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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13日 11版教育家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什么在影响乡村教师
工作满意度

中国教科院副研究员武向荣在

《教育与经济》上撰文指出，近年来，

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教师队伍建设，

城乡教师差距不断缩小，乡村教师

工作满意度不断上升。但是，乡村

教师工作满意度提升空间依然很

大。研究结果显示，乡村教师总体

工作满意度指数得分低于城区、镇

区教师，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总体

工作满意度得分尤其低。

研究发现，乡村教师政府保障

指数得分较低，而政府保障为影响

乡村教师工作满意度的首要因素。

当乡村教师月收入达到 5000 元以

上时，影响满意度的首要因素即由

政府保障转变为学校管理。研究还

发现，学校管理为影响城市教师工

作满意度的首要因素，但对于乡村

教师而言，处于次要位置。这补充

了当前研究的不足，即较多学者认

为学校管理为影响教师工作满意度

的主要因素，往往忽略了城、乡教师

工作满意度影响因素的差异性。

大部分乡村教师政府保障维度

的指标项，即社会尊重、民主渠道、

职称制度、安全责任，落在优先改进

区。表明乡村教师对这些方面的工

作很重视，但满意度不高。在这些

因素中，乡村教师尤其看重职称制

度的合理性。比较而言，学校管理

维度的指标项全部位于优势区，如

工作愉快、考核评价、才能发挥等，

表明乡村教师重视这些方面，而且

满意度较高。其中，工作愉快对其

满意度影响最大。

好校长应具备的素养
江苏省如东县教体局局长姜宁

兵在《中小学校长》上撰文指出，一

位好校长，应具备以下基本素养。

一是要有想法。校长要把自己

的教育理念清楚地传递给教师、学

生和家长，不管是远大的还是具体

的，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校长“有想

法”要建立在对学校发展脉络的认

识和历史研判、对教育活动的理性

认识和深层透视之上。

二是要有办法。好校长要善于

把好思想、好想法真正“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如果只有想法没办法，那

只是纸上谈兵、只说不做、画饼充饥。

三是要有章法。所谓章法，就

是用制度管人管事。科学的制度建

立在对学校实际的准确研判基础之

上，是对学校原有规则制度的修订

与完善。当然，制度也不是冰冷的，

要有温度和温情。

四是要有说法。有说法，一要

提炼办学理念，即寻求学校发展的

底蕴、精神和脉络，最大程度地凝聚

向心力、提高发展力；二要善于总

结，总结是一个对工作整理、提炼的

过程，也是一个思想转变、成熟的过

程，还是一个成果形成传播的过程。

五是要有活法。好校长要工

作、生活两不误，做到“工作出彩，生

活幸福”。经常听到有人说：“做校

长苦、做校长累，顾不了家。”究其原

因，是校长的工作方法、路径还有待

优化，学识、视野还有待拓展。好校

长工作既重在引领、率先垂范，又重

在统筹兼顾、重点突出。

（崔斌斌 辑）

1904年，长沙。

此时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但许

多男人的那根辫子依旧耷拉在后背

上。一位 21 岁的年轻人，头理短发，

身穿西装，脚着革履，在一群老气横秋

的“长辫子”和“长袍马褂”中间显得神

采奕奕。围观者指指点点，窃窃私语，

他们惊诧的目光里也隐约流露出少许

羡慕与嫉妒……

这个后生名叫朱剑凡。其实围观

者不太懂，朱剑凡最大的改变不是外

在，而是他的内心。两年前他负笈东

瀛，本欲投身军旅，可惜视力不过关，

错失了日本的士官学校，于是转投日

本弘文学院师范科。因此，中国历史

上少了一位知名将军，却多了一位开

湖湘女学先河的教育家。

在弘文学院，朱剑凡结交了一大

批师友，日后他们成为湖南新式教育

的先驱。其中有创办明德中学的胡

元倓、创办楚怡工业学校的陈润霖、

创办宁乡速成师范的周震鳞以及为

国育才的杨昌济。与这样一群人为

伍，每日所谈皆是家国大事，所想皆

为民族未来。朱剑凡在写给妻子魏

湘若的信中说：“人生的意义，我这才

逐渐洞见……”

回国后的朱剑凡，在宁乡速成师

范教了一年书，比他年长6岁的徐特立

成为他的学生。这一年，朱剑凡深感教

育的缺失是中国女性的一大悲剧。于

是，在与周震鳞、杨昌济商量后，便着手

创办一所女子学堂。1905年5月1日，

朱剑凡正式创办了“周氏家塾”（祖上为

避难曾改姓周），这一天是他 22 岁生

日，也是长沙教育史值得铭记的日子。

后来，朱剑凡以“得圣人之化者，谓之周

南”命名家塾为“周南女中”。不知道那

一天朱剑凡是否有收到属于他自己的

生日礼物，但周南女中是他送给千万长

沙人最好的礼物。

周氏家塾正式挂牌成立了，可一

开始就遇到了麻烦。首先是生源，报

名的学生并不多。其次是财源，牌子

好挂钱难筹。再次是师源，好在朱剑

凡有一帮朋友。周震鳞来教地理，陈

润霖教教育，徐特立教师范兼任小学

部主事，夫人魏湘若也临堂执鞭，只为

启蒙后来者。

但朱剑凡要面对的最大困境莫过

于社会舆论。西装革履可以不顾他人

指指点点，但开家塾、招女生就不能不

顾忌。何况朱剑凡教授的是新学，与

官府提倡的四书五经等完全不同，要

知道，清廷开放女学的通知要等两年

半以后才下达到全国。

朱剑凡有办法。在每人的书桌上

摆上一套四书五经。官府来查则是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的琅琅书

声。男师教女生，也有办法。皇太后

垂帘听政，朱剑凡则垂帘教徒：每逢男

教师上课，则挂一道帘子，以防悠悠

之口。

除了社会舆论，还有钱的问题。

好在魏湘若出身名门，将珍藏的嫁奁

11 万银元悉数交出，支持夫君办学。

周南女中，从一开始就有特属于女性

的炽热与温柔，这仿佛是她绵延不绝

的无形资产……

一年多后，朱剑凡将家族的园林

“蜕园”变为师生宿舍。同时，朱家田

产、果园、树林都变成了一笔笔银子，

然后换成课桌、讲台、黑板、仪器……

钱有了，学生也逐渐多了起来，但

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学生多起

来，教师就少了。全凭自己的人脉显

然行不通，亟须面向社会选聘教师。

朱剑凡聘请教师，任人唯贤，看中的人

才绝不轻易放过。除徐特立、周震鳞

外，一代国学大师杨树达也曾执鞭周

南，还有陈章甫、唐梅村等人。

周南女中在国文、数学、物理、化

学等基础课外，还开设了缝纫、刺绣

等课程，但相关教师更不好找。听闻

有一位尼姑工于刺绣，朱剑凡登门拜

访，聘其为刺绣教师。又打听到浙江

有一位英语教师学问深厚，朱剑凡也

登门拜访，对方以山高水远为由拒

绝，谁知朱剑凡扑通一声跪下，只为

求得良师。

这一跪，朱剑凡的背影也在地上

扎了根，镌刻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样

的校长，师生岂能辜负？

犹记得，15 年前一部名为《恰同

学少年》的电视剧热播，最后一集介

绍剧中女性人物时说：“杨开慧……

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向警

予……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

中央委员……”“陶斯咏，长期致力于

中国妇女教育，成为著名教育家……”

“蔡畅，职业革命家，长期担任党和国

家领导职务……”这几位杰出女性，全

部就读过周南女中。而这个名单，还

可以开得更长：著名作家丁玲、法学家

钟期荣、教育家劳君展……

周南女中成全了她们，她们也成

全了周南女中，学生、学校两不负。朱

剑凡不在了，周南女中还在，就如那首

传唱了几十年的校歌一样，他们都在

历史的时空里回响：

地处长沙，山环水重深深锁。

女校修明，应推先进周南我。

毁家兴学，蒙难开基，造出文明母。

到如今三湘七泽有蜚声，郁郁莘

莘，芬芬馥馥如花朵。

同学们尽心学业，尽心学业，发皇

我历史之光荣。

效忠祖国，效忠祖国，永护着光

荣果。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教育家影像

办学22年来，河南省新安县新城实

验学校一直坚持文化立校、科研兴教，将

“雅和”作为核心理念，促进师生的幸福

成长与学校的持续发展。

典雅和美的环境文化，让学校诗

一般雅致、家一样温馨。校园环境是

可以育人的。学校的校徽是从校园

环境中抽象出来的，将山和水作为主

要元素，寓意“教育学生做人既要像

山一样伟岸坚定，又要像水一样包容

万物”。校园里设置的“迷宫”，可以

让学生在游戏中训练思维的同时也

明白——迷宫的出口不止一个，人生

的道路也不止一条，只要用心，总能找

到出路。校园里的“山水读书吧”是学

生最喜欢的去处之一……

儒雅和睦的教师文化，让教师的

成长丈量学校的发展。学校在教师专

业化成长方面提出了读思研一体化方

案，即读书、反思、研究课题。70 多位

教师有自己的随笔集，40 余位教师参

与了各种版本的《教材详解》编写，并

面向全国出版发行。学校 10 多项课

题被立项为省级以上重点课题并结

题。教师王辉锋积极探索儿童诗教

学，目前已有 150 余名学生的儿童诗

在全国比赛中获奖并在国家级报刊发

表，为学校赢得了“全国中小学诗意

校园”称号。

文雅和乐的学生文化，让每位学

生都能活出个性与精彩。成人比成长

重要，成长比成绩重要。“让阅读成为

习惯，让关爱成为素养，让礼貌成为名

片”是学校“雅和少年”的衡量标准。

学校提出“六好”标准，即“读好书，写

好字，做好操，扫好地，唱好歌，做好

人”；培养四种习惯，即优雅言行举举

手、爱护校容弯弯腰、礼让有序排排

队、课间游戏有秩序。

慧雅和畅的课堂文化，让课堂变革

助推学生自主。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

学生自己学会学习，拥有终身学习的本

领。2013年以来，学校创生了“问题·卓

雅QIP学本课堂”模式。学校构建新型

小组合作学习机制，将学习过程变成伙

伴间的思想碰撞。学生站起来讨论，走

上讲台表达，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该

实验被评为全国教育改革创新优秀案

例，学校被评为“全国学本教育联盟示

范校”。

博雅和融的课程文化，为学生提供

适合的教育。学校大胆进行课程改革，

创生出艺术与表现、体育与健康、科学

与创新、礼仪与交往、生活与审美五大

领域60余门课程，紫砂、腰鼓、3D科技、

思维导图等项目异彩纷呈。“双减”背景

下，学校改变评价方式，注重过程评价，

对学生的发展进行全方位测评，让他们

收获成功与幸福。学校腰鼓队受邀赴

国外演出交流，学生创意节目还登上了

央视少儿频道。

文雅和顺的管理文化，用爱和欣赏

润泽师生，激发自我价值。学校提出“雅

环境，和管理”的管理文化，“和管理”以

人的幸福需求为本，关注师生的生活、心

理需求，用真情温暖人心，增强学校凝聚

力。学校还请专家为师生进行心理辅

导，开办师生阳光心理浴场，并开展多样

的师生团队训练活动。教师节，学校为

教师送上鲜花表达祝福；老人节，学生给

爷爷奶奶捶背；“雅和时光”，师生练“八

段锦”、跳健身操。

高雅和谐的精神文化，让师生一起

幸福成长。多年来，学校以“典雅环境、

博雅教师、文雅学生、慧雅课堂、和雅制

度、高雅追求”的文化影响着师生的精

神世界。学校请形象设计师讲解化妆

着装技巧，让教师美起来；请专家作讲

座，让教师底蕴厚起来；“雅和时光”的

“晒幸福”，晒出教师的职业自豪与尊

严，晒出归属感、认同感与成就感。

如今在新城实验学校，“雅和文

化”成为提升学校品位与品质的源头

活水。校长王传锋表示，将继续努力

把学校打造成美丽多彩的花园、活泼

向上的乐园、师生成长的家园和文明

和谐的花园。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安县新城实

验学校，本文系课题研究成果，课题名

称《雅和文化建设助力师生成长和学校

发展的行动研究》，编号 2020-yxpq-

xa-001；课题名称《大阅读，提升师生同

读共写能力的行动研究》，编号 2020-

yxpq-xa-004；课题名称《缔造完美教室

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形成的探索与研

究》，编号2020-yxpq-xa-013）

在在““雅和文化雅和文化””中幸福成长中幸福成长
□ 仝俊峰 游宏雅 拓丹丹

家庭在左，学校在右，二者是孩子

健康、快乐成长的双翼。而在乡村，家

庭教育往往比较薄弱。乡村学校如何

加强家校共育？最近几年，我以一个

高音喇叭、一条电话线、一些家教文章

为载体，做了一些尝试。

乡村里，高音喇叭响起来。阳光

明媚的上午，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泽

头镇西程格村的高音喇叭响了起来，

村委委员王月长洪亮的声音响遍全

村：“咱村于国建的外孙常佳怡在学校

念书各方面真是优秀啊，泽头中学校

长来给你送喜报啦，听到广播，上村委

这儿来……”接过我和班主任送来的

大红喜报，在层层围拢的村民羡慕的

眼光与啧啧的称赞中，于国建激动得

说不出话来。

有村民说：“校长给咱们村的孩子

送喜报，这是咱们村的骄傲，有这样把

工作做到心坎上的学校和老师，我们

放心、满意。”

原来，常佳怡因勤奋努力、积极向

上，被评为学校“诚信美少年”。泽头

中学信用理事会研究决定，给予她信

用积分 5分的精神奖励。如何消费这

信用积分？常佳怡特意向学校申请，

用喜报的方式让含辛茹苦抚养她的姥

爷能获得慰藉。而改变以往直接把喜

报发给学生或家长的形式，变成大张

旗鼓送到村委，再通过高音喇叭广而

告之的方式，则是学校别出心裁的人

文设计。

高音喇叭里，村民听到的是孩子

的优异表现和进步，看到的是学校对孩

子的殷切希望和深情关爱，感受到的是

学校与家庭、社区架起的一座心桥。

家长生日，校长打来祝福电话。

寒假的一天早晨，有家长接到一个陌

生但热情的电话：“您好！您是赛迦南

同学的妈妈吗？我是泽头中学校长鞠

雪飞，受迦南委托，祝您今天生日快

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家长惊讶到声音有些颤抖，显然

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啊？我生日……

校长，谢谢你！”

“不用客气。迦南非常懂事，有次

在作文中表示，她很理解您在外打工

的辛苦和不易，为曾经跟您顶嘴而后

悔。她在学校表现很积极，篮球打得

很棒，作业总是写得工工整整，这次期

末考试又进步了 5 名。您培养得真

好，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

“不不不，是学校教育得好。真不

好意思，您还亲自打电话过来。谢谢，

谢谢。”

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生日祝

福。几个月前，赛迦南利用在校内乐耕

园劳动实践获得的5分信用积分，向学

校提出申请：妈妈过生日时，校长通过

电话送去祝福并讲讲她在学校的表现。

我认真地记在了手机的待办清单

里，设置了当天的提醒闹钟，掌握了学

生的成长信息，把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这样用信用积分兑换的奖励清

单，学校列出了4大类14小类，包括感

恩祝福，为同学或老师点歌送去生日祝

福；成长助力，期末考试发挥失常时，可

以申请兑换1到5分的学科加分；自选

项目，根据个人需求，自主申报兑换项

目，由学校议定分数，再进行兑换。

100天，与家长一起读写。去年

11月15日，一个平凡但又不普通的日

子，学校举行“家长读书百日行”启动

大会，家长在孩子的见证下，开启了

100天的读写之旅。

让家长与孩子坐在一起，是想让

家长为孩子亲身示范——为人父母的

我，忙忙碌碌的我，也要像一棵树一

样，执着地向上生长。也让一直受家

长呵护的孩子，站起身来，微笑着平等

地对父母说，您天天督促我学习，现在

轮到您了。每天阅读家教文章，每天

写 100 字的读后感，您能做到吗？21

天形成好习惯，90天稳定好习惯，代表

圆满的100天，您能坚持下来吗？

我当众承诺：作为校长，我与大家

一起参加此项活动。佳作共欣赏，作

业同借鉴，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100 天，短暂而漫长，我与家长一

起冲到了终点，又将终点升级为新的

起点。在日更一文积累的 8 万余字

里，我真实地再现学校日常，热情地描

摹活力师生，用文字打开校园大门，让

家长看到耀眼光明，闻到满园馨香。

家长也在百日阅读与写作中，重塑了

自我，提升了素养。

对于乡村校长来说，家校关系其

实并不复杂。你眼里有学生和家长，

他们眼里就有你；你心里信任学生和

家长，他们也就信任你。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文登区泽

头中学校长）

家校沟通二三事家校沟通二三事
□ 鞠雪飞

教育与美好生活

朱剑凡朱剑凡：：开湖湘女学先河开湖湘女学先河
□ 匡双林

治校方略

朱剑凡（1883—1932），湖南长沙人，中国近

代著名革命教育家，1905年毁家兴学，以私

家园林“蜕园”改办周南女中。他倡导民

主革命，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用民主和

科学的思想培育学生。毛泽东评价他

为“很有骨气的人”。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