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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所有魅力的学校
□本报记者 白宏太

这样的教师发展会值得开
总编七日谈 24

最近参加了几所学校的年终会议，发
现这些会议与以往相比， 有了一些变化，
而这些变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会议更加
关注“人”了，更加关注身处学校变革发展
中的教师个体了。

有一所小学的会议， 主题是教师发
展，全部内容围绕教师的成长展开。 教师
的烦恼和困惑，教师的感动和喜悦，教师
这一年的收获和失落， 先在小组内讲，然
后再由小组派代表到全体教师大会上分
享。看似简单的一个会，却波澜起伏，过程
中还出现了不少亮点、泪点，把教师都吸
引住了。

会议频出亮点， 是因为校长和教师

不断发现某个教师身上的闪光点， 甚至
蓦然发现学校过去一年中还有那么多值
得骄傲的成绩；泪点，是有些教师的经历
和感受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让发言者和
听众都忍不住落泪。

这个会的最大特点和吸引力，是聚焦
到了“人”。校长在看到学校过去一年取得
的成绩和进步时，关注到了身处其中的教
师个体的喜怒哀乐、得失荣辱。 所以，我们
说，聚焦教师发展的会议值得肯定。

一是这样的会把关注点聚焦到了
“人”，这是抓住了学校发展的根本。 李培根
院士最近讲到“人在哪里”的话题，确实引
人深思：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追

求高效益的高歌猛进中， 是不是能考虑到
其中的个体？ 考虑到他们的情绪和感受，顾
及到他们生活和身心的变化？ 讲“学校梦”，
如果忽略了其中的个人， 恐怕所有的美梦
都会失去根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生产
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在学校的发展中，教师
是最活跃的因素，如果这个“人”的问题解
决不好，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

二是这样的会真能解决一些问题。教
师的发展，不仅有教师个人生活改善的问
题，也有专业成长的问题。 平时学校工作
节奏快，存在许多没有及时解决的困难和
小问题，学校可以借此机会回应，解决问
题。 而面对教师工作上的困惑，工作与生

活的关系等这些大问题、难问题，学校同
样也可以请专家逐一支招，帮助教师想办
法。 事实证明，曾经被认为复杂的问题并
不难解决。

三是不仅解决了眼前的问题，还催生
出后劲。对个体而言，别人看似是小事，有
时也是大事，学校把教师的困难和问题当
成大事来解决， 教师工作起来肯定有干
劲。 一场教师发展会开下来，开出了相互
理解，开出了公开透明，开出了凝聚力，开
出了后劲。 如此，关心教师、相信教师、发
展教师也落到了实处。

我们不能因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
了为什么出发。 教育的终极目标，还是为
了人的发展 ，为
了 人 的 全 面 发
展。 关注 “教师
在哪里”，这样的
年 终 教 师 发 展
会，值得多开。

襍新闻专递襊

教育部规范艺术类专业招生
本报讯（记者 康丽） 近日，教育部

办公厅印发 《关于做好 2016 年普通高等
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进
一步规范艺术类专业招生考试工作。

一是艺术类专业招生办法要更加规
范。 进一步明确了艺术类专业的范围，即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 年）》
中“艺术学门类”下设各专业，以及《普通
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
（2015 年）》 中 “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
类”下设各专业和“民族文化类”“广播影
视类”等部分专业。 要求高校艺术类专业
应综合考虑考生艺术专业成绩和高考文
化成绩，择优选拔录取。 同一高校同一专
业（含同一专业下设各招考方向）应采用
同一种录取办法。

二是艺术类专业考试组织管理工作
要更加严格。要求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应
为本行政区域内考生组织美术和设计类
专业省级统考，有条件的省（区、市）还应
组织音乐、舞蹈、编导等其他艺术类专业
省级统考。高校艺术类专业招生原则上应
使用省级统考成绩作为录取的专业成绩
依据。 省级统考未涵盖的艺术类专业，高
校可组织专业校考。若确需在校外设置考
点，高校须向拟设考点所在地省级招生考
试机构申请同意，并遵守当地考点管理规
定， 主动接受监督。 严禁高校将审核、考
试、选拔等工作下放至学校内设学院（系、
部等部门）独立负责，严禁委托个人或中
介组织开展特殊类型考试招生有关工作。
要求各地或高校要与考评人员签订利益
关系者回避责任书。要建立违规评委黑名
单通报机制。严禁开展特殊类型招生的高
校、内设学院（系、部等）及教职工组织或
参与考前辅导、应试培训。

三是对艺术类专业考生文化素质要
求要逐步提高。 要求录取期间各省 （区、
市）和高校不得为了完成招生计划而降低
初次划定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对于开
展艺术类专业单独考试招生工作的高校，
自划线原则上不得低于生源省份艺术类
同科类本科专业录取控制分数线。

在不少学校仍以升学率和分数为荣的当下，安徽省铜陵市第一中学虽然有着骄人的高考成绩，却没有沾沾自喜 ，而是自觉地
反思教育的价值，回归育人的根本，勇敢地喊出一个理想性目标———

2015 年 9 月 2 日，安徽省铜陵一中新
学期开学典礼。

张弘毅带着淡淡的笑意走到麦克风
前，作为毕业生代表，迎接台下学生的阵阵
欢呼声。

在每年高考成绩稳居全省前列的铜陵
一中，张弘毅不是一个传统的“好学生”，不
仅成绩不算突出，还是校园里的一个“异见
分子”。这不，即将离开母校，他依旧本色不
改，“蛊惑”学弟学妹们要“怀揣一颗折腾的
心 ”，“无须把你的脑袋租给别人做跑马
场”。 这一番个性十足的寄语，不时被学生
们热烈的掌声打断。

奇怪的是，站在张弘毅身后的一排校方
领导，没有丝毫不适，神情里还有几分赞许。

“在这个学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些很
珍贵的东西， 这是过去的学校教育很稀缺
的， 也是我们今天想要呵护、 鼓励和培养
的。 ”提及张弘毅，铜陵一中校长王屹宇既
为有这样的学生而骄傲， 也更加明确了学
校的育人方向。

学校教育的价值何在？ 除了一纸令人
艳羡的大学录取通知， 它还在哪些方面作
用于学生？更为持久、更为深刻地影响着学
生的发展？

面对这样的拷问， 王屹宇和教师们迫
切希望， 在今天的办学实践中找到一个有
意义的答案。

一份学生报纸的前世今生

3 年前，初春的一个早晨。
铜陵一中逸夫楼的大厅里， 密密匝匝

地挤满了人。 大家都被公告栏里的一张小
报吸引住了。 这份名曰 《一中一月》“创刊
号”的小报，略显稚嫩和粗糙，但文笔大胆、

尖锐，对学校的管理多有质疑和批评，辛辣
的内容让学生们看着很过瘾。

这份小报的创办者，就是张弘毅，当时
正读高一。

创办一份报纸的想法，并非心血来潮。
初中时，张弘毅迷上了新闻，开始关注《纽
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南方周末》……
做一个新闻人是他狂热的理想。 有一天，
他惊讶地得知， 南方某中学有一份独立的
学生刊物，且出自高中生之手，他便开始在
家鼓捣起来，一个人撰稿、编辑、排版，在打
印店打印出来， 还自作主张地贴在学校公
告栏里。

第二天，这份“地下小报”就到了政教
处的办公桌上，张弘毅也被“传讯”过去 。
“这家伙太大胆，肯定得挨处分了。 ”同学
们猜测。

连张弘毅自己也没想到， 等待他的居
然是老师们的笑脸。政教处老师说，学校早
有让学生办报的想法， 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人选。 他们希望张弘毅与学校 “合作”，把
《一中一月》坚持办下去。

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意料。就这样，张
弘毅成了《一中一月》名副其实的主编，从
最初的单兵作战经过不断的招兵买马，成
员发展到 3 人、17 人、37 人、59 人……

不过，学校这一“息事宁人”的做法，似
乎带来了更多的问题。

报纸虽然被校方“收编”，但依旧锋芒
毕露，批判色彩不改。 从班级、学校到铜陵
的大情小事，都在他们的“针砭”之列：班干
部选举有没有猫腻？ 艺术节是否变得越来
越功利？校门口的路为什么老堵？铜陵的工
业发展带来哪些环境污染？

在最新一期《一中一月》上，记者看到，
学生们正津津乐道地探讨“早恋”。 编后语

写道，由于读者“反响强烈”，这个话题还要
持续讨论下去。

每期刊发的文章， 都要经过政教处老
师审核。 这些敏感、尖锐的话题，着实让他
们很头痛，但最后都硬着头皮同意刊发。

“只要是政治上不出格， 无关大是大
非 ， 我们都不过多干涉 ， 尊重学生的想
法。 ”学校副书记方联胜笑道。

可是，学生们仍不时冒出一些让老师们
匪夷所思的怪念头。 一天，几个学生来到政
教处，提出要在《一中一月》上登广告、拉赞
助。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老师们断然否决了。

学生们却没有灰心，带上报纸，花了两
个下午，走进学校周边的商店，逐个游说，
最终居然说动了两家。接下来，他们又去找
校领导“公关”，一番软磨硬缠，学校终于同
意了他们的想法。

自此，《一中一月》上有了商业广告，编
辑部成立了专门的广告部， 也有了独立于
学校的经济来源，还可以给作者开稿费了。
这让他们既开心，又自豪！

3 年过去了，《一中一月》先后经历了 4
任主编，队伍壮大到了 100 多人，发行量也
由第一期的 1 份增长至 3500 份。

最重要的是， 学生们在这个过程中有
了沉甸甸的收获。首任主编张弘毅说，他最
大的收获是对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的追
求。 第三任主编刘文洁说， 她从中收获了
坚持下去的勇气。在这个团队里，每个人都
收获了成长，收获了信任，收获了自信。

追根溯源，让人不得不佩服的，是铜陵
一中的教育者面对学生成长中的需求与困
惑时，那份开明与宽容。

“学校教育中不能只有分数，要有一些
活泼、生动、好玩的东西。 ”王屹宇对记者说。

几年前，王屹宇接任铜陵一中校长。那

时他看到，很多学校为了高升学率，不择手
段抢生源，教育被异化为一场拼生源、拼分
数的“军备竞赛”。

王屹宇不愿陷入这样的“怪圈”，一个很
朴素的想法也油然而生：“如果我们的学校
能办得让学生很喜欢，还怕招不到学生吗？ ”

从那时起，“办一所有魅力的学校”，就
成了王屹宇对好学校、 好教育的一种个性
化阐释。

这样的教育理念， 无疑成了 《一中一
月》 在这里诞生并自由生长的土壤。 而从
这份学生刊物出发， 学校更加注重发现学
生的需求，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开设了一
大批学生喜欢、 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选
修课程。 同时，几十个各具特色、多姿多彩
的学生社团也应运而生。

发生在校园里的“政改”尝试

一所有魅力的学校 ， 少不了学生喜
爱的教育内容 ， 也离不开有吸引力的教
育载体。

2014 年秋季，铜陵一中在全省首批开
始了选课走班的尝试。

“学校在高一年级开设了 40 多门选修
课，网上自主选课。 没想到，有的课一推出
来，名额就被秒抢一空。 ”政教处副主任饶
雁鹏笑道。同样火爆的场面，还出现在学校
的社团报名中。 30 多个学生社团，吸引了
2100 多名学生。 因为名额有限，许多学生
为没报上心仪的社团而耿耿于怀。

一旦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他们表现出
的热情着实令教师们吃惊。

每到社团活动时间，学生们打乱班级界
限，各自走向不同的教室，寻找志同道合的
学习伙伴，结识新朋友，学会与更多人交往。

除了选课走班，在学校的各个社团、各
项活动、日常管理中，教师们都自觉地退居
幕后，让学生唱起了主角。

本学期，高二学生方姝通过竞选，当上
了学校社团联盟主席，统管着全校 40 多个
学生社团。

这个文静的女孩，一走马上任，立刻在
学校里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一场 “社团活动
2.0”版本改革。

在过去一年里，学校的社团活动的确
不尽如人意。 怎样让社团活动健康发展，
为学生发展服务呢？方姝在政教处的支持
下，出台了严格的考评制度，引入学分制，
对社团实施课程化管理。 一段时间后，学
校的社团渐渐进入规范运作，活动内容丰
富了，活动质量大为提高。

“每天奔波于教学楼和行政楼之间，跟
校方反复沟通，尽管很累，但看着社团管理
走向制度化，得到大家的称赞，就觉得再累
也值得。 ”方姝深有感触地说。

很难想象， 这些细致而专业的管理办
法，是由这些学生们想出来的。

学校自由、宽松的成长空间，教育者宽
容而放手的态度， 给了学生们实践公共事
务管理的最好契机。

高三学生施晨， 是上一届校学生会主
席。 在任期间，施晨干的一件漂亮事，就是
对学生会的机构进行了大胆改革， 赢得师
生们一片叫好。

也难怪，过去校学生会只有 30 多个成
员，却下设 10 个部门，部长一大堆，典型的
官多兵少。 施晨“上台”后，把过去的 10 个
部压缩为 5 个，闲人少了，干活的多了，工
作效率自然提高了。

如今的校学生会，已经有 100 多人，各
项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大家相互支持，
相互尊重，和谐相处。

高二学生赵佩微记得，身为部长的她，
起初一听到不同意见，就会一顿狠批。哪想
到不久，学校论坛里有人发帖，不点名批评
说， 学生会某部长脾气坏， 容不下不同意
见。 赵佩微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 学着
慢慢地接纳别人。

“现在的学生会，依然会为一件事争得
面红耳赤 ， 但丝毫不影响我们彼此的友
谊。 ”赵佩微说。

学生们还没有意识到， 在这些社团活
动中，他们经历了最初的民主管理实践，现
代公民的理念开始在心里萌芽。这一切，为
他们走向未来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

2015 年 11 月底，福建厦门，在中国教
育学会学术年会的微论坛上， 王屹宇登台
发言， 介绍学校社团建设与核心素养培育
的实践。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李瑾瑜认真听完发
言后， 意味深长地评价说：“办有魅力的学
校，必须尊重人性、关注人情、体现人文、塑
造人格，通过对话、讨论、参与、体验，让学
生表达独立的想法。 ”一语中的，道出了一
中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上的方法旨归。

在这个校园里，学生们像一个个挺立的
向日葵，自信、独立、幸福地成长。 采访中，每
个学生说起母校，都透着喜爱。

“这里更像一所大学，只要你想发展，老
师就会尽力帮助你。 ”高二学生赵文轩说。

“学校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敢于做
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高三学生刘文洁说。

“铜陵一中就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可
以培养多方面的能力。 ”高二学生陶宇轩说。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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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愿年货”情暖留守儿童
新春到来之际，山东省沂南县启

动 “青春同行 情暖留守 ”志愿者活
动。 日前，沂南县库沟中心小学留守
儿童张东香（左）和王明微收到“心愿
年货”，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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