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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教 育育 家家 周刊

创
··
变

“读书广场”的故事
□ 李丹阳

叶圣陶说，教育像农业一样。农

业是怎样的呢？辛勤耕作，播撒种子，

细心呵护，浇水施肥，然后静静守望，

丰收自来。我们必须追问的一个问题

是：我们希望怎样丰收自来？或者说

我们期待怎样的教育？

看见学生

记得一次和学生聊“你们为什么

不喜欢上学”，学生说其实不是不喜欢

上学，他们抵触的往往是学习方式。

学习一定是学生自我构建、自我生成

的过程，否则任何外在的努力都是低

效、无效甚至是负效的。

我们学校从2011年开始全面推进

“以生为本”的高效课堂系列改革，提

出要把课堂还给学生，把表达的自由

交给学生，把探究的空间留给学生，把

质疑的权利让给学生。

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目标展开质

疑、研究，课堂中允许发问，允许争论，

允许学生挑战教师的权威，甚至允许

学生试错、犯错。

“以生为本”的课堂通过“我的目

标”激发“我的质疑”，利用“我的资源”

思辨“我的探究”，共享“我的表达”解

决“我的存疑”。

教是为了学，教永远只是手段，学

才是目的，我们不能以教代学，而要为

学而教，不能错把手段当目的。课堂

上最努力的应该是学生，不应该是教

师。教师的作用就是创设足够的情

境，提供足够的工具和资源，做课堂的

守望者、倾听者、观察者与促进者，做

学习兴趣的激发者和深度思维的引导

者，做能力和素养天花板的突破者。

看见爱与尊重

有人说“教育最大的悲剧就是一

切皆目标，教育最根本的幸福就是一

切皆过程”。教育最大的困难在哪

里？拿起简单的学科教材，面对复杂

的生命成长。

入职之初，听一位老教师讲过这

样一个故事。班上有个男生抽烟，一

直戒不掉。一天，他在校门口等到这

位男生，从男生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

出一支后还给他，说：“今天你就抽 19

支。”第二天，老教师抽出两支还给他

说：“明天17支……19天后就只有1支

了。我相信你能戒掉。”

故事说到这里，有人会问：“男生

最后戒烟了吗？”还有人会问：“这样的

教育方法合适吗？学生会听他的话

吗？”说实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

的时候也是这样想的，不理解甚至不

赞同老教师的做法。

十几年后我才慢慢读懂他的用

心。其实，学生是否戒了烟这个结果

并不重要，他要传递的是爱、是信任、

是尊重，这是教育的智慧，也是教育的

初心。

我们要用爱、信任、尊重去对待每

一个学生，并为其创造成功的机会，我

们追求的不仅仅是分数，更要着力于

心灵的丰富和人格的丰满。

看见学校与自己

教育的本质就是提高生命的质

量，提升生命的价值。在学校，师生只

有真正被看见、被听见、被尊重，才能

真正被赋能、被唤醒、被激发，才能够

获得共同的发展。

《窗边的小豆豆》里的小林校长每

次见到小豆豆都会说“你真是个好孩

子”。这样一句普通的话，却给予小豆

豆真实的安慰和信心，也奇妙地唤醒

了她的内驱力和自觉力，这是小豆豆

转变的精神秘密，一句话影响了小豆

豆一生。

好学校一定会把人放在教育教学

的正中央，让每一个师生都感受到尊

重与温暖、平等与合作、价值与意义，

这样的教育里既会有学生的七彩阳

光，也会有教师的金色爽朗，更会有学

校的未来与希望。

我们在成全学生的同时也在成

就自己。要总是对自己说，你还可

以 做 得 更 好 一 点 。 有 一 个 女 生 在

“毕业留言”中写道：老师，和您相处

的时间不长，但从第一节课开始就

喜欢上了您的课，课上不仅有知识

的传授，还有人生的哲理，每当压抑

时就会想起您的教导，就会对未来

多一分期待。

10 多年来，我和学生亦师亦友。

我心里知道自己一直在做一件事：渡

人渡己。教育就是一段自我发现、达

成愿景、完成使命的旅程。在这趟旅

程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认识自我，找

到自己的使命，通过理性思考有效执

行，从而实现它。

伟大的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

研究了一生的蚂蚁，晚年的他在花园

里捡起一只蚂蚁时，还像一个小男孩

那样快乐，对它着迷不已。我始终相

信，教师是有标杆的，学生是有可能

的，学校是有生命的，教育是有灵魂

的。愿你我也如对自己的事业始终着

迷的威尔逊先生那般，带着对教育的

初心，用行动让所期待的教育成为看

得见的风景。

（作者系河北省保定市物探中心

学校校长助理）

我们期待怎样的教育我们期待怎样的教育
□ 岳 明

睿见

快节奏、碎片化的生活让我们常

常觉得没有时间阅读，或者说没有专

门的时间阅读。越是这样，越是考验

我们穿越繁忙丛林的能力。

其实，在看似繁忙的背后，或许充

斥着大量的时间泡沫，时间管理考量

着校长的管理智慧。很多时候，我们

常常觉得没有时间，是因为我们没有

管理好时间，没有真正去行动，如果你

行动了，时间还是有的。就阅读而言，

近6年来，我们通过微小的努力逐渐形

成了郑州艾瑞德学校的小趋势，建构

了学校发展的新样态，让阅读成为学

校亮丽的风景。

认识之深

一般而言，我们都是读了书以后

做校长的，校长是个读书人似乎无可

争议。但是，做了校长以后还读书

吗？此时，校长是个读书人这个说法

可能就需要商榷了。

2017年8月，我来到郑州艾瑞德学

校，这是一所已经办了 6 年的学校，学

校倡导自然生长教育，倡导师生读书，

在当地有一些知名度。初来乍到，我

该从哪里切入呢？阿基米德说，给他

一个支点就可以撬动地球，那我撬动

这所学校的支点在哪里呢？

我想到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的忠

告：“教育就是爱读书的校长和爱读书

的老师，带领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

简单。”“中小学教育是干什么的？一

是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二是教给学

生好的读书方法，三是养成读书的习

惯。”“好校长的一个重要品质就是喜

欢读书。”由此可见，读书对校长、对办

好学校是多么重要，甚至有人说，校长

好好读书，学校天天向上。

此前，我算是一个爱读书的人，但

不能算一个爱读书的校长。因为，那

时候的我读书纯属个人行为，不是校

长行为，没有把个人读书行为转化为

校长读书行为。校长的阅读不同于一

般人的阅读，个人阅读关注的是自我

成长，会因为阅读而形成个人气质；而

校长阅读，应该是集体生命的丰盈，应

该能形成集体的性格。校长阅读不仅

仅是“读”出自己的满腹经纶，更是

“读”出学校的气象万千。如果说学校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好好读书，那校

长阅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如果说

“教育常识，就是要重新营造自由读书

的条件、环境和气氛”，那么，校长阅读

是一种“人化”的教育常识，也是“人

化”的教育条件、环境和气氛，是好学

校、好教育的标志。校长阅读不是为

读 书 而 读 书 ，而 是 为 了 教 育 ，为 了

师生。

就艾瑞德学校而言，2011 年建校

之初提出“以文化引领教育，以名师影

响学生，以读书形成校风”。2017年提

出“干净、有序、读书”的校风，把读书

融进了校风，变成了“研、读、写、讲、

种”教师成长“五件套”和“识、读、写、

讲、种”学生成长“五件套”，这样就容

易让读书变成有意义的事，成为一种

共识，而不仅仅是一件事。校风是师

生集体的价值取向，而读书成为艾瑞

德人和艾瑞德教育的文化标识。

影响之深

校长阅读是一种领导力，领导力

就是影响力。校长是学校阅读文化的

发动机、鼓风机，讲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自己要先读起来，要有仪式感地读

起来。通过校长阅读来体现学校管理

文化：“我和你读，而不是我让你读”

“跟我读，而不是给我读”。校长是学

校的符号，校长阅读一旦成为学校文

化的一部分就会“深”起来。

校长的深阅读有两个重要指标，一

个是时间的长度，另一个是影响的广度。

从时间的长度而言，在 2019 年 4

月 23 日的读书节当天，我开始了真正

意义上的校长阅读。首先，每天读书

30 分钟，雷打不动，从未间断，到今天

1300多天读了至少80本书。读书贵在

坚持，一直坚持到成为习惯。当然，我

读书采取的是“饥饿疗法”。我于2018

年 5 月 3 日开始写作打卡，每天坚持，

至今有 1600 多天，写了 240 万字。写

着写着，把自己给写“饿”了，于是就开

始了每天的读书。写和读，是一个人

精神的呼与吸，是精神成长的循环，读

是厚积，写是薄发。

从影响的广度而言，因我的“校长

阅读”，艾瑞德师生、家长读书已经成

为一种气象，甚至还影响了不少朋友

圈的教育同人。我们把“朋友圈”经营

成“读书圈”。通过3年多的努力，全校

300多名教职工，人人读书，个个打卡，

这已经成为大家的一种生命自觉。

从去年开始，面向师生、家长和社

会人士举行的“印象艾瑞德”征文，大

家不约而同地都写到我们的读书，尤

其是家长，不少人说，读书是艾瑞德的

校风名副其实，读书改变了他们的孩

子，改变了他们自己。

茶余饭后读书，发了工资买书，朋

友之间送书，学生毕业写书，建校10年

出书，这是艾瑞德独有的文化现象。甚

至从幼儿园小班就开始“小黄书包漂

流”活动，读书的校风延伸到家风中。

因为读书，学生的综合素养、学校

的办学质量都很卓越，在所在区域产

生很大的影响力。尤其是在“双减”背

景下，全体师生的阅读自觉明显增加，

效果也更加突出。

席卷之深

教育是个动词，好的教育是做出

来的。艾瑞德学校读书走过3个阶段：

倡导阶段、引领阶段、自由阶段。

倡导阶段是读书校风的物化阶

段。学校注重物化和场景建设，建有

700多平方米的读书广场，藏书10多万

册，阅读环境和氛围非常友好且舒适；

班级建有读书角，学校公共空间建有

读书区，书籍唾手可得，读书自由自

在。同时，学校大力倡导读书的舆论

与氛围，号召师生读书，有不少教师成

为读书的先行者。读书广场与游泳

馆、体育场成了毕业生念念不忘的3个

地方。

引领阶段是读书校风的固化阶

段。让读书之风从想法变成做法，变

成办法，并且从一群人到所有人。

所有的追求都是从要求开始的。

我首先要求干部每天读书，每天打卡，

干部先影响身边的人，渐渐地从管理

层荡漾开去。“你今天读书了吗”“你今

天读书打卡了吗”成了大家见面的口

头禅和问候语。

除了我和团队是读书的先行者

外，借力也非常重要，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李冲锋博士曾先后两次来学校作报

告，引领写作和读书，助星星之火成燎

原之势。此后，统一的读书打卡在朋

友圈成为常态，每月共读一本书、每月

分享读书心得、每学期公布读书书目、

奖励读书人……读书风气渐渐浓郁起

来了。

同时，我们让书成为最好的礼物，

师生奖品、生日礼物、毕业礼物、家长

礼物、同事间的伴手礼都是书。

如今，读书不再需要用制度来要

求，而成了一种吸引。全校教师都自

觉投入读书中，几乎没有例外。

自由阶段是读书校风的文化阶

段。读书不是孤零零的事件，在学校

的文化体系中形成了读写讲一体、你

我他一起的氛围，读书成为一种生活

方式，成为艾瑞德人相同的精神追

求。现在，我们没觉得读书会怎么样，

而是觉得每天不读书缺点什么。我自

己有深切感悟，如果每天没有完成 30

分钟的阅读我是睡不着觉的。饭可以

不吃，书不能不读。

学校对学生的读书引领是通过活

动来展开的，比如每周一节阅读课、阅

读与演讲、每月读书之星、读书晋级活

动、书香班级评比、我给校长背课文、

学生百家讲坛……还推出家长、学生、

教师的阅读计划和共读书目等。因为

有 100 多位“艾二代”（教职工子女）在

学校就读，我们也充分调动他们的力

量，先点燃他们读书的梦想，率先涌现

出一批读书坚持之星：刘驰邈、何炳

昊、卓玛、韩子宸、杨舒涵、杨梓轩、张

恩硕、张晨涵、马翌嘉、孙祎晨……为

了更好地推进深阅读，我们启动“大阅

读”项目，让阅读课程化、项目化，形成

从幼儿园到小学的阅读书单和阅读学

业质量分级评价，计划让学生在小学

阶段完成400万字的阅读量，我们已经

具备了这样的文化土壤和根基。

如果说“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

的精神成长史”，那么一位校长的阅读

史应该是一所学校的精神成长史，这

是校长深阅读的独特意义和价值。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高新区艾瑞

德学校校长）

校长深阅读“深”几许？
□ 李建华

拥有 10 多万册藏书的艾瑞德学

校图书馆不叫“图书馆”，我们称之为

“读书广场”。

读书，意味着这里的每一本书属于

每一个走进学校的人；广场，意味着这

是一个没有围墙的阅读场域，从“以书

为本”走向“以人为本”。每天早晨8：00

到下午 6：00，读书广场的门都是敞开

的，师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此读书。

这里是每一个艾瑞德人的精神家

园，每一个学生从入校起就可以和家

长一起申办属于自己的借阅卡，学生

每次可以借阅 1 本，家长可以借阅 3

本。这里也是课堂，每周一节的班级

阅读课在此进行。

读书广场是阅读的场，迎送学生

“读”来“读”往。读书广场也是爱的

场，见证孩子的成长。

2018 年暑假，读书广场进行了一

次空间改造，加了一个玻璃平台，空间

更加有层次感，也更加满足儿童对空

间的探索欲，为他们建了一个自由阅

读的“秘密基地”。二楼平台投入使用

后，果然成了不少孩子心中的“圣地”。

有一位哲同学，因为身体原因行动

十分不便，他在不方便上体育课时就来

读书广场读书，我偶遇过他几次。二楼

平台搭起来后，哲同学自然也很向往。

有一天，哲终于自己登上了二楼，这一

过程很艰难，图书馆前任馆长留下这样

一段文字：“他脱掉鞋子，迈上第一个台

阶，努力了几下，干脆跪在台阶上，手脚

并用向上爬。这个动作缓慢而执着，笨

拙而虔诚，酷似一个朝圣的信徒匍匐朝

见心中的圣地。24个台阶，哲每攀登一

个台阶就像越过一个高峰。他终于到

达了平台，缓缓起身，在至高处张望着，

挪移着，抚摸着，满足着，享受着。”

哲同学是不幸的，但又是幸运的，正

如他亲口对我说的话：“上帝为我关上一

扇门，必然为我打开一扇窗。”读书广场为

他推开了一扇阅读的窗。那天我与哲同

学对话的时候，阳光正透过窗照在我俩身

上。这扇窗，透过了极温暖明亮的光。

读书广场前后两任管理者，从高

馆长到邢馆长，他们不在学校管理团

队序列，都是“一个人的馆长”，但是在

孩子心中很神圣。

高馆长在任时，几乎每天坚持写

作打卡，写了近 50 万字，孩子都喜欢

她，许多外来访问者不要求见校长，都

要来见见高馆长。

现任的邢馆长一直带学生上阅读

拓展课，坚持每月评比读书之星，开展

阅读小秀才、小举人、小进士、小状元等

读书晋级活动，并在国旗下表彰奖励。

邢馆长不仅自己馆长做得好，也

给孩子做馆长的机会。学生董奕辰一

次到读书广场借阅《傲慢与偏见》，找

了很久也没找到，心想如果自己可以

做图书管理员，既可以帮助馆长整理

图书，又可以方便他人借阅。于是毛

遂自荐做图书管理员，做了两年。

现在读书广场的学生管理员已成

为校园义工岗之一，每个班级都有不

同的“馆长”在读书广场轮值。

我们常说，高馆长很高，邢馆长

真行。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高新区艾瑞

德学校小学部德育中心副主任）

链 接

““小先生小先生””课堂课堂

校长和孩子在一起校长和孩子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