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长观察】 校长通过身边看到、听
到、遇到的教育事件，深入观察，由此铺
开、展现自己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和理解，
对治校、管理、育人的想法和观点。字数：
1800字。

【专家睿见】 教育领域内外的专家学
者针对与教师有关的教育前沿、热点、难
点问题，撰写署名文章。字数：3000字。

【治校方略】校长在领导和管理学校
中，有哪些好的方法和策略？可以结合
学校的重要举措，展现校长的办学理念
和管理思想。字数：2500字。

【教育家影像】对国内外教育家的风
范、教育理念进行梳理，镶嵌一些具有转
折点和重要意义的趣事，对当今的教育
具有启迪性。字数：1800字。

【重读经典】 约请作者推荐一些教
育家的经典理念或观点，并撰写推荐理
由或阅读感悟，并说明自己是如何将这
些理念运用到实践中，效果如何？字数：
1800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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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将长期
处于短缺状态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在中
国教育三十人论坛发表观点 这是一
个呼唤成千上万教育家的时代， 这又
是一个因为功利主义教育盛行而导致
教育家极其匮乏的时代！ 在一个较长
的历史阶段，优秀教育局长、优秀中小
学校长会成为我国教育人才市场上极
其短缺的资源。同时，优秀教师队伍的
数量远远不能满足发展型教育和个性
化教育的需求， 优秀教师也将长期处
于短缺状态。与此同时，尽管现在大家
纵议“互联网+”时代的教育，但真正
的教育技术创新将长期处于短缺状
态。 加快现代信息技术、物联网技术、
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的研发与应
用， 将成为我国新技术革命的重要领
域。 我国教育的智能化水平不仅决定
着国家教育的现代化水平， 更决定着
我国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影响着我国
教育在世界范围内人才培养质量的竞
争力。由此，教育智能服务产业也将成
为我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高技术产
业。教育家成长，一定要看清当前教育
所处的形势，营造更好的沃土。

知识转化为人格
是教育新命题

袁振国在教育博雅上发表观点
每个家庭、每所学校、每个国家，无不
希望把最有价值的知识传授给孩子，
传授给下一代。 可是什么知识是最有
价值的呢？应该是科学。为了各种艺术
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
是科学；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
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到底知
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 许多观点是直
接影响到我们的教育实践的。比如，有
学者强调知识如同一砖一瓦， 知识是
基础， 能力的大厦是靠知识的一砖一
瓦建设起来的；也有学者认为，只有整
体设计好大厦的结构， 知识的一砖一
瓦才能发挥作用。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强调运用所学的知识、观念、思想、
方法解决真实问题， 培养学生的关键
能力和优秀品格。因此，如何把知识化
为智慧，把知识化为方法，把知识化为
人格，这是教育的新命题。

“互联网+”教育的重心
是教育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刚在文汇报
2015 年 12 月 21 日发表观点 “互联
网+” 教育热闹的背后， 一定要弄清
楚：重心不是互联网，而是教育。 也就
是说，必须面向教育，才能产生“互联
网+”教育的实际成效。 真正的“互联
网+”教育应该有三个面向，即面向深
度学习、 面向个性化发展和面向学生
的信息专长发展。其中，面向个性化学
习， 就是需要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
跟踪、观察和评估检验。 所以，要按照
国际标准对学生的学习能力、 发展潜
质做长期跟踪， 通过跟踪对他们的学
习模型进行评估， 然后通过技术给予
每个学生扬长补短的支持。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 ，社会和
家长对教育的要求似乎越来越高 ，这
样的外部环境对于教育者来说 ， 压力
和动力俱在 。 当谁都能在教育面前评
头论足的时候 ， 我们应该静下心来思
考 ：到底什么是教育 ？ 教育变革到底应
该往何处去 ？

什么是教育？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 林语堂说：“今日的教育根本以
书为主体，非以人为主体，责之以不能养
出社会上活泼有为的人格， 岂非等于问
和尚借木梳、 问尼姑借篦栉一样无理的
要求吗？ ”蒙台梭利认为，“教育就是激发
生命，充实生命，协助孩子们用自己的力
量生存下去 ， 并帮助他们发展这种精
神。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
教育，而非理性知识的堆积。 ”表述不同，
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教育应该是
“人”的教育。

既然教育是为了“人”，我们就有必要
思考：什么是人的核心素养？

我常常想，我们应该把教育“拉长”，
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人生
串起来思考；应该把教育“拓宽”，从分数
和特长之外的习惯、能力、情商、人格等角

度思考，如此才可能更好地把握人的核心
素养和最本真的教育。

比如学特长， 当许多家长看到其他
孩子在学习书法、钢琴的时候，心里总是
很纠结：自己家的孩子如果不学，会不会
就落后了？我们不妨把教育“拉长”，当孩
子到了 30 岁 、50 岁时 ，书法 、钢琴真的
有那么重要吗？ 这些特长除了有特殊天
赋的孩子外，对大多数孩子而言，仅仅是
童年时期的兴趣而已， 并不是说不学就
不行。而习惯、健康等影响人的一生的素
养，才真正忽视不得，是核心素养所应涵
盖的内容。

我更倾向于， 教育应该是心灵的触
动、人格的培育、精神的成长，而健全的人
格是教育所应追求的最核心的素养。

如果借用坐标的概念来解读人格 ：
坐标的横向为“人格基础”，纵向为“独立
人格”，坐标值越大 ，人格就越趋向于健
全。对于横向的“人格基础”，健康、性格、
习惯 、情商 、知识 、能力 、游戏 、探究 、志
向、规则、幸福感 、价值观等 12 项素养 ，
犹如房子的 12 根桩基。 对于纵向的“独
立人格”，我们可以采取 “自主决定法 ”，
常说“你觉得呢”“照你说的办 ”，引导孩

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无形中培养了他
们的独立能力。

如此 ，孩子不仅会拥有轻松 、自由 、
快乐的童年 ， 而且通过自主能力的培
养，他们的自律生活、自主学习 、自立人
格都会与其他孩子有本质的区别。 只要
关注了最本质的核心素养 ，教育就会更
有魅力。

我在浙江省瑞安市安阳实验小学任
校长 10 年，一直探索“尊重教育”。 从教
育的本质入手，尊重人格、尊重差异。 尊
重人格，是指就个体而言，不管孩子表现
如何，其人格与教师是平等的，我们要给
予赏识、引导，给予等待的时间 ；尊重差
异，是指就群体而言，每个孩子都是不一
样的， 要追求让每个孩子享受适合的教
育。 我深刻体会到，尊重学生，帮助孩子
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 是走进孩子
心灵的桥梁！

我调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后，将人格坐标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将横
向的“人格基础”表述为“健、美、智”三大
素养，具体解读为“身体求健、品行求美、
学习求智”，并着手构建以“健、美、智”为
核心灵魂的课程体系。 人格有自然人格、

社会人格、精神人格，自然人格更强调健
康，社会人格更强调美丽，精神人格更强
调智慧，“健、美、智”三者更加突出了健全
人格的核心素养。

当前，学校正全面实施以“健美智”为
灵魂的课程体系。 我们希望通过几年努
力，在基础性课程方面，各学科围绕“健美
智”形成自己的核心目标和教学方式。 在
拓展性课程方面，着手构建以“健美智”为
灵魂的学科拓展课程群、 校本德育课程
群、学科自主课程、家庭综合素养自主课
程。 比如，中学部的家庭综合素养自主课
程，每个学生开学初要设计在家的“健自
主、美自主、智自主”计划，每月自评后由
家长评价， 然后到学校申请代表荣誉的
“健卡”“美卡”“智卡”。 该项设计，既关注
人格基础，又赋予学生自主设计、自主评
价的权利，很好地体现了培育健全人格的
理念。

只要我们从关注分数、关注升学走向
关注核心素养，从强调共性、过度控制走
向多让孩子自主选择，健全人格的嫩芽就
会如同春风吹拂、雨水滋润，在不经意间
悄悄冒出来。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校长）

□陈钱林

人格才是教育最核心的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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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把教育“拉长”，将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乃至整个人生串起来思考；应该把教育“拓宽”，从分数
和特长之外的习惯、能力、情商、人格等角度思考，从而更好地追求本真的教育。

被誉为 “名儒名将兼名士 ”的于右
任，一生始终不忘国民教育 ，为我国教
育事业立下了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 他
以坚忍不拔的决心、以不同寻常人所能
想象的毅力办大学、办中学、办小学，为
国家和民族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孙中
山曾赞扬他“放眼远大，深维本根”。 说
于右任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
家，确实当之无愧。

在于右任看来，教育固然是国之命
脉，但若误用，则可能成为国之祸根。 因
此， 教育普及与否是一个重要问题，而
普及什么样的教育却是另一个更重要
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考量，于右任曾离
开震旦大学，参与创办复旦公学。 学校
制定的“崇尚科学”“不谈教理”的原则，
自然受到于右任的推崇。 因为，在于右
任的眼里，教育的精神与本质是根本的
方向性问题，教育的取向制约着教育的
其他方面。

或是一所学校的创办远远无法满
足于右任的办学热情所致，在复旦公学
建立不到 3 年的时间，于右任又为解决
留日归国学生的教育问题，与同学一道
创办了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的组织是
一种民主国的政体”， 校内组织多含有
试行民主政治之意，革命气氛由此浓厚
起来，许多教职员工和学生都献身于黄
花岗起义、安庆起义等革命事业。

在中国公学成立 3 年后，因迁址而与
复旦公学咫尺比邻。于右任说：“两校同人
相处密迩，哀时念乱，志事相同，而余复以
复旦学生兼中国公学国文讲席， 师生切
蘼，关系益切。 ”他鼓励学生牢记马相伯先
生的教诲：“不读书不足以救国，不研究深
邃科学，更不足以救当前之中国”。于右任
主张学生在校期间应该广泛学习科学知
识，培养深厚的文化素养，打下坚实的专
业基础；同时，还要知行合一，发展个体服
务社会与国家的各种能力。

在此期间 ，因辛亥军兴 ，复旦公学
校舍被占领，经费没有着落 ，学生人心
涣散，学校名存实亡。 于右任忧心如焚，
便邀请 40 余位校友联名上书临时政府
教育部，使复旦公学得以复校。 他还多
方奔走，建议复旦公学租赁房屋 ，挂牌
招生，争取社会的同情。 最终，离散近一

年的复旦公学师生在徐家汇李公祠重
聚。 可以说，复旦公学此次复校，于右任
功不可没。

有人这样评价：于右任走到哪里，就
把学校办到了哪里。 为了解决孩子们的
就学问题， 于右任和邵力子等还共同创
办了上海大学，并出任校长。 他将上海大
学定位为“不是一个死读书本的学校，而
是一个与革命密切结合的新型的社会学
校”。 正是在这样的定位下，著名的共产
党员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等都在上海
大学工作过。 熟悉于右任的人都知道，由
他创办和参与创办的学校还有 “陕西黄
埔”之称的中山军事学校、西北农林专科
学校（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其办农业
教育的事迹，被媒体评价为“兴学兴农，
功在千秋”的伟业。

这位陕西籍贯的西北汉子，在任陕
西靖国军总司令后驻节三原。 回到了出
生地。 应父老乡亲的邀请，于右任出资
支持西关小学的创建。 后来为了响应民
主革命，于右任将西关小学改名为 “民
治小学”。 在于右任看来，教育的目的既
要具有现实性，又要富有前瞻性 ，特别
是儿童所受的启蒙教育、所学的基础知
识，要能够保证他们今后有效地运用到
社会和生活中。 因此，如果只是把眼前
的所需教给学生，而不考虑他们今后的
发展，则是“妄想支配二十年以后的新

生活”。 他还为民治小学特聘了校长。 从
此，学校的教职员工、学生人数不断增
加，学校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波澜壮阔
的人生岁月里，除去上述学校 ，于右任
创建的学校还有渭北中学 、 渭北师范
（后改为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三原
中学等多所学校。 他一身将报国之志系
于教育， 并在故乡设立了 “右任奖学
金”，并经过运作，让地方政府为辍学女
生成立了省立第三中学女子初中班。

于右任一生为人正直 ， 有民族气
节。 1949 年，于右任被迫随国民党退居
台湾， 而结发妻子与儿女却留在大陆，
从此天各一方。 他在台湾独居的 15 年，
非常渴望落叶归根，但未能如愿。 他所
作的一首令人肝肠寸断的诗词 《望大
陆》，饱含着对祖国和故乡的思念。 就是
这首诗词，曾经被温家宝在回答中外记
者提问时所引用，并无限深情地说：“说
起台湾我就很动情，不由得想起了一位
辛亥革命老人、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临终
前写过的一首哀歌。 ”这位在人生最后
十多年里一直渴望埋骨故乡的人，却死
在了遥远的他乡 ； 这位关中平原的儿
子，却葬在了草木疯长的热带丛林。 但
他创办的多所学校，都以不同方式纪念
着这位办学报国的老人。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
学研究所）

于右任：处处兴学为救国

□杨 阳

为什么校长不
愿放手权力
□孙光友

一次 ，与一位副校长闲聊 ，他说
自己分管后勤工作非常清闲，还兼了
两个班的主课。 原来，他的许多工作
都被校长做了。 在他们学校，最忙最
累的就是校长 ，副校长们都比较 “轻
松”。 问到为什么其他校领导不主动
分担责任， 他却反问一句：“你也是校
长，有些事情你正在做，如果下属对你
说，这些工作您就不用操心了，由我负
责就行了，这能行吗？ ”

权力总是那么让人迷恋。应该说，
在权力面前，大多数校长都是清醒的、
智慧的， 但的确也有一些校长不讲领
导艺术，不愿放手权力，无非存在这些
情况：

一些校长强烈的虚荣心作怪 。
在他们看来 ，校长就要有校长的 “样
子 ”，应该是鹤立鸡群 ，而不是淹没
在群众之中 。 他们特别渴望展示自
己的魄力 、能力和魅力 ，特别享受那
种前呼后拥、呼风唤雨的感觉。 而要
维持校长的这个 “样子 ”，要靠权力
做支撑。

一些校长对个人的驾驭能力信
心不足 。 他们专权 ， 首先是缺乏自
信 ，总以为掌权不牢 ，就会丧失校长
的指挥权和领导权 ， 班子就会失去
执行力 ， 自然就把工作的重心放在
掌权 、用权上 ，巩固自己的 “老大 ”地
位。 其次是缺乏他信，总以为信人不
如信己 ，不放心下属 ，生怕别人做事
不好 ，更担心别人捅出娄子 ，理所当
然就事必躬亲 ， 别人也就理所当然
成为看客。

一些校长工作上过于讲求身先士
卒。他们具有很强的务实精神，从不脱
离一线，从不脱离群众，要求别人做到
的，自己总是首先做到，结果是经常做
了别人该做的事情， 却丢失了一个校
长该做的事情。

还有一些校长存在品质问题。 权
力有两大作用：为民所用，为己所用。
为民所用者不会贪权，权力是人民给
的 ，自己只有服务权 ，终极权力应该
掌握在人民手中 。 为己所用者则不
同 ，在他们眼里 ，权力和利益是对等
的，不谋利，权力就没有价值，要实现
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让自己的
权力最大化。

校长把权力看得太重， 危害性是
非常明显的。 校长专权的直接后果就
是使自己成为独裁者， 而一旦成为独
裁者，无疑就会面临两个更大的后果：
一是个人权力失去监督。 在依法治校
机制还不健全的大环境下， 校长的权
力如果没有制衡， 在名利的诱惑面前
就很容易栽跟头。 事实上我们也看到
了， 因贪污腐败而落马的校长并不鲜
见。二是教师的积极性受到钳制。相对
来说， 教师组成了一个民主意识比较
强的群体，如果校长独断专行，这无疑
会严重挫伤干部教师的积极性， 校长
的领导力将会大打折扣， 最后必将沦
为孤家寡人。更为重要的是，校长失去
干部教师的支持和拥护， 实际上就意
味着湮灭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 最终
受损的不仅是个人， 而是整个学校的
发展和全体教职工的根本利益。所以，
校长如何正确看待和使用权力是一个
大是大非问题，绝对不容忽视。

近年来， 教育部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规章制度，校长既是管理者，更是领
导者。 管理主要在于计划、 组织和控
制，领导主要是确定方向和愿景；管理
者主要依靠运用权力达到目的， 领导
者主要凭借思想、 精神和人格魅力影
响他人。 许多校长都满足于甚至痴迷
于当一个管理者， 却忘了自己更应该
是一个领导者， 这样也就很容易走向
独裁，陷入管理的泥沼。

“校长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思想
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 ”可见
苏霍姆林斯基也是把校长作为精神领
袖的作用放在第一位的。

校长作为学校的灵魂人物， 需要
担负更多的是一个舵手的职责， 主要
任务是引领学校的发展。所以，校长重
在掌舵而非掌权。

（作者系湖南省岳阳市第一中等
专业学校校长）

有人说：于右任走到哪里，就把学校办到了哪里。在其一生中，于右任创办了多所大学和
中小学，振衰起颓，以教兴国，主张通过发展教育来救国，并以此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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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权力面前， 大多数
校长都是清醒的、 智慧的，
但的确也有一些校长不讲
领导艺术， 不愿放手权力。
校长的重要职责是什么？

治校方略

校长观察

教育家影像

于 右 任 （1879 －
1964），原名伯循 ，字诱
人，后以谐音“右任”为
名， 晚年自号 “太平老
人”， 著名的政治家、教
育家、书法家，一生中创
办了多所学校。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