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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因成长而幸福 作为一所省级示范
初中， 连云港市赣榆实
验中学一直行走在实现
“宜人校园， 平等教育”
这一办学理想的路上 。
我以为，实施人文管理，
为学校、 教师和学生的
发展提供适合的环境和
空间， 乃是一校之长的
责任与义务。

角色定位：良师益友
校长只是一个 “名

号”，不能因这个“名号”
拉远与师生的距离 ，让
自己凌驾于师生之上 。
走进学校， 校长应该成
为学生们的良师、 教师
们的益友。

日常管理中， 校长
应该走进班级、 走进课
堂， 扎根于教育教学一
线， 与学生交流学习中
的问题， 并运用专业知
识为他们点拨释疑 ，做
一个 让 学 生 信 服 的 教
师。 课余时间，校长也要
走进食堂、走进宿舍，与
学生边吃边聊， 交流思
想，答疑解惑。

面对教师， 校长不
能把自己当成“官”。 校
长室随时对每一个教师
敞开， 而教师办公室也
经常见到校长的身影 。
在中层办公会、 全校教
师会、 学科教学分析会
上， 校长都应与教师们
和颜悦色地交流， 而不
是“官本位”下的盛气凌
人、颐指气使。 平等的姿
态， 让教师觉得校长可
亲可近， 他们就会对学校的发展坦陈自己的
建议，就课堂教学组织表达自己的看法。在教
师眼中，校长应如家人朋友一般，可以跟自己
推心置腹，坦诚相待。

校长只有放下架子，亲近师生，与师生想
在一起、做在一起，才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学校
管理也才能顺风顺水， 各项工作得以顺利实
施，如此，学校就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管理理念：刚柔相济
在学校管理中，各职能部门的密切配合、

教育教学工作有条不紊的运转， 需要科学规
范的规章制度做保障。但同时，规章制度在实
施中若只是一味地刚性执行，则会违背“以人
为本”的原则，给日常的教育教学管理造成阻
碍。为此，学校管理需要坚持制度约束和人文
关怀并重的原则，达到刚柔相济的管理效果。

我们完善考勤制度， 但摒弃了很多学校
采用的“指纹考勤”“刷脸考勤”的僵化方式；
我们对教师进行“量化考核”，但学生成绩并
非唯一尺度； 我们在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的同
时，把教师个人专业发展作为重要的内容，精
心组织，细致筹划……

管理中，学校还充分发挥职代会和工会
的作用 ，给教师送上温暖的人文关怀 ：教师
节， 鲜花和祝福陪伴在每个教师的左右；三
八节，校领导亲自为女教师献上鲜花；春节，
工会为退休教师和家庭困难的教师送去春
联和慰问金 ；教职工生日 ，他们又会收到学
校香甜的蛋糕和诚挚的祝福……

学校管理是一门艺术， 人文关怀是这项
艺术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刚柔相济的管理，为
教师创造了轻松、和谐、愉悦的工作环境，温
暖、激励着每一个教师。

管理方式：友好对话
对话不仅是一种解决矛盾、 消除冲突的

有效手段， 它的高一级形式是在学校管理者
的主动组织下， 就大家共同关心和关注的问
题和话题，或就某项具体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邀请相关成员对话，以达到智慧集聚、思想统
一、工作改善的目的。 它的特点是在主动、友
好、 合作的心理背景下的智慧集聚和情感交
流， 对工作的改进和改善有着自觉的积极的
促进作用。

校长与教师就学校发展和教师专业发
展过程中某些具体问题开展沟通和交流，并
制定相应的措施，这对学校和教师自身的发
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又如，学校与家长
就如何共同营造健康有效的教育环境等问
题互相交流沟通 ，这对改善家校关系 、提高
家庭教育能力、净化育人环境有着良好的推
动作用。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舵手”，也是教师成
长的标杆。 在校长的率先垂范之下，教师们
就会保持工作的动力而紧随其后，学校便会
呈现出人人奋勇争先、个个比学赶超的优良
校风、教风。

有感而发

管理者言
特色初中

最近，一篇学生作文《母
亲的伤口》始终盘桓于我的脑
海， 并引发我深深的思考：到
底怎样才能写出一篇真实感
人的好文章？

这个问题源于小作者在
文中讲到的一件小事：不知何
时，母亲的食指上出现了一道
约莫一厘米长的伤口，但她还
是替“我”剥好了一碗河虾。小
作者猜测母亲在剥的时候，手
上一定渗着殷殷鲜血，一定痛
苦呻吟，一定忍住疼痛、强打
精神，一只一只地剥。顿时，他
感觉自己的心也在隐隐作痛，
于是决定把虾仁用保鲜膜包
好，放入冰箱，以便第二天早
上回馈母亲。

我问他知不知道一厘米
有多长，然后伸出右手，用拇
指和食指比画了一下。他睁大
眼睛，盯住我的右手，满脸诧
异。的确，一厘米很短，如果只
是浅浅地划了一道伤口，一个

成年人也不会疼到哪里去。再
说，有了伤口，母亲为何不用
创可贴？ 有了创可贴，还会渗
出殷殷鲜血吗？还会疼痛不已
吗？ 他用左手捂住眼睛，耷拉
着脑袋，面红耳赤。 我又问他
是不是亲眼见到母亲用受伤
的手指剥河虾；母亲是不是翘
起食指，用拇指和中指完成这
件简单的事情……再三盘问
下，他终于道出了实情：没有
看见，是想象出来的。 这类作
文可以想象，但所有想象都应
该建立在合理的前提下。换句
话说， 就是要掌握细节的真
实、艺术的真实，而且这个细
节、这个艺术所折射出的故事
必须与你的生活紧密关联。倘
使这个故事与你的生活没有
丝毫关联， 怎会触动你的情
思？ 你又怎会产生写作的冲
动？ 你写它又有什么价值？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母亲
的眼神》，讲母亲吃饭时总盯

住我， 不管我的筷子伸向哪
里，要夹什么菜，她总是投来
关注的目光。 有一次，我心情
沮丧，坐在餐桌边唉声叹气，
不管什么菜，都没胃口。 没吃
两口，我就搁下碗筷。 母亲亦
赶紧放下手中的碗， 刚刚还
飘忽不定的眼神顿时汇聚成
一束灼人的光芒， 死死盯住
我。 我懊恼地嚷嚷了一句：
“你吃你的，看什么看！ ”母亲
赶紧移走视线， 慌乱地端起
饭碗，埋头就扒 ，菜也不吃 。
此后，母亲极少盯住我，尽管
有时还细细打量， 但只是躲
在某个角落。 现在，母亲不在
南京， 我也终于读懂了她的
眼神： 那是渴望我健康的眼
神，是饱含浓浓爱意的眼神，
是希望我工作顺利、 事事如
意的眼神。

如果把写作文比作造房
子，真实就是它的基石。 倘使
基石不够牢固，即便造的房子

再美丽、再精致，也会在不久
的将来轰然坍塌。 怎样才能写
出真实呢？ 无疑就是关注生
活、关注细节。 叶圣陶在《作文
论》中写道：“作文原是生活的
一部分。 我们的生活充实到某
种程度， 自然要说某种的话，
也自然能说某种的话。 譬如孩
子，他熟识了人的眨眼，这回
又看见星的妙美的闪耀，便高
兴地喊道：‘星在向我眨眼
了！ ’他运用他的观察力、想象
力， 使生活向着充实的路，这
时候自然要倾吐这么一句话，
而倾吐出来的又恰好表达了
他的想象与欢喜。 ”

不管是欢喜， 还是烦恼，
都必须紧紧扣住自我经历或
体察的生活。大文豪歌德在 25
岁时写过一部小说《少年维特
的烦恼》。 一个年轻人，来到某
个大城市漂泊， 没有目标，四
处游荡。 历经种种挫折之后，
他对生活感到迷惘，觉得未来

没有希望，最终选择以一把手
枪结束自己的生命， 逃离人
世。 小说刚一出版，就引起巨
大争议， 批评家们纷纷认为：
主人公维特的形象太糟糕了，
既没有值得学习的优点，也无
法给读者提供任何启示。 然而
恰恰相反，这部小说获得了读
者的热捧，因为它道出了当时
许多年轻人内心的痛苦。 歌德
也一夜成名，成为炙手可热的
作家。 慢慢地，读者发觉这就
是歌德的真实经历， 因此，与
其说这是歌德在进行文学创
作，不如说他是在倾诉心中的
痛楚。

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作
文就是做人， 做老老实实的
人，写实实在在的文。 我们要
引导学生在对话中发现自然、
发现自我、发现社会，展示青
春花季的心声；要像人的呼吸
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而
非闭门造车，胡思乱想。

3 月中旬是充满生机的时
节。 伴随着连云港市赣榆实验
中学的校园里萌发的点点新
绿， 即将于今年夏天毕业的九
年级学生开展了认领“心愿树”
活动。 学生们认领了本班的心
愿树， 为它们浇水， 挂上心愿
牌，许下中考誓言，留下毕业心
愿。 赣榆实验中学见证着学子
们的茁壮成长和教师们的不断
提升。在这里，生命因教育而成
长，生命因成长而幸福。

以生为本
构建活力课堂

“你别着急， 这一题其实
应该这么做……”初一（7）班
的宋昱同学回过身，耐心地在
纸上一笔一划地写着，为小组
同学讲解问题。 课堂上的寻常
一幕，正是赣榆实验中学生本
课堂教学模式“生生互动”中
的一个环节。

学校结合学情和各学科
特点，推出了“5+30+10”和“5+
25+10+5”两种课堂结构，把学
习时间还给学生， 精讲多练，
使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副校
长朱正斌解释道：“‘5’指的是
温习旧知，课前 5 分钟，教师
对上节课所学内容进行复习
检查，对新授课内容进行预习
检查，鼓励各小组积极展示交
流。‘30’指的是学教新知，师
生互动， 合作探究新知识，形
成新能力。 最后是巩固反馈，
课堂结束前的 10 分钟或 5 分
钟，学生用来当堂巩固，以记
忆 、背诵 、练习为主 ，检查为
辅。 教师下课前再开展简短的
交流、点评及总结。 ”

在生本课堂教学模式下，
师生、生生热烈讨论，相互配
合， 共同完成新内容的学与
教。教师兼顾座位安排和学习
状况， 将班级学生分为 4~6
人一组。 作为小组长，宋昱经
常督促自己的组员们完成练
习， 彼此间也有了学习的默
契。“有一回，数学老师布置
了一道难题， 我们小组冥思
苦想、讨论碰撞，最终解出了
正确答案，别提多开心了。”宋
昱说道。

在教师讲授和师生、生生
交流的不断切换中，学生巩固
所学，实现内化，提升能力。 校

长陈明说：“课堂上， 合作、探
究、 交流成为主要学习方法，
师生、生生互动成为课堂的常
态景观。 学生学得轻松快乐，
教师教得高效幸福。 ”

扎实的课堂教学改革、创
新的教学管理迎来了教学质
量的连年攀升。 学校在市、区
初中教学质量评估中始终名
列前茅，连续 10 年获得市、区
“教学质量奖” 一等奖、“教学
管理奖”一等奖。

雨润无声
践行生命教育

教学楼一楼大厅里，一排
书柜依墙而立，墙边贴有“‘图
书漂流’盟约”。 面对丰富整齐
的书籍， 学生们或站或坐，沉
浸在阅读的愉快氛围里。 这就
是赣榆实验中学的“图书漂流
驿站”。“我把自己特别喜欢的
《简爱》《呼啸山庄》都带过来，
放在了驿站里。 ”宋昱兴致勃
勃地说。

事实上，这只是学校“阅
读、演讲、写字”三大工程的一
小部分。 为了切实推进“三大
工程” 建设， 学校把阅读、演
讲、 写字纳入校本课程体系，
每周至少安排一节阅读课、一
节演讲课、一节写字课，确保
训练时间和训练效果。 学校为
学生制定了 3 年训练目标：潜
心读书 50 本、 用心练字 1000
张、 当众演讲 10 次。 宋昱介
绍，每天课前 5 分钟，大家轮
流进行命题或自由演讲；中午
则有 20 分钟时间来练习硬笔
字，一、三、五练习汉字，二、四
练习英文，“大家的书法水平
都提升很快”。 朱正斌认为，
“三大工程” 成功引导学生养
成“爱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
惯 ，培养学生“敢说话、善说
话”的表达能力，提高学生“写
对字、写好字”的汉字书写水
平。“学生随时随地有书可读，
校园内一年四季翰墨飘香，读
书学习蔚然成风”。

与此同时，学校致力开发
“1+N” 素质提升社团体系 。
“1”即一个核心“生命”，“N”
则为构成生命成长平台的各
学科兴趣小组和各社团组织，
包括语文学科的海燕文学
社、 经典诗文诵读兴趣小组，

生物学科的生物实践基地，体
育学科的海燕体育俱乐部，美
术音乐学科的泥塑、舞蹈等兴
趣小组……学生在五彩斑斓
的社团和兴趣小组中，各取所
好，各展其长，收获着成长进
步的快乐。

八（10）班的于淼就是舞
蹈小组的“忠实追随者”，“老
师给我们排舞、讲动作，她让
我们把自己的动作想象成动
物的姿态，课堂特别生动”。 排
练之后，于淼和小伙伴们也不
舍离去， 还会跟老师谈谈心、
倾吐烦恼。 一周三次的舞蹈训
练不仅为紧张忙碌的学习生
活增添了色彩，还起到了意想
不到的“加分”效果。“不知道
是调节了心情还是切换了状
态，自跳舞之后，成绩都显著
提高了，我爸妈也非常支持我
去跳舞。 ”于淼微笑着说。

雨滋桃李花千树，风举鲲鹏
路万里。 近年来，赣榆实验中学
学生在省、市、区各级各类比赛
中频频获奖， 每年均超 200 人
次。如在去年“苏教国际杯”江苏
省中学生作文大赛（初中组）中，
该校 3名学生获省级一等奖；校
园科普剧《“三无”食品消亡记》
获省首届科普剧汇演创作一等
奖、表演二等奖，并代表江苏省
参加全国科普剧汇演。

“里应外合”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学校的可持续发展有赖于

教师积极性、 主动性与创造性
的充分发挥。 据教务处刘心平
主任介绍， 正因为充分认识到
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学校
建立健全教师专业发展机制，
实施“里应外合”、多管齐下的
发展策略取得了显著成效。

“里” 即校本师本。 学校
强化教学常规管理， 对教学
常规活动实行全程跟踪督
查， 通过行政人员“推门听
课”、 教师校内开设公开课、
教研组磨课议课等形式 ，引
导激励教师紧紧围绕学生学
习中的问题组织教学， 增强
教 学 的 针 对 性 和 实 效 性 。
2016 年， 洪战华老师为区级
优质课比赛备课时，对如何解
读《都市精灵》一文一头雾水，
原因是“把握不住教学目标”。
在语文教研组李健等资深教
师的指导下， 洪老师设计教
案、反复磨课，从写作手法、语
言赏析等多角度确定教案板
块，“我们足足改了七稿。 ”李
老师回忆。 最终，洪老师一路
“过关斩将”，取得了省级优质
课比赛二等奖的佳绩。 如今，
经过不断提升和学习，洪老师

已成长为赣榆区“411” 骨干
教师、连云港市“教学标兵”。

“外”即他人外部。“学校
经常聘请市、 区教育专家、名
特教师来校开设讲座、听课指
导，承办市、区大型教学活动，
组织教师外出考察、 学习、交
流。 一系列活动帮助教师开阔
了视野、更新了观念、提升了
教学艺术。 ”陈明校长如是说。

近年来，学校师资队伍得
到了长足发展，整体素质不断
提升。 学校现有省特级教师 3
名，市、区级骨干教师、学科带
头人等 30 余人， 各级教学基
本功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教学
能手 30 余人。 学校教科研工
作蒸蒸日上，有在研省级课题
4 个、市级课题 10 个、区级课
题 15 个； 教师在中文核心刊
物发表论文 20 余篇，30 余人
次在“师陶杯”“五四杯”等重
大赛事中获高等级奖项。

在赣榆实验中学， 莘莘学
子收获着快乐学习、 全面发展
的幸福， 而教师们则享受着教
书育人、专业成长的幸福。正如
认领“心愿树”活动中杨淑淇同
学所说，“我们眷恋着母校，也
向往着更广阔的未来。 但是不
论走到哪里， 感恩的心都会像
这些树苗一样， 深深扎根在母
校这片幸福的沃土上！ ”

———连云港市赣榆实验中学教育教学改革侧记

在
人
文
管
理
中
追
求
办
学
理
想

2019年 3月 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于国宁 张雪韵 助理编辑：陈研 E-mail:jsjybczjy@126.com

■
连
云
港
市
赣
榆
实
验
中
学

陈
明

小小组组合合作作做做实实验验 青青年年教教师师会会课课比比赛赛

少少先先大大队队建建队队仪仪式式 三三八八节节为为女女教教师师献献花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