校积极培养教师的课程意识，

鼓励教师参与课程开发，丰富学校课

程体系。

2015 年开始，学校就启动了基

于主题的理解力课程的研发。这是

一套跨学科的融合课程，主要目的

是打通学科与学科、学科与生活、学

校与家庭的联系，实现知识的融会

贯通，让学生体验到知识与真实世

界的关系。经过几年的探索，学校

已经形成了基于主题的具有“观念

聚合、逆向设计、真实情境、深度探

究”四大特征的理解力课程框架，1-

5 年级围绕“我与自然”“我与他人社

会”“我与自己”三个主题，设计了 30

多个主题实践活动，将真实的世界

呈现在孩子面前。

此外，学校还开发了研学旅行等

非正式学习课程、社团课程等，让那

些在以“分数”为主的评价体系中缺

乏优势的孩子发现自己的优势，重塑

自尊和自信。

多样课堂，为每个孩子的个性

化成长助力。课堂是撬动学校高质

量发展的支点。近年来，学校倡导

不同的课程匹配不同的课堂，多样

的课堂形态，让教师的教更加精准，

推动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如在初中

部组织开展“自分教学”实践与探

索，形成了语文“超本阅读”、数理化

“两种语言转换”、英语“情景记忆”

等学科特色自分课堂；在小学部融

科课程教学中，课堂更加注重学生

的合作、探究，课堂时间也由固定的

40 分钟变成了根据内容确定上课时

间；同时，学校还积极参与中国教科

院“信息技术赋能学科教学”项目的

研究和实施……

为落实“双减”政策要求，学校

还加强了对作业的管理和研究，自

主组织研发了“作业管家”管理系

统，通过该系统串联起教研组长、备

课组长、年级组长、课后服务教师、

家长等多方力量，从“备、审、控、评”

四个方面加强对学生作业的精准管

理。信息化的方式，让教师对学情

的把握更加精准，促进了有效学习

的发生。

多元评价，为每个孩子的个性发

展导航。学校若想高质量发展，需要

构建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要关注个

体差异，要“眼中有人”，要用发展的

眼光引导学生正向发展、个性发展。

基于课程体系，聚焦学生全面发

展，学校有针对性地建立了学业评价

系统。根据不同的课程，评价的方式

也是多种多样，包括测试评价、游园

评价、展演评价等。

根据学生的个性差异，学校坚持

多 把 尺 子 衡 量 ，形 成 了 以“ 校 园

NO.1”活动为主体，以各种比赛为补

充的特长评价，尊重学生差异，挖掘

学生潜能，让每个孩子都能体验到成

功的喜悦。目前，学校已开展两季

“校园 NO.1”挑战赛，涉及 40 多个挑

战项目，师生人人参与，创造了多个

山东乃至全国赛区纪录。

在行为评价方面，学校融合小红

花、星卡、校园币等评价办法，自主研

发了基于信息化的“钢娃争章”系统，

其中涉及5大类20种奖章，涵盖德智

体美劳各方面。评价过程中，发挥全

体教师的主体作用，不设计固定的评

价标准和过细的规定，侧重评价学生

的努力倾向，家长可以在手机端实时

查看评价情况，增加了评价的互动

性。评价结果不做刚性应用，形成了

良好的“争章”评价文化。

在我们看来，学校的多元评价应

该是帮助学生逐渐形成自我认知、调

控的过程，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甄别、

选拔，而是为了诊断、激励，实现从“对

人的评价”向“为了人的评价”转变。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高新区钢城

现代学校校长）

五项实践助推学校发展五项实践助推学校发展
治校方略

我的校长

丁校长今年 50 出头，戴着一副

眼镜，镜片后经常透出严厉的目光。

他不仅有点严厉，有时还特别抠门，

大家在背后都叫他“抠门校长”。

平时，丁校长对学校的一些小事

似乎特别关心。比如，哪个班级下了

早读课后灯还没关，他会吩咐学生关

掉；哪个学生扫地时把扫帚丢在了路

上，他会拾起来送到该班级；教师例

会上，他还多次强调，平时要注意节

俭，要爱护学校的一草一木……这些

话听得我们耳朵都起了“老茧”。可

是丁校长对这些事特别较真。一天

晚上10点多，我正准备休息，手机突

然响了，传来丁校长的声音：“喂，是

张老师吗？你办公室的灯还亮着，麻

烦你去关掉好吗？”

丁校长的家距离学校比较远，平

时就在学校食堂吃午饭。饭后，他总

爱转一转，看到一些学生不珍惜粮

食，把吃剩的饭菜随意乱倒，他会严

厉制止。有时学生忘记关水龙头，他

会不声不响地走过去悄悄关好。

还有一次，学校施工，工人用卡

车把砖头运来，可是缺少搬运的人

手。于是，丁校长把没有课的教师召

集起来，说：“咱们一起动手，不到一

个小时，砖头就可以全部堆放好了。”

当时正值初夏，太阳火辣辣的，

天闷得很。活还没干到一半，大伙就

渴得不行了。这时，有教师小声嘀咕

着：“干得这么辛苦，丁校长这回该招

待每人一瓶冰红茶了吧！”丁校长似

乎看出了大家的心思，活干完了，他

大手一挥：“大家快歇一歇吧，食堂师

傅烧的水马上就送来了。”一句话弄

得大家哭笑不得。

丁校长不仅对教师“抠”，对自己

也很“抠”。

就拿他骑的摩托车来说吧。现

在经济条件变好了，许多教师上班开

汽车，唯独丁校长依旧骑着一辆老式

摩托车，前后挡板和链条都生锈了，

他就找来机油擦一擦，看上去新了一

些。丁校长经常自豪地对我们说：

“这辆摩托车跟我很多年了，风里来

雨里去，感情深着呢！”

不过，丁校长对校园环境和教学

设施的投入，一点也不抠。相反，却

显得很大气。自从他当校长后，校园

的面貌悄悄发生了变化，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更是年年攀升。

为方便学生下自修回宿舍，教

学楼的两侧安装了高压氖灯；为方

便师生如厕，学校的东北角新建了

一座水冲式厕所；校园的中心大道

得到拓宽，道路两侧栽起了绿树；花

钱购买了新图书；新建了一间多功

能阶梯教室……

在许多人眼里，丁校长的行为似

乎让人费解，总觉得他“抠门”“小

气”。或许，我们能从他的这段话中

找到答案：“目前，学校周转资金还很

困难，我们要学会省小钱办大事，要

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我相信，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我们的学校会越

办越好。”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盐城市北蒋

实验学校）

省小钱办大事
□ 张国文

1928年夏天，北伐军首领蒋介石

气宇轩昂地进入古都北平城后，迅速

将目光瞄准了高等教育，于是清华学

校转由南京国民政府接管，正式更名

为清华大学。管辖权由原来的外交

部单独管辖变为外交部和大学院共

同管辖。1928年 6月，上级委派原清

华学校教务长梅贻琦“暂代校务”。

两个月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取得美国

公使同意后，正式任命罗家伦为清华

大学校长。

罗家伦执掌清华大学似乎是个

意外。

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不愿

舍弃清华这块肥肉，想继续接管清

华。但政府里有人不同意，才出现

了大学院与外交部共管的局面，而

大学院院长是蔡元培。王正廷面见

蔡元培，表明自己有校长人选，他以

为蔡元培会顺从己意。没想到，对

高等教育烛照洞明的蔡元培一口拒

绝，并且说，他已经有了人选，正是

在五四运动中叱咤风云的健将、自

己的得意门生罗家伦。

之所以说意外，因为当时罗家伦

只有32岁，年龄不够长，声望不够高，

学问不够大，最重要的是，清华传统

是清华人治清华，而罗家伦与清华没

有渊源，反对之声颇多。

暑假，罗家伦出现在清华园里，

来接收清华。他只带了一个秘书，几

可称单枪匹马。显然，他要在清华园

里组建自己的班子……

先要人。向司徒雷登要杨振声

和冯友兰，前者直接任教务长，后者

出任秘书长兼哲学系主任。除此之

外，中国文学系张煦，外国语文学系

艾克、常安尔，哲学系邓以蛰，物理学

系吴有训、萨本栋，化学系谢惠，生物

学系吴韫珍，地理学系翁文灏……汇

聚一堂，可谓一时之选。

9 月的秋风吹过清华园，罗家伦

在法国梧桐树叶泛黄飘落的季节终

于宣誓就职。校长第一次发言，往往

视作“执政纲领”，罗家伦发表了《学

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他正式特

别提出“学术独立”，要求“中国的学

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

位”。决定本年起招收女生，宣布“廉

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办

校方针，也称“四化政策”。所谓廉洁

化，就是要消除浮滥，做到财政公开，

受大家监督；所谓学术化，不分派别，

集中本国学者，延聘外国专家，与清

华师生共同研究，创造佳绩；所谓平

民化，要努力矫正过去师生的“享乐

主义”及被视为贵族学校的生活态

度；所谓纪律化，要推行军事管理，养

成有秩序、有组织的精神。

四化政策实施的成败时人对其

褒贬不一，轻者只是嘲讽，重者则冠

之以党化清华之嫌疑，两年清华校长

的经历，百年后依旧众说纷纭……

但教育史还给了罗家伦一次机

会，出任当时有“亚洲第一高等学府”

之称的中央大学校长。然而，他接掌

中央大学，可谓是“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间”。

在他之前，吴稚晖被任命为校

长，不就。由原校长张乃燕留任，经

费捉襟见肘，辞职。中山大学校长朱

家骅顶上，没多久，请辞，不准，再请

辞，终于获批。再任桂崇基，学生不

准，甫上任即辞职，再命东南大学副

校长任鸿隽出任校长，坚辞不就，还

有段锡朋与学生沟通不顺遭殴打受

伤，最后解散中央大学——最后的最

后，任命罗家伦出任校长，他也上书

恳辞，未准。

但不得不感叹，这样的大学校长，

谁人敢当啊？其实，当时风雨飘摇的

何止中央大学？而是泱泱华夏……

朱家骅一再以国家及民族学术

文化前途大义相劝，罗家伦退无可

退，1932 年 9 月抵达南京到校视事，

聘任孙本文为教务长，张广舆为总务

长，另聘请文学院院长汪东等人为甄

别考试委员。接着，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公布了教育部批准的8条学生甄

别实施办法。通过甄别考试，开除学

生 19 名，合格的学生于 10 月全部返

校，重新开始授课。

在全校大会上，罗家伦作了题为

“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这篇

演说，不仅在中央大学校史上关系重

大，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史上意义也

很重大。演说中，罗家伦陈述其出任

校长的远大抱负和治校方略，提出了

“诚朴雄伟”的校训，将大学的使命上

升到为国家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为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救亡图存的

高度。罗家伦又提出了“安定、充实、

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终于把中央大学

一步步从泥淖中拉出来，并推上巅峰。

3 年后，罗家伦大手一挥，圈地

8000 亩，势必要把中央大学打造成

“环境优美、格局轩昂的全国最大的

近代正式大学”。1937年新校址破土

动工，不料开工两月，卢沟桥的枪声

响起，未几，上海陷落，国都失守。

罗家伦的梦破灭了，中央大学

的蓝图也灰飞烟灭，仿佛一曲挽歌，

响彻每一个热爱教育的人心底，几

十年后依旧能引起阵阵哀痛。然

而，罗家伦就像护着自己的孩子那

样，把中央大学一路送到了重庆沙

坪坝，万卷图书，无数仪器，安然无

恙抵达重庆——罗家伦的梦并未陨

灭，他以足够的担当造就抗战中高

校内迁的“神话”。

终于，罗家伦十年呕心沥血，使得

中央大学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中央大

学，实现了脱胎换骨、涅槃重生，而中

央大学也给了罗家伦一生的荣耀……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罗家伦：十年心血铸辉煌

2010 年，我刚从北京回老家任校

长，发生过一件现在都记忆深刻的

事情。

学校之前每天都开晨会，老师们

的感受是“价值不大，流于形式”。于

是我们决定取消晨会，但中层干部又

担心教师不能自觉按时到岗。

不开晨会教师就不能按时到岗吗？

经过讨论，我们认为首先要相信

老师是向善的，是有素质的，不能一

味想着如何管住老师。教师的工作富

含创造性，激发教师的自主性和创造

性很重要，仅仅靠管是管不出自主和

创造的。经常用检查、督促的方式来

管理老师，他们可能因此会“只做你

检查的，不做你希望的”，那就得不偿

失了。

有干部还是担心，可能有五六个

人不能做到自觉。为了管住少数人，

让全体老师陪着，会增加所有人的负

担，管理成本太大。更重要的是，让所

有教师都觉得自己被“监管”着，会破

坏学校与教师之间的信任。

最后，我们在全体教师会上宣布：

取消晨会，不签到，学校相信每位老师

都是向上向善的，因为我们是教师，具

备必要的素养。

第一个月，没人迟到。后来，学校

也没有在考勤上出现问题。对于迟到

的教师，一一找其了解情况，说明原因

就是了。

随后，我们又取消了“推门听课”

制度，因为每位教师都希望将最好的

课堂展示给他人，谁也无法保证每节

课都精彩。所以我们用“预约课”“邀

请课”代替“推门听课”。

“预约课”是事先与老师商量和

约定好听课时间，让教师做好准备再

听课。“邀请课”提倡教师相互邀约听

研究课。所有的听课，不给分数，不

与绩效考核挂钩。评课的时候，既表

扬优点，也提出中肯意见和改进建

议。渐渐地，教师之间的相互听课就

多了起来。老师们还经常请领导听

课、上研究课。

在“不签到、不推门听课”的基础

上，老师们还自豪地告诉参访客人：我

们学校“不检查”。

其实，“不检查”说得不准确，应该

是研究的成分多，检查的成分少。比

如检查教师的作业批改情况，我们会

在教研组内交换查阅，找出他人批改

作业的优点，并将集体总结出来的经

验相互学习、相互分享、相互借鉴。这

样，说检查也检查了，但更多是用研究

和分享的方式，不断强化好的经验，使

其在组织内流通和传播。

“不签到”“不推门听课”和“不检

查”，被老师们戏称为学校的“三不”。

在这种氛围下，一年之后，学校师生的

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教

师，对学校的认同度大大增加，学校各

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后来，教育局要求各校做人事聘

任制度改革，目的是优胜劣汰，激发

教师的积极性。一时间，全区教师都

比较焦虑。我们经过深入讨论，在制

订方案时，针对 79 位教师，我们设置

了 80 个岗位。岗位数比教师人数还

多。我们想让教师认识到，不是要教

师下岗，而是要让人力资源得到更合

理的配置。教师的焦虑情绪因此减轻

不少。

以上所述案例，一般都会归因到

“尊重”和“信任”的因素上。但我们认

为，在尊重和信任之前，学校需要创造

安全的环境。“不签到”“不推门听课”

“不检查”，除了信任的要素之外，最基

础的应该是让教师有安全感。

我们在事关教师利益和感受的事

情上，首先会考虑教师的安全感。比

如绩效的分配方案，各方面教师参与

制订，最后必须 80%以上的教师通过；

再比如，在教师评价中，我们改变以往

评价个人的方式，而是将竞争引向外

部，实行班级、年级组和教研组团队捆

绑评价，大家互帮互助的氛围一下子

就上来了；特别是在教育教学改革中，

那些积极尝试的教师，绝不会因为变

革遇到挫折和失败而轻易遭受责难，

这样大家就勇于尝试了。

在学校管理中，我们认为，安全感

和信任是相辅相成的。有安全感，教

师才会大胆尝试变革。有信任，教师

才能从人际关系中获得能量。

安全感和信任，比畏惧更能让组

织变强。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创新实验

学校校长）

教育家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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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胜

睿见

□ 匡双林

罗家伦（1897—1969），中

国近代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和

社会活动家，五四运动学生领

袖和命名者，曾任清华大学校

长，后任中央大学校长，提出

的校训“诚朴雄伟”沿用至

今。抗战爆发后，主持中央大

学内迁重庆。十年校长任期，

创造了中央大学的辉煌。

□ 冯元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