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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8日 11版教育家教育家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周刊

睿见

让学校空间对女性更友好

金嵘轩的爱生与爱子

近年来，我国中小学新建改建

了大量校园建筑，空间的安全性、教

育性、文化性、绿色性、智慧性等指

标有了明显改观，校园空间的质量

明显提升。然而，不论学术研究还

是设计实践，比较缺乏从两性视角

客观审视校园空间的规划与设计，

致使校园空间缺乏对女性需求的关

注与回应。

在教学空间中，专业教室如劳

动技术教室设计主题的遴选，公共

空间中雕塑、标语等内容或元素的

遴选，黑板、课桌椅等家具在尺度上

的人体工学设计，女性的需求往往

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被忽视。在运

动空间中，大部分学校将足球场、篮

球场、排球场等作为学校运动场所

设计的标配，此类场所更适合男生

的大肌肉活动，而适合女生小肌肉

活动的运动场所则少有配置，在运

动场使用上女生“抢不过”男生的客

观现实下，常见的运动场地建设方

案不能有效满足女生的正常运动需

求。在生活空间中，男女厕所蹲位

配置比例的不合理致使女厕所更易

存在“如厕排队”情况，厕所、寝室等

空间的设计缺乏私密性而使女生感

到不安全等问题，也是中小学校园

中十分常见的问题。

破解上述一系列问题，核心是要

革新校园建设的设计理念。从校园

空间的设计理念、建设施工到个性化

需求，合理推进两性平等的校园空间

建设，有针对性地加强设计和管理，

建设儿童友好型校园。

一是推进教学空间的两性平等。

专业教室的主题设计在落实“空间

更课程”的营建中，应有合理比例体

现适合女生职业特质的课程元素，

引导女生积极探索适合的专业发展

路径。校园公共空间的环境文化建

设，在考虑主题、造型、造价、安全等

要素匹配性的基础上，也要适度考

虑相关文化元素所涉性别属性的平

衡，有意识弘扬代表女性榜样的先

进文化。校园空间的教学设备配置

和其他公共设施配套，要考虑相应

年段女学生和女教师的特点，合理

设置规格和尺度，体现人体工程学

的设计。

二是加强运动空间的两性平等。

一方面，运动场地在规划设计上除

满足相应设计规范外，应有意识加

强适合女生小肌肉活动的运动场地

配置，如打羽毛球、踢毽子、跳绳、跳

皮筋等，并依据在校女生人数规模

配置较为充足的数量。另一方面，

在运动场地的管理上，应从日常管

理机制的设计上充分保障女生的运

动权，除了加强女生的运动文化宣

扬外，部分重点运动设施应保障女

生具有优先使用权。

三是完善生活空间的两性平等。

完善厕所蹲位的合理配置，应严格

按照国家《中小学校设计规范》中女

生每 13 人落实 1 个蹲位要求进行配

置，并鼓励宜按 10:1 的比例落实。

完善女生使用空间的私密性设计，

如厕所的平面布局设计，宜引入平

面谜道设计的理念，提升厕所的私

密性；有寄宿生的学校，男女宿舍的

房间设计，应避免楼栋之间的“视觉

对视”，提升女寝室的私密性；加大

对女教师的关怀力度，有条件的学

校宜设置哺乳室，在房间内配置冰

箱、座椅等设施。

四是加强公共空间的安全设计。

校园空间应竭力避免存在安全死角

或视角盲区，有意识加强尽端、角落

等空间的可视性设计，也要增加照

明和监控设备，宜配应急报警系统

等设施，此类设计有利于加强校园

的安全，特别是提升女生的在校安

全感。

（作者单位系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 邵兴江

学校管理
要关注“结构”

上海金瑞学校校长程红兵在《中

小学管理》撰文指出，学校管理除了

要关注最重要的元素——“人”之外，

还要关注“结构”。

其一，人的结构，即人员的组合

配置。学校各层级组织中人员组合

合理，才能保证组织高效运行。比

如：班级导师的结构怎样才算合理？

其二，课的结构，这里指的是教

学的组合搭配。比如：在英语分层次

教学实施中，如果把一个行政班分成

两个教学班，那么就只能分两个层

次，每个教学班的学生数很少，学校

人力成本必然增大，教学效果也不

佳。如果把每个年级的两个班级组

合在一起分成三个层次、三个教学

班，那么就会多一个层次，且节省了

一个教学班的人力成本……

其三，物的结构，这里指的是学

校物质环境的配置组合。比如：新建

学校的软装需要总体设计、总体定

调，如果学校的建筑风格总体来看是

西式的，清新典雅，那么学校的软装

就不能是大红大绿的，否则就会风格

违和……当然物的结构绝不仅仅局

限于此。

其四，会议结构，这里指的是学

校各类会议的议程安排。如果会议

结构条理清晰、主次分明，那么大家

按照既定的轨道走，可以聚焦问题、

讨论深入，自然会提高会议效率。反

之，就容易东拉西扯，主题不聚焦，内

容不集中，会议就会低效甚至无效。

校长的“主张”
是什么

华东师范大学李政涛、吕雪晗在

《上海教育科研》撰文指出，校长有没

有自己的“主张”，是判断其有没有教

育思想和办学哲学的基本标准。

校长的第一大主张是办学主张，

思考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理

想的学校？或者说，什么是一所好学

校？有的校长心中，好学校就是一个

“幸福学习场”；有的校长憧憬的是

“让学生过好一日学校生活”的学

校。事实上，所有的办学都是奔着这

一主张而去的。

校长的第二大主张是教育主张，

思考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理

想的教育？或者说，什么是好教育？

如“新基础教育”等就蕴含了好教育

的标准或范型。围绕校长的教育主

张，我们要看其是否在日常学校教育

生活中真实地发生了，是否展现了该

主张才有的特殊教育样态。

校长的第三大主张是育人主张，

思考并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要

培养的理想的人？或者说，什么是好

学生？有的校长认为，理想的人就是

完整的人，是全面而有个性的人，同时

还是精神明亮的人，教育者就是点亮

学生精神的人。还有的校长倡导，理

想的人是敏感的人，是对他人的生命

存在有敏感、有尊重、有仁爱的人……

最终能够打动我们也最有说服力的即

是：从校园里走出的人，就是校长所主

张的那种理想的人。

在我们看来，育人主张是核心，

它既是起点，也是终点。

（崔斌斌 辑）

观点

100 年前，浙江温州老城区的九

山湖畔，常常能看见两位少年在古

老的城墙下读书。一位是富商夏家

公子，另一位是金公子，他们是同班

同学兼好友，立志一起跳级报考浙

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二

人读书久了就散步，再爬上城墙，眺

望整个温州城。九山湖微波粼粼，

城内瓦房毗连，郊区的稻田也一收

眼底。

在充分的准备中，两位少年志得

意满。然而，金公子在临考前突然对

好友说不去考了，因为其父刚任十中

校长。校长不允许自己还未毕业的

儿子报考，别人会怀疑徇私舞弊，引

起不必要的闲议，校长只好“牺牲”了

自己的儿子。

受命出任十中校长的正是浙南

地区 20 世纪最知名的教育家之一金

嵘轩。负笈东瀛的金嵘轩学成归国，

受聘任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校长的同

时，兼任省立第十师范学校教职。他

主张名师兴学，培育良才。任校长期

间，学校名师云集，学者兼作家的朱

自清，一代词学宗师夏承焘，词人、书

法家谢玉岑，后来的中央大学中文系

主任伍叔傥和诗人、作家马骅，都是

他麾下的语文教师。英语教师有画

家马公愚，数学教师有陈叔平（苏步

青、谷超豪等皆出自其门下），可谓群

才济济，创造了一个地方中学几乎无

法复制的辉煌。以至于金嵘轩一生

三任温中校长，最后一次担任校长时

年过六旬，在温州社会各界敦促之下

才出山履任。为追随金嵘轩，著名学

者沈炼之、陈铎民等辞去大学教职应

聘到温州中学任教。

除了聘请名师，作为基础教育领

域的教育家型校长，金嵘轩真可谓爱

生如子。

当年的温中教师、后来成为浙大

物理系教授的王锦光回忆说：“金先

生对穷苦学生十分同情，有时帮助他

们缴费。他开了一张教师的名单（少

数几位），自己填了一个帮助的数目，

被帮助的学生拿着这张条子去找寻

名单上其他教师求助，名单上往往有

我的名字，我当然帮助一些。有时我

遇到某个学生确实有困难也学着这

个方法去做，另外几位教师也有这样

做的，的确解决了少数学生的困难，

使他们得以安心学习。”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金嵘轩身上

的有不少。1953 年读高三的陈汉鼎

在做化学实验时，由于没检查酒精喷

灯，当场被烧成重伤，后经抢救才脱

险，金嵘轩带领师长来医院看望并安

慰他。第二天早晨，陈汉鼎醒来时发

现床头的台子上有一包饼干和一瓶

牛奶，护士告诉他：“这是你们的好校

长金先生亲自要我们医院特地为你

订购的。”陈汉鼎在回忆里说：“当时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热泪夺眶而

出。一转身，我抱被呜咽，痛哭失

声。重病自然需要营养，可是我家生

活困难。我在高中几年艰苦学习，都

是申请助学金和减免费用的。哪里

有钱购买补品？慈祥的金校长赠送

给我的不仅仅是他老人家用自己辛

勤劳动所得换来的牛奶和饼干，而且

是他老人家一片慈爱的心意。我永

远忘不了他的恩情。”

当 时 能 够 读 中 学 的 学 生 并 不

多，且多数是贫民子弟，金嵘轩初任

省立十中校长时，军阀混战，局势动

荡，学校经费无着落，只得向银行筹

措。但银行不信任官府，迟迟不肯

贷款给学校，教职工的薪金都发不

出。眼见学校正常教育难以为继，

金嵘轩便以个人名义向朋友、工商

界人士、银行钱庄借贷，以发放教职

工薪金及添置教学设备，支持学校

的发展，后来离温前往省教育厅任

职时还卖掉家产为温州中学筹措经

费。即便这样，他也没有办法做到

使每个学生留下来。学生王贵淼常

去金嵘轩的办公室聆听教诲，可是

刚读完一年就因家境贫寒被迫辍

学。金校长无奈，为了鼓励自己的

学生，他写了封信并用宣纸寄赠挂

联——“学如登高贵艰苦，不惟功名

是学问”，签名盖章送给学生。以此

为座右铭的王贵淼后来自学成才，

成为浙江永嘉的知名医生。

爱生如子的金嵘轩对待自己的

儿子又是怎样的呢？除了前文提到

的阻止自己的儿子报考省立十中，也

拒绝自己的作家、翻译家儿子进入温

中教书。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

学期，金嵘轩的大公子曾对父亲表

示希望进温中教书。但是，作为校

长的父亲不仅没有开后门，反而从

中“作梗”，后来他儿子只能到温州

二中教语文。金嵘轩的长子绝非不

够格，他深通中日两国语言，1925 年

便在朱自清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散

文，他翻译的日文著作也在鲁迅、郁

达夫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刊登，但

他依旧没能在父亲任职期间迈进温

中的大门……

如今，金嵘轩就像一面镜子，照

出了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与一群逝

去的书生最光洁的一面，同时也照出

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浮躁。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

沉重打击了金嵘轩，他发出“云横秦

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

慨。之后病重，与世长辞。直到12年

后的1979年，温州市为金嵘轩举行了

追悼会——文章开头提及的夏家少

年读完中学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中

国现代考古学的一代宗师，他叫夏

鼐。他从北京寄来一副挽联，深切哀

悼自己少年时代的恩师：

绛帐追思，春草池塘犹昨梦；

素帷遥奠，燕山瓯水共含悲。

我的校长

“只有乡村学校，没有落后教育”
郭校长是我的第五任校长，不

过 她 和 其 他 几 位 校 长 有 点 不 一

样。她今年 46 岁，8 年前就已成为

特级教师，两年前又评上正高级职

称，当然她还是南昌市优秀校长。

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便拥有如此多

荣 誉 ，她 仍 然 坚 守 在 乡 村 教 育 一

线，从未离开。

乡村学校没有城市学校那么多

可利用的资源和得天独厚的优势，但

这不是郭校长带领教师造福一方的

“拦路虎”。在她的眼里：“只有乡村

学校，没有落后教育。”

开辟一块空地，成为学生的劳动

基地；新修学校操场，为师生体育锻

炼提供便利；扩建学校阅览室，让师

生有了精神家园。

除了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郭

校长没少在其他地方动脑筋：每年

的教师节，她都会给每位教师送上

一束鲜花和一声祝福，让人觉得暖

暖的；每年的开学典礼，她总会给每

位学生送上一颗糖和一句鼓励的

话，让人觉得甜甜的。只要对老师

和学生有益的事，她总舍得花钱和

时间，而自己用的办公桌椅还是 10

年前的，甚至有些破旧。她总说：

“还能用，能省点就省点，我们要把

钱花在最需要的地方。”

郭校长注重校园文化的建设和

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从尊重学生的人

格、发展学生的个性入手，坚持“成

人、成才、成功”的“三成”教育理念，

以“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作为学校的

办学理念，形成了学校的行知文化办

学特色。

作为校长，怎么快速帮助教师成

长起来，这是郭校长重点思考的问

题。在她看来，只有教师成长得好，学

生才能培养得好。她给我们上展示

课，从“说给你听”到“做给你看”。她

鼓励我们“多读书、多思考、多动笔”，

给我们“搭台子、铺路子、压担子”，每

一年的“读书分享会”“师徒结对仪式”

“教师成长论坛”，她从不缺席。

郭校长不仅关注教师的成长，还

在乎学生的全面发展。每年4月的读

书节，她引导全体师生一起阅读经

典，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心田；6

月的艺术节，她和班主任带领学生开

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大家尽情展示

自己的才华；10 月的运动会，学生在

操场上肆意挥洒汗水；元旦跨年晚

会，学生在快乐中放松身心……她用

一项项活动给学生留下美好的童年，

打好人生的底色。

当然，办学过程中总会遇到许

多困难，但她说：办法总比困难多。

即便在乡村学校，我们也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课后服务，充分利用现有

教师的一技之长，同时借助外来的

力量，开展了足球、乒乓球、绘画、书

法、合唱、剪纸等活动，充分满足每

个孩子的发展需求，解决家长的后

顾之忧。

在郭校长的带领下，学校发生了

很大变化，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也在不

断提升，学校近年来被评为“江西省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南昌市文明校

园”“南昌市绿色学校”等，老百姓对

学校的满意度也在逐年提高。

用教育改变乡村学生的命运是

她不变的初心和使命，这就是我认识

的郭校长。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市桃花学校）

□ 朱 欢

□ 林秋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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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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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之声】 你是如何成长为一

位优秀校长的？把你的关键经历和重

要心得写下来，分享给大家吧。1800

字左右。

邮箱：zgjsbjyj@vip.163.com

联系人：崔老师

联系电话：010-82296572

征 稿

教育家影像

金嵘轩（1887—1967），

著名教育家，浙江瑞安人。

两度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

高等师范学院。回国后三

任浙江省立十中（今温州中

学）校长，还曾任浙江省立

第十师范学校、济时中学和

瑞安中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