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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萍

刘萍治校漫谈⑥

过去外出参观，每当看到有些学

校会议室里张贴的长远规划，还有追

求诸多“一流”的办学理念，我总感到

自卑得很。因为我无法预测 10 年、

20 年后无为中学会走到哪一步。面

对众多的不确定性，我实在没勇气提

出那些气吞山河、激动人心的口号。

我唯一一次说出的豪言壮语，是在校

长任职大会上，我说在我的任期内，

一定要让无为中学的办学水平上一

个台阶。这个台阶有多大？只能寄

希望于我们每一年、每一天、每一堂

课的努力。

无为中学“出身”贫寒。应该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在省内没有

丝毫存在感，本地生源大量外流。后

来学校实现了“逆袭”，并且在很多县

中开始“塌陷”的大背景下，一直保持

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就是因为学校把

所有的教育话语都变成了踏实的行动

和不懈的追求。

人 们 常 说 校 长 是 一 校 之 魂 ，但

“魂”一定要附“体”，这个“体”就是学

校常规的教育教学工作。只有把每一

天的工作都做好了，学生每一天的进

步才可期待。

当学校管理的重心全部下沉到班

级和课堂时，我们也就能准确掌握

“教”和“学”两方面的情况，即使有一

个教师迟到，一个学生缺课，信息也会

直达校长室。当学校对备、教、批、辅、

考、研每一个环节都能进行全过程的

跟踪时，才会设法不断完善、提高，最

后出错的可能性也就很小。

学校工作需要创新，更要有章可

循。学校建章立制的过程，也是一个

校长寻求合作的过程。管理不是让教

师服从校长，而是要服从学校发展这

个大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所开展的一

切，任何人不能例外。

在期初、期中、期末的教学检查

中，无为中学每个干部都必须将自己

的备课笔记和批改的作业交给教研组

长检查、签字。教学工作的安排，干部

也不会有任何特权，所有任课老师一

律接受聘任，干部也不例外。记得

2007 年秋季开学，我的名字出现在新

高一教师待聘名单内，当时我已担任

副校长数年，行政事务很多，很担心被

班主任们“抛弃”。结果一位名班主任

把我聘去了，我感觉受到重用，立即表

示要好好干，服从她的管理。

教学管理的极致往往是较真、死

磕，不能讲情面，不能“下不为例”。有

一年期中考试，一位教师在为非高考

科目命题时敷衍了事，很多题目选自

一本资料，令考试信度大打折扣。对

无为中学来讲，这是一起教学责任事

故。在行政会上，分管干部首先揽责，

检讨自己把关不严，但不主张对这位

教师惩罚过重，担心影响他工作，因为

这是一位很有名气的教师。我说，学

校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态度含糊，以后

类似的问题会不断出现。

最终，这位命题教师在全校教职

工大会受到严厉批评，神情沮丧，我心

里也很不是滋味。过了一段时间，我

请他到办公室来谈一谈，谁知我刚开

口，他就诚恳地说：“刘校长，您别说

了。您坐在这个位置上，只有这么做，

要不然这么大的学校怎么管得好？”这

就是一所学校的风气和文化，校长和

教师目标一致，心心相印。

对学生的教育尤其需要“想大问

题，做小事情”，不能热衷于造势和吸

引眼球。比如心理健康教育，学者蒋

勋先生就认为，学校心理辅导室的牌

子是空设的，大多学生不会无端跑去

做心灵的告解，教师平常就要想法走

进学生的内心，去发现他们，引导他

们。我们曾经在冬天到来时，开展“吃

好早餐不迟到”活动。有人认为小题

大做，其实“吃好早餐”是对学生的身

体负责，“不迟到”是培养学生的纪律

意识，而两者都要做到，则要求学生有

坚强的意志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还

有，几天运动会后，我们3000多人的学

校，运动场上没有丢下一片废纸，这不

就是素质教育的成果？

作家迟子建在小说《采浆果的人》

中塑造了一对智障兄妹形象，他们将

春种秋收视为生活的最高原则。当有

人在秋天来收购野生浆果时，这对兄

妹没有和大家一样跑到森林河谷里采

浆果，而是埋头将萝卜、土豆、白菜等

一样样收回家。后来大雪突袭，其他

人家一年的收获全部被冰封在地下。

育人的工作像春耕秋收一样，其中的

规律是根“缜密坚实的绳子”，要想不

被那些化成“锐利无比的舌头”的“浆

果”生生咬断，需要保持定力，抵制

诱惑。

因为埋头耕作，无为中学曾经有

不少工作没有跟上形势，落在别人后

面。但是，当大家都意识到常规的重

要性，并开始掉转方向时，我们又成了

走在队伍前面的人。

（作者系安徽省无为市政协副主

席、无为中学原校长）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育人的工作像春耕秋收一

样，其中的规律是根“缜密坚实

的绳子”，要想不被那些化成“锐

利无比的舌头”的“浆果”生生咬

断，需要保持定力，抵制诱惑。

□ 叶 微

校长观察

点滴之爱化解教育重负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小学

南校区是一所年轻的学校，成立只有9

年。学校教师团队中多数是年轻老

师，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他们自己在

父母面前还是孩子，但已经学会把学

生当作自己的弟弟妹妹甚至自己的孩

子一样去爱。

陶行知先生曾说：“爱是一种伟大

的力量，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教育的最

有效手段，就是“爱的教育”。9年来，年

轻的老师们用自己对学生诚挚的点点

滴滴的爱，不断滋润着学生的心灵。

朵朵“伞花”开心间

建校第二年春游，返程前忽遇暴

雨，当家长忧心孩子怎么回来时，学校

决定由教师“为孩子撑伞”。

于是，全体教师总动员，想方设法

找到雨伞，为孩子从场馆到大巴的沿

路开辟了一条“伞道”。

孩子们没有淋雨，老师们却任由

雨水滴落在自己的身上。

“爱是可以传递的”，当远在校外的

家长得知“爱心伞”之后，他们也自发到

达学校，用手中的雨伞搭建起一座“五

彩桥”，方便孩子和教师步入教室。

孩子们在爱的守护中自由穿行，

他们爽朗的笑声胜过灿烂的阳光。

一封用拼音写的感谢信

2021 年 11 月 8 日，刚入职的徐老

师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感谢信。信里用

拼音真诚地表达了一名入小学才两个

月的孩子对老师的感激：“徐老师，您

好。我要感谢您对我的爱心和陪伴。”

一共18个音节，错了8个。

一问，才知道这是一个有阅读障

碍的孩子。入学前，孩子妈妈就如实

告知校方情况，我们商量后决定把孩

子放在徐老师班上，并相应减少班级

人数，德育中心定点帮扶，家校配合，

帮助孩子和班级的“融合”。

入学两个月，孩子和家长都感受到

老师的爱护和小伙伴的爱心，所以才写

下这封错字连连但饱含真情的感谢

信。收到信后，徐老师认真地给他回了

信，还贴心地给每个字标注上拼音：“能

够陪伴你是我的荣幸。徐老师知道你

一直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小学生，相信

你会越来越棒的！我们一起加油！”

“硝烟”里开出美丽的花

“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美丽的花”，

只是品种不同，花期不一。每个孩子

都是独特的个体，比如接下来要讲的

这个故事里的“坦克”，人如其名，这个

孩子真的是攻击性惊人，走到哪里，哪

里就会燃起“硝烟”。一入学，坦克就

展示了他与众不同之处——他总是把

四周搞得一片狼藉，脾气火爆，跟别人

一言不合就开打……常常搅得课堂无

法正常进行。

面对这样的孩子怎么教育？

班主任于老师是一位数学老师，

第一次做班主任，也是第一次面对这

样个性的孩子，但于老师从未想过“拒

绝”，而是正面思考“我该怎么办”。从

积极与家长沟通，了解症结所在，到联

合所有学科教师降低对坦克的学习要

求，着重关注他行为习惯的训练，用

“行为积分卡”换取他心心念念的“小

金鱼”，更发挥班集体作用，让全班同

学关心帮助坦克的成长。三年过去

了，现在的坦克虽然偶尔还是会无意

识发火，但他大部分时间已经可以融

入集体，与同学和平相处，有自己的好

朋友，越来越像一名小学生了。

回忆与坦克“交战”的过程，于老师

曾感慨：孩子教给我的远比我教给他们

的多得多，在这个有爱的集体里，我能

够充分感受到坦克受到的关心与照顾，

孩子们不仅学会爱，而且用各种方式表

达爱。坦克的存在为培养班上其他孩

子的助人和利他意识提供了资源，“善”

与“爱”在班级中悄然生长。我相信，这

些和特殊儿童一起学习生活过的学生，

将会更加懂得尊重和包容。

“我选对了”

2020 年的一天，一名家长敲开了

校长室的门，很真诚地跟我说：“校长，

我想和您说件事。”

她的原话是这样的：校长，我觉得

我选对了学校，选对了老师。感谢南

校的悉心陪伴，让我的孩子能够快乐

成长。你知道吗，我的孩子在幼儿园

的三年没有说过一句话。医生诊断他

是自闭症。到了咱们南校，老师给了

他满满的爱心，足足的耐心，用更多

的时间用心去陪伴他。更重要的是，

老师的态度也影响着同学。孩子在这

里的四年，从来没有被同学排斥过，

得到了同学们的理解和帮助。原本我

对这所年轻学校有很多担忧，怕老师

没有经验、没有耐心，怕我的孩子会

害怕、会胆怯……今天，我想说我错

了。我为我的选择而感到幸运。

其实，这位家长也十分了不起，为

了照顾孩子，她把自己运作很好的公

司关掉，全身心地陪伴孩子。后来，孩

子有好转后，她开了一间教育类机

构。暑假她还带着孩子到美国参加了

一个夏令营，来自世界各国的孩子在

一个营里。结果，她的孩子适应能力

特别好。孩子从不说话到喜爱老师，

喜爱学校，能够正常参加各类活动，性

格的转变也带来了其他方面不同程度

的提高。目前，这名学生已经上五年

级了，语数外三门功课都达到了良好

水平。我想，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情。爱的教育改变了一个家庭。

“我送你的礼物，喜欢吗”

我的办公室位于教学楼四楼，两边

都是教室，是孩子们来来回回的必经之

地。常有孩子敲开办公室门，只为告诉

我今天的午餐肉圆很合口味，或是可以

增加某一菜品的次数；也有向我提出合

理意见，如“炸鸡当天，适当增

加添菜点位”；偶有孩子向我

“举报”：班上某个孩子不听老

师劝告，肆意妄为；更有甚者，期

末考试前特意到我门口“拜一

拜”，保佑考试顺利。对于这些，我

从来不干涉，我喜欢孩子们畅所欲言，

与我分享喜怒哀乐。

四楼的孩子们还喜欢送我礼物

——把劳技课、美术课的小制作送给

我，甚至送亲手做的食物。有一次恰

逢英语课，主题为“salad”，那几天，我的

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类沙拉。

有一个男孩子，几乎每个月都会送

我礼物——手工花瓶、黏土玩偶，甚至镶

嵌着自己照片的相框。每次送礼物，还

会检查以往送的礼物我放在哪儿了。为

此，我专门收拾了一层置物架放置孩子

的礼物。男孩母亲有一次在校门口对我

说：“叶校长，真是不好意思，孩子整天去

打扰您。昨天在家里又剪纸说是要送给

您。我严厉批评了他。”我对这位家长

说：“下次别干涉他。没关系，孩子能来

我这儿，说明我给了他足够的安全感，有

人愿意接受他的心意，有人愿意听他说

话，对他来说是件好事啊。”说到这里，你

们应该猜出，这个孩子是一名特殊儿童，

是的，他是一个“星星的孩子”。

其实，在任何一所学校都有一些

“特立独行”的儿童，但他们不是包

袱。偏见往往会使我们负重前行，唯

有坦然接受，主动出击，才能让孩子和

自己打开心扉，爱与智慧永远是解决

一切问题最核心的答案。我们除了默

默承担这些压力之外，还要学会如何

正面思考，这样才不会在育人这条路

上越走越累。

“努力就一定会有很好
的结果吗”

这个问题是一位四年级孩子询问

数学组王老师的。数学组让每个孩子做

一本“错题本”，为的是让孩子从小养成

整理、回顾和反思的学习习惯。渐渐地，

错题本不再仅限于收集记录“错误”，还

成了师生对话的“秘密基地”。孩子把自

己在学习和生活中的烦恼一吐为快，数

学老师则成了他们的“心灵导师”，在一

问一答之间，为学生排忧解难。

问：“为什么有时想让成绩好，也

‘努力’了，但是成绩一直不理想呢？”

答：如果真正努力了，成绩不会一

直不理想的。反之，如果成绩永远数

一数二，那学习多无趣啊，你争我赶，

这样才好。

问：“‘努力’，到底指什么？”

答：如果你回望这段时间的学习，你

喜欢、欣赏这样的自己，甚至你能为自己

感到骄傲，这样的“努力”就是最棒的。

问：“学习真的没有捷径吗？只能

‘一步一步’前进吗？”

答：学习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前面

一步走稳了，后面才有可能走得更稳更

轻松。现在的你，能做的就是“努力”。

“谢谢老师。”

“我和老师一起看电影啦”

新城南校的每一位老师都有吸引

孩子的绝活——有的风趣幽默，有的

和蔼可亲，有的活泼可爱，有的儒雅睿

智。除了以教学手法和人格魅力吸引

孩子外，必要的“奖励”也是需要的。

然而，奖励不能仅限于物质层面，

对于年纪渐长、视野开拓的学生而言，

“富有挑战性”“意料之外”“情感关怀”

一类的奖励更得人心。于是“奖励盲

盒”应运而生。

“盲盒”是当下的流行物品，孩子们

更是爱不释手。盲盒里有什么呢？有

物质奖励——一本书、一支笔……更有

精神奖励——做一日班主任、自由选择

一次同桌……即使是物质奖励，也有

“限定版”——老师亲手制作的蛋糕、饼

干、小饰物等，更有“和喜欢的老师一起

看电影”这样的惊喜，让每一次“奖励”

真正成为孩子们前进的动力。

当然，有“惊喜”也会有“失望”，有

的老师会在“奖励盲盒”里设置“轮

空”，让孩子满心期待后却“空欢喜”一

场。这样的安排也和学校的“挫折”教

育相关——培养“勇毅笃行”的少年，

虽然会被“努力”辜负，但唯有“努力”

才能迎接下一次机会的来临。

在这个校园里，有伤病的孩子，自

然会有老师主动上前背上背下，柔弱

的女老师，强壮的男老师，甚至忙碌的

校长在此刻也会放下手中的事情，他

们的臂膀和微笑，让孩子忘记了疼

痛。哪个孩子鞋带松了，会有老师主

动弯腰帮助系好。这样的习惯孩子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后来，在南校，低

年级的孩子有需要的时候，高年级的

大哥哥大姐姐都会主动上前帮忙。这

就是爱的延续，心与心的传递。

天冷了，老师买来润肤霜放在教室

供孩子使用；天热了，老师买来西瓜，给

孩子消暑；新年、六一儿童节，老师自制

小礼物送给孩子；为了孩子的安全，在

每一个墙角贴上防撞条，为每张课桌椅

脚上钉上橡胶垫；每天放学后，老师义

务为孩子提供辅导；晚上，老师在班级

群与家长交流，答疑解惑……在南校，

老师、家长、孩子齐心协力，与心中的教

育距离越来越近。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新城小学南校区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