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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14日 11版教育家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那年春意盎然，一位老师带着他

的学生来到郊区旷野“考试”，老师

说：“野草这么多，你们想用什么办法

除掉呢？”

这也太简单了吧，于是学生不假思

索地说：用手拔，用刀割，用火烧……说

完，老师让学生按照各自的方法试试，

并约定明年这个时候再来看看。

翌年春天，学生如期而至，他们

除草的地方野草稀稀疏疏，明显少

了。但有人在旁边开垦了一块麦田，

麦苗青青，那里几乎没有野草。老师

这才说道：“要想除掉野草，最好的方

法是在上面种上庄稼。”

这位教师就是古希腊教育家苏

格拉底。

苏格拉底教育理念的核心是师

生平等。他认为，教师与学生之间处

于平等的地位，营造一种轻松愉悦的

氛围，学生的学习兴趣才会浓厚，收

获才会更多，也才会坚持真理。

“德性即知识”，也是苏格拉底教

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认为知识

涵盖所有的善，美德乃善的知识。人

的美德与教育息息相关，可以通过教

育获取。正义、勇敢、自制、友爱、智慧

等都是美德。苏格拉底说，正义和一

切其他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

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那些

知道怎样应付可怕和危险情况的人是

勇敢的人；自制是一切美德的基础，一

个贪得无厌的人，掠夺别人的财物来

中饱私囊，对人对己都有害，不仅毁坏

了自己的家庭，还毁坏了自己的身体

和灵魂，一个有自制能力的人，不仅能

克服身体的私欲，而且能战胜一切与

金钱有关的事情；人们天性中有友爱

的性情，他们彼此需要、彼此同情，为

共同的利益而通力合作……

苏格拉底采用“引导教育法”教

学，唤醒学生的内在潜力，这也是行

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比如，苏格拉底为了讲清楚正义与

非正义，这样一步一步引导学生——

苏格拉底问青年尤苏戴莫斯：

“人与人之间有时会发生欺骗，欺骗

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放在非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

斯答。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

怎么说呢？”苏格拉底问。

“这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肯定

地说。

“是不是有人做坏事，是不是有

人奴役人，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

一边？”苏格拉底又问。

“如果把这些事放在正义的一边

就难以理喻了。”尤苏戴莫斯说。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

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之人，我们是不

是也说他是非正义的呢？”苏格拉底

再问。

“不能这样说。”尤苏戴莫斯答。

“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

义的了？”

“是的。”

“如果他偷窃、抢劫敌人的财物，

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苏格拉

底再次反问。

“当然是正义的……”尤苏戴莫

斯答。

“这样说，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

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一边了？”苏

格拉底又问。

“好像是……”尤苏戴莫斯说。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划个界线，

这一类的事情放在敌人身上是正义

的，但放在朋友身上就是非正义的，

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

吗？”苏格拉底说。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答道。

“那一个将领看到士兵消沉，欺骗

他们说‘援军快到了’，我们应该把这

种欺骗放在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

苏戴莫斯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极度沮

丧，怕他自杀，就把他的剑偷去或拿

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苏

格拉底又问。

“当然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

莫斯答。

“你是说，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对朋

友都可以这样做了？”苏格拉底反问。

“不是，不是，”尤苏戴莫斯忙说，“如

果先生准许，我收回已经说过的话。”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有必要

的……”苏格拉底说。

尤苏戴莫斯听后受益匪浅。

苏格拉底在不断的诘问中，用剥

茧抽丝的方法，使对方逐渐了解自己

的无知，进而发现自己的错误，建立

科学的知识观念。这种方法对我们

当下的教育工作者不无启发。

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

是西方古代教育史上有巨大影响的

教育家，他们被誉为“古希腊三杰”，

而苏格拉底是“三杰”之首，他对许多

教育家、哲学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苏格拉底终身从事教育，教学经验丰

富，但没著书立说，其教学言论在他

的学生——著名的哲学家柏拉图和

历史学家色诺芬的书中有所记述。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信宜市丁堡

镇塘岭小学）

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唤醒学生的内在潜力唤醒学生的内在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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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参加工作的时

候，上课总有些紧张。

尽管认真备了课，但是

课堂上微小的变化，比

如有人提问、有人私下

交谈，甚至有人咳嗽一

下，都有可能打断我原

来准备好的讲授。由

于紧张，我讲课的声音

不够大，不够自信，一

节课下来，没有什么成

就感，只是觉得空有力

气但使不上劲。

一次下课时，有个

人最先站了起来，是方

校长。那时的方校长

是学校分管教学的副

校长，个子不高，衣着

朴素，这节课他坐在最

后一排靠门的空位上。我只顾着讲

课，眼睛多数时候在看黑板，偶尔观

察一下前面几排学生，并没有发现他

在听课。

看到方校长在教室听课的那一

刻，我既感激又担心，马上迎了上

去。他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然后提

出要求：对一个教学新手来说，这节

课知识上没有错误，教学内容基本完

成，总体来说还不错。但有 3个方面

需要努力改进：练声音气息，讲课的

声音要大，保证后排的学生也能听清

楚；教学有法，但教无定法，讲课的内

容要烂熟于心，才能随机应变；简单

的内容不能讲复杂了，复杂的问题也

不能讲简单了，要讲出知识的“味

道”，抓住知识的主要特征。这三条

是教师的基本功，新教师尤其要反复

训练，把这三条练好了、练到位了，才

能说真正入了教师的门。

我喜欢教师这份职业，校长又如

此关心和帮助，那我只能更加努力

了。早上到河边练嗓子，练腹式呼

吸。课堂上讲课声音大了，上课的信

心似乎也足了。备课不再只备单线的

知识点，还备学生、备变式、备练习。

听方校长的课，更令我受益匪

浅。他教的是数学，那节课讲的是几

何。从组织教学到新课引入、课堂推

进，环环相扣，如行云流水。他的几何

作图又快又好，一节课下来，主要的知

识点和图形刚好一黑板。他讲课风趣

幽默、声音洪亮，语速时疾时徐，抑扬

顿挫，时不时拿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

学习上的问题，时不时点名让学生回

答问题，时不时环视教室，让全班学生

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要学习的内容上。

他的课堂有讲有练，教学目标在课堂

上就很好地达成了。

除了课堂教学，在管理工作中，

方校长非常重视教研和青年教师培

养，在任正校长之后更加重视这两项

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学校的教研活

动有声有色。一周一次教研会，围绕

一个主题，人人准备，人人发言，教研

组长总结。校长推门听课，教师相互

听课评课。在这样的教研氛围中，老

教师不甘落后，新教师进步很快。几

年后，我们一起入校的青年教师，有的

在市级教学竞赛中获奖，有的担任了

学校领导职务。

工作之余，方校长也是我们的良

师益友。他办事果断利索，从不拖泥

带水。他说话严谨，什么时间、大小多

少，讲得都非常准确。他象棋下得好，

而且不准悔棋，我们几个年轻教师先

是看他下，后来轮番上阵，多数时候是

铩羽而归。他乒乓球也打得好，球速

快，忽左忽右，忽长忽短，打球的人应

接不暇，看球的人笑声一片。

匆匆数年，那样的场景那样的

人，着实令人难忘。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第三中学）

【创·变】 学校到底应该是什么

样子的？永远没有终极答案。但这样

的追问永远激励着人们探索未知，创

造更多的可能性。本栏目邀请把理想

的种子埋进教育土壤的你，讲述独一

无二的学校创变故事。4000字左右。

【校长观察】教育过程中，有一些

小事件却能引人深思。校长，您可以

从看到、听到、遇到的一起教育事件说

起，由此铺开，展现自己对教育本质的

认识和理解，阐述对治校、管理、育人

的想法。1800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崔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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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校长

学校要留一分“土气”
□ 高 光

对于教师而言，学生“亲其师，则

信其道”。对于校长而言亦是如此。

开学没多久，为了激发学生的运

动热情，我决定当领操员，每天带他

们做课间操。

可 第 一 次 领 操 便 遭 遇 了“ 尴

尬”。部分学生把注意力放在了我身

上，他们一边做操一边在下面抿嘴偷

笑，甚至还小声议论着。做完操后，

我悄悄找来几个学生：“我做操的时

候为什么有小朋友在下面笑呢？”“佩

奇校长（2021 年我调到玉带河学校，

开学典礼上我告诉学生：新的学年我

想变成小猪佩奇，每天把自己打扮得

漂漂亮亮来上学……从此，学生都亲

切地称我为佩奇校长），你的动作太

搞笑了，还常常做错，我们出右脚，你

却出左脚……”

第二天大课间正式做操前，我告

诉学生：这是佩奇校长第一次学做这

套操，手脚有些僵硬，动作也不协调，

而且有些动作还记不住，大家见笑

了。今天起，我一定跟着大家好好

学，努力做到越来越好。如果有做得

不好的地方，请大家教教我。

那天大课间，学生做得特别投

入，再也没人在下面掩嘴窃笑。做完

操后，我刚来到教学楼，一个四年级

的小朋友便“拦”住了我：“佩奇校长，

体侧运动这一节你的动作不标准，

来，我教你一遍。”“好啊。”我乖乖地

跟着孩子一招一式地学了起来，走廊

上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每个学生都是学校的小主人，他

们的声音希望被我们听见，他们的闪

光点值得被我们看见。

“佩奇校长，我想跟你说句悄悄

话？”课间，一个三年级的小男孩拉

着我的衣角。我蹲下身子，他把嘴

巴俯在我耳边：“我们的午餐能不能

做一次炖蛋？不想再吃白菜炒回锅

肉了。”“这个办得到。”我爽快地答

应了。

食堂员工工作会上，我给大家讲

了这件事，并告诉食堂员工：“如果你

们把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你们觉

得孩子能吃得香、吃得饱，身体长得

越来越好，那你们就按这样的标准去

做就够了。”随后，学校专门增加了两

组蒸柜来做炖蛋。

我 坚 持 每 周 为 学 生“ 把 关 ”菜

谱，食堂师傅也变着花样为孩子们

做香辣土豆、干锅排骨、扬州炒饭、

赤松茸炖鸡、瘦肉炖蛋……尽管工

作量大幅增加，但每天看着学生吃

得津津有味的样子，大家都很乐意，

没有半点怨言。

上学期，学校在每个班级设置

了“知心信箱”，还在每幢楼设置了

“校长信箱”。

“佩奇校长，前几天我们在书吧

前一边看书一边玩，不小心撕坏了一

本书的封面，这几天越想越不对，特

意给你道个歉。这 30 块钱是我们凑

的赔偿金”“佩奇校长，我们女厕所能

不能安个窗帘”“校长，我建议重启我

们的校园电视台”“佩奇校长，这周你

怎么没有写信呢”……孩子的声音像

雪片般飞进知心信箱、校长信箱。他

们向老师“曝光”放学路上随手捡起

垃圾的小伙伴，向我“举报”为没吃早

餐的学生送上鸡蛋的班主任，向我描

述足球比赛结束后带队教师为全身

淋湿的他们吹干头发的场景……

不仅如此，学校还向学生发出了

小溪和廊亭打造征集令，邀请他们一

起描绘校园“大片”。国庆前夕，经历

了20多天疫情的考验，学生终于回到

阔别已久的校园。他们参与设计的

“涵玉亭”“玉籽廊”建起来了，“鸣玉

溪”又唱起了欢乐的歌。课间，学生

或在运动场上欢呼着、奔跑着，或跳

跃着穿过鸣玉溪上的小桥，排着整齐

的队伍乐滋滋地玩着阿基米德取水

器，或坐在廊亭边捧着书读得如痴如

醉，或静静地伫立在池塘边看鱼儿来

来往往……

我想，这就是校园该有的样子，

这就是孩子该有的童年吧。

（作者系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

玉带河学校校长）

““听听””孩子的话孩子的话
□ 王位敏

校长观察

夏天的午后，我到一所农村小学

调研，整个校园没有一棵树，水泥硬

化到边到沿，没有树荫，没有花香，甚

至看不到一点土，太阳炙热地烤在水

泥地上，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

一些新建学校规划设计一味追

求“洋气”，教学楼修成城堡，置身校

园，如同异域，几乎找不到多少传统

文化元素。

到农村幼儿园调研，环境创设千

篇一律，户外活动场地先硬化，再铺

上人工草皮，安装几个大型滑梯玩

具。园门外是裸露的土地，园内却绿

“草”如茵，有一种违和感。

面对种种现象，我认为学校始终

要留一分“土气”。

绿色是校园的颜色

学校要留一分“土气”，绿色是校

园的颜色。

每次走进校园，我都希望找到一棵

代表校园记忆的大树。随着时间的流

逝，校园建筑可能已经翻新甚至拆除，

只有大树是校园历史的忠实见证者，陪

伴着一批批孩子走进校园、走出校园。

每次走进校园，我都渴望看到郁郁葱葱

的绿色，绿色代表了生机与活力，草木

葱茏，光影参差，人文气息与自然美景

交相辉映，才是校园应有的模样。

校园里，陪伴孩子成长的，除了

老师，再就是那些高高矮矮的树，郁

郁葱葱，生机勃勃，与老师和孩子构

成了一幅共同生长的生命图景。校

园是必须有树的，没有树或者树不够

多的校园，还算是校园吗？

一些学校大楼富丽堂皇，却看不

到一丝绿色；一些学校追求整齐划一，

地面全用水泥花砖硬化；一些学校疲

于落叶清理，就把大树全部砍倒……

急功近利的教育，一定培养不出热爱

自然、有人文情怀的人才。

校园要留一片土地，可以种上观

赏的花、结果的树，或者辟作学生的

种植园，让孩子浇水、施肥、观察、记

录，与植物共同生长。校园不仅要有

书香，也要有花香、草香和泥土香，这

样的校园才接地气，有生气，显灵气。

传统是校园的底色

学校要留一些“土气”，传统是校

园的底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本

身就是一座教育宝库，蕴含着丰厚的

精神力量和育人元素。横平竖直的

汉字，代表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象；汉

赋、唐诗、宋词、元曲，字字珠玑，妙笔

生花；“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的仁爱，“己所不欲，勿

施于人”的利他，“为天地立心，为生

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的理想……传统文化注重知行合

一，学以致用，弘扬传统文化，重在践

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走进山东省寿光市圣城中学，

“五廊两园一室一广场一书院”十大

校园文化景观的创设，“三圣教育 3+

1”课程体系的建构，无不体现着这所

学校文化引领发展的理念。“三圣文

化”引入了课程，文圣仓颉象征“传承

与发展”，在传承中求发展，让生命丰

富、灵魂丰盈；农圣贾思勰象征“教育

即生长”，让教育为师生提供生命保

障；盐圣夙沙氏象征“教育即生活”，

让师生生活有滋有味，生命充满力

量。“文圣课程”即文史、文艺、文礼，

为基础课程，文化于心；“农圣课程”

即农慧、农健、农本，为主题课程，农

重于行；“盐圣课程”即研探、研思、研

创，为兴趣课程，研明于理。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

心。学校是文化传承的主阵地，青少

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教育

工作者要将优秀传统文化渗透到校

园文化和课堂教学中，用优秀传统文

化引领精神成长，引导青少年了解历

史、关注当下，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

发展的脚步中。

继承传统本身就是一种对话，传

统文化让我们懂过往、知来路、明方

向，如此才能行稳致远。

朴素是校园的本色

学校要留一些“土气”，朴素是校

园的本色。

陶行知先生说：“千教万教教人

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育的道

理往往是朴素的，教育不能盲目跟

风、一味求新，要不得花拳绣腿、追名

逐利，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在浮躁的

社会环境中克服欲望与功利，敬畏教

育规律，坚守教育良知，回归教育常

识，探求教育本真。

走进山东省寿光市圣城小学，校

长就会向你介绍学校的办学思想：让

学生站在学校中央。怎么站在中央，

学本课堂上，学生自信地展示自我，

体现学生为本；校园环境创设，从校

名到三风一训，校园可见的文化几乎

全部出自学生之手。走进山东省潍

坊峡山双语小学，我被学校文化所吸

引，校长说：“要把松树培养成好松

树，而不是把松树培养成柳树”“学校

拼命对老师好，老师拼命对孩子好”

“谁离孩子近，谁的水平高”……没有

高大上的标语，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语，让教育落地扎根。

其实，那些被我们认为“过时”的

“老一套”，往往是千锤百炼出来的真

经。比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一分耕

耘，一分收获；教是为了不教，学是为了

会学；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一把钥

匙开一把锁；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教

育与人生一样，结果不是目的，重要的

是过程……这些常识就在我们生活当

中，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敬畏教育常

识，思考教育常识，运用教育常识，真正

朴素的教育就会在我们身边发生。

教育需要坚守，坚守教育的自然

本质，坚守教育的朴素情怀，坚守教

育的田园牧歌，留住学校的那一分

“土气”，让孩子自由呼吸、尽情嬉戏、

快乐成长。

（作者系山东省莘县教育和体育

局总督学、莘县二中原副校长）

教育与美好生活

□ 刘广荣

苏格拉底（公元前 469

年—前399年），古希腊哲学

家、教育家，其教育理念核

心是师生平等，强调“德性

即知识”，采用“引导教育

法”教学，旨在激发学生的

内在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