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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
镇西曾说：教育不能没有浪
漫气息。银河小学的校园
里 ，时 时 有“ 浪 漫 气 息 ”
涌动。

一项浪漫的作业：
给校长的信

寒暑假，教师们都会给
校长写一封信，这是建校至
今的传统。每期“教师来
信”，校长总会认真点评，还
会选出几封“最佳来信”予
以嘉奖。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
背后，却折射出现代学校管
理“同治共管”的新境界。

在银河，有一些约定俗
成的举措，如已实施十余年
的全员家访。每年 7月上旬
新生报到后，全校教师分成
若干组，利用暑期一周时
间，对新入学的 300多名新
生进行逐一家访。

2017年暑假，有一位老
师在信中提出：“我觉得真
正有意义的家访，倒不如由
新接班的老师上门家访，为
以后的班级工作开展奠定
基础。且家访不一定局限
于开学前一时，可以用一学
期的时间……”

校长把这封信带到了行
政会上。大家一致觉得，这
位老师的建议很可取。于
是，“全员家访”就有了 2.0
版：时间改到每学年开学后
第 2个月，参与人员依然是
全体教师，以所任教学科为
主要参考，分组到班级，但受
访学生却扩大到全校——每
班20%左右的学生征询家长
意见后安排家访；40%左右
的学生安排与家长电话、微
信沟通；40%左右的学生家
长定时与教师当面沟通。这
一调整受到了教师和家长的
一致好评。

学校管理，到底哪儿是中心？有人说，是校
长。可是，校长再能干、勤勉，也不可能方方面面
都看到、想到。只有每位教师都成为“学校的主
人”，才能将管理从单向的“执行”，升级为灵动的

“闭环”，有效地防止管理“内卷化”。

一份浪漫的礼物：
一包花籽

2020年春季，因为疫情影响，开学足足推迟了
2个月。4月 20日复学那天，孩子们收到了一份特
殊的“校长礼物”——一封信，一包花籽。是什么
花呢？老师神秘一笑：你种出来就知道了！于是，
孩子们播种、养护，精心照看。到了 6月，居然真
的开出了美丽的花。

学生陈婉清这样写道：呀！种子发芽了！看
着这嫩芽，我突然明白校长为什么要给我们花种
了，因为我们就像是一颗颗种子，经过努力，终将
会开出花来。这真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一场疫情，把生命教育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一包花籽，让学生经历从播种到开花，真切感受
到生命的托付，这就是“校长礼物”的魅力。

在我校，每年“六一”儿童节，都有校长礼物。
2018年“六一”儿童节，孩子们收到了一套精

美的《十品性明信片》。10个月，10张明信片，呈
现了孩子们笔下的校园生活：水墨社团画的“拔
河”，儿童画社团画的“仰望星空”，剪纸社团画的

“跆拳道”；而文学社的孩子们，则给每张图配上了
诗意的简短文字，校园小诗人张道一的诗歌《跑
步》被印在了明信片的封套上。

2020年“六一”儿童节，校长的礼物是一个地
球仪。手捧地球仪，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解读。
低年级的弟弟妹妹说：“这样，我们不坐飞机就能
看世界啦！”高年级的哥哥姐姐说：“病毒面前，世
界人民是一家，我们同呼吸共命运，团结一心，才
能战胜疫情。”

每一份校长礼物，都承载着特殊的德育功能，
也彰显着学校的办学理念。真正的教育，绝不是

“说”和“教”，而是自觉自主、向善尚美的“悟得”。

一次浪漫的表彰：
“感动银河人物”奖

《小王子》里说，仪式感，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
日子不同，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对于学生家长陈伟忠来说，2019年 1月 29日
意义特殊。这一天，他被评为“2018感动银河人
物”。当大屏幕上打出颁奖词时，全场爆发出热烈
的掌声 :一声陈爸，大事小事，都能解决；几个活
动，班里班外，皆成典范。

2019年 4月，他当选学校家委会主任，积极
主动地主持校服采购、跑道改建、防疫抗疫等各
项活动，并对校家委会的组织架构作了调整。也
正是这一份银河情结，让他在儿子毕业后，依然
担任了教育集团名誉家委会主任，成为了一名

“专职家委”。
“感动银河人物”是银河小学最高级别的荣

誉，两年一届，每届 10人。每一个银河人，无论是
教师、学生、家长、校工，既是推荐人，也是被推荐
对象。保安张师傅就因为工作尽心尽职，获得了
银河师生的一致好评，当选首届“感动银河人物”。
当时他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不是我感动了银
河，而是银河感动了我。”

校园，是汇聚人的地方，更是成全人的地
方，是弥漫着幸福与浪漫的理想国。浪漫，不仅
是教育的举措，更是教育的本质。无论是教师、
学生还是家长，只有心怀浪漫自觉汇聚，朝向共
同愿景进发的时候，美好教育，才能成为诗、成
为歌。

朱永新老师在《未来学校》一书
中，对未来教育趋势作出了预判——
未来学校一定是开放的。银河实验小
学很早便提出了“开放的银河”的理
念，坚持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和姿态
办学。

把校园打开，
让学校成为“无围墙”学校

今天的家长，大部分都接受过高
等教育，他们的权利意识和参与意愿
日趋高涨，他们对教育有着自己的看
法，也有着自己的要求。因此，银河在
家校协同领域，做了许多新的尝试和
努力。

如校服往往会因为质量、款式、价
格等因素，导致众口难调，有的甚至成
了家长投诉的焦点。但在我校，我们
充分授权家长，他们组成采购小组，甚
至开车到江苏，跑厂家、进车间、比材
质，最后，由 87位家长投票确定中标
厂家。

此前，我校有一个塑胶跑道改建
项目。为确保工程质量，让师生家长
放心，我们在家长中遴选出“塑胶跑道
家长工作小组”，邀请他们参与开标前
碰头会、标后交底会、正式施工前的材
料检测预备会，原材料的选样、取样、

抽样、封样过程，也全部都有家长参
与、帮助和指导的身影。

我们发现，当学校遇到热点、难
点、堵点时，合理有效的“退”“让”

“放”，已经逐渐成为银河学校治理的
一种模式；我们发现，家长已经不再是
旁观者与监督者，而是学校教育的“同
盟军”与“合伙人”，他们对学校生出了
一份特殊的情感。我们发现，学校传
统意义上的围墙已不复存在，校园边
界也已向家长逐渐打开。

把教师打开，
让教师无惯性成长

教师工作的特点是循环往复，时
间一长，往往会借助经验和惯性。经
验在成为财富的同时，也会成为成长
的桎梏。所以，“抛开经验，努力把教
师打开，保持一种对教育的初心和好
奇”成了近年来银河学校管理的重要
命题。

我校教师陈溢华是杭州市教坛新
秀，在学校是公认的骨干。在践行新
教育卓越课程的过程中，学校发现陈
溢华研发的“新闻课程”很有创意，于
是鼓励她将“新闻课程”与语文教材结
合，作为一门学科拓展课程来开发，并
帮助她解决了许多推进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3年过去，“新闻课程”产生了巨
大效应，陈溢华所带班级学生的语文
成绩进步迅速，综合素养更是令人刮
目相看。面对孩子们的变化，陈溢华
感慨良多：“年过 40，最初的激情早已
消失殆尽。改变我、重塑我的，就是银
河课改，就是新闻课程。”

和陈溢华一样的教师，在我校还
有很多。也正是因为我校有一支能努
力“将自己打开”的教师队伍，我们才
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承办 2020年全
国新教育示范学校开放日活动。银河
集团 143名教师中，有 66名教师参与
了各类展示。

新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忠玲感
叹：“全国有 60%的学校可以和银河比
硬件，但是有多少学校能培养出如此
优秀的教师队伍？”

把学科打开，
让无边界课程助力课程变革

未来学校的一个共同走向，是学
习方式的变革。我校的课程改革真正
聚焦学习方式的变革，让学习真正
发生。

2019年，银河用整整一年时间来
开展一场学习，主题是“停车系统·未
来城市”。孩子们组队到小区、酒店、

停车场、区政府进行调研。而数学、科
学、艺术等学科教师，则结合学科，渗
透有关停车系统的知识。紧接着，学
生开始设计停车系统的施工图纸，有
手绘版、电脑版，还有乐高建模版。随
后，孩子们通过制作模型来呈现未来
城市中“停车难”问题的解决方案。

2019 年底，银河承办了浙江省
PBL项目式学习观摩研讨活动。学校
将近一年的成果，凝练成视频、论坛、
课堂、展评进行了展示。事实上这场
学习的意义已远超活动本身，项目式
学习撬动学教方式变革的同时，还打
开了各学科的边界。2020年，学校以
课题研究的方式继续推进，确定了“三
大主题”“四个阶段”的操作思路，根据
学校已有课程，设置了基于跨学科的
主题和项目。

打开边界，融通未来，在银河，这
样的课改思路已日渐清晰。

“无围墙学校”是推进学校治理
的一种探索，“无惯性成长”是培养未
来教师的一种模式，“无边界课程”是
撬动学教方式的一种变革。“无围墙
学校”“无惯性成长”“无边界课程”，
看似“三无”，其实是我校当下及未来
的一种朝向。因为，未来不是我们要
去的地方，而是我们正在创造的
地方。

朱老师，您这 12讲我一讲都没落
下。每天晚上，我都会匆匆吃完晚饭，
迫不及待等待开讲。

朱老师，再过两年我就要退休了，
可是现在才知道原来教育还可以这么
做！最后的两年里，我一定要好好试
一试。

……
这是疫情期间，我在 CCtalk实时

互动教育平台做“新教育在银河”系
列直播时，全国各地的老师们给我的
留言。

12天，12讲，竟引来了 45万校长
与一线老师的热切回应，这让我始料
未及。河南一位老师发给我长达 54页
3.2万字的笔记与心得；我的邮箱里，收
到了 200多封教师来信。一夜之间，仿
佛“新教育”这 3个字，把天南海北无数
教师的教育热情点燃了，一如新教育
点燃当年的我。

在全国新教育实验第二十届年会
上，我非常荣幸地获评 2020年全国新
教育“年度人物”。从朱永新老师手中
接过沉甸甸的奖牌，我无限感慨：“大
鹏鸟能够展翅高飞，靠的是大风的托
举；而我能站在这里，靠的是新教育这
么多年的托举。”

幸遇新教育

2007年春天，受杭州市萧山区教
育局委派，我随新教育研究中心赴贵
州参加公益支教。支教回来不久，一
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把我击倒在地。

卧病期间，我读完了新教育研究
中心寄来的几十本童书。在生命的至
暗时刻，是这些书，带着我走进了一个

明亮的世界。
相传老鹰活到 40岁时，不得不飞

到悬崖上，用岩石把喙敲掉，让新的喙
长出来；把指甲拔掉，让新的爪子长出
来；把羽毛拔掉，让新的羽毛长出来。
然后，在5个月以后，才得以重新飞翔。

我恰似这老鹰，在差不多 40岁时，
忍着身与心的双重疼痛，打碎了自己，
清空了自己，然后，找回了一个崭新的
自己。

创造好教育

重返校园后，我便在校长的大力
支持下，开始全心全意践行新教育理
念。14年过去了，当年濒临倒闭的银
河小学，已发展成为拥有一校三区的
银河教育集团。新教育，真的让一所
学校变得与众不同。

我们坚信“阅读，为人生奠基”，所
以，每年都会花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打
造高品质书柜，让每一个孩子真正感
受到，书，是“甜”的。2015年，学校被
评为全国新教育实验书香校园。2017
年，《人民教育》刊发了我们的研究成
果《把每一间教室都建成图书馆》。

我们专注教师团队的锤炼，以每
位教师的优势潜能为核心，通过菜单
式专业发展自选，让教师们在共同体
的同生共进中，实现了最优的发展。
以此撰写的《教师，在研究自己中成
长》获浙江省优秀论文一等奖，《基于
优势潜能的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实
践研究》获中国教育学会优秀论文一
等奖。

我们全力打造一间间完美教室。
“守住每一个孩子，擦亮每一个日子”，

是以班主任为核心的教师团队对每一
间教室的承诺。老师们的用心付出，
让一间间小小的教室生机盎然，6个教
室先后被评为新教育实验“全国十佳
教室”。

我们根据学生的需要，潜心研发
卓越课程。为了让孩子们养成良好的
品性，我们创生了“十品性课程”；为了
消除刚刚步入小学的学生的恐惧感，
我们创生了“入学课程”。短短几年，
先后有 4个课程被评为新教育实验“全
国十佳课程”，1个课程被评为浙江省
德育精品工程。

新教育，让老师们学会了用农人
培育庄稼的心态去看待孩子，教师们
变得更宽容、更温和、更有耐心。新教
育，也促使我们做了许许多多原以为
难以做到的事：每周家信、全科评语、
个案诊疗、全员家访等，且一做就是十
几年。

2010年，银河小学承办全国新教
育开放周活动，从学校文化、儿童课
程、教师阅读、有效课堂等诸多维度，
全面展示新教育实验成果。2020年，
学校承办全国首届新教育示范学校开
放日活动，中国教育电视台作了专题
报道。

传播好教育

2016年，我撰写的《走，我们去找
好教育》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
这本书中，我详尽记录了学校 10年发
展的历程，以及自己的思考与成长。

2020年，我写的《不负晨昏，奋力
生长》参与“我与新教育这些年”征文
评比，幸得新教育研究院院长、著名特

级教师李镇西的点评：
我们常常用米开朗基罗雕塑大

卫来比喻教师的成长。所有的人最
初都是沉睡的大理石，但石头里面潜
藏着“大卫”。教师要做的，就是不断
地挖掘和雕琢。当他们内心深处那
个“大卫”渐渐显露出来的时候，他们
便获得了成长，走向了卓越。朱雪晴
老师的故事，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比
喻。毫无疑问，通过新教育她把自己
雕塑成了“大卫”——这是一个也许
还谈不上“卓越”但已经足以让她吃
惊的自己。

14年，确确实实让我脱胎换骨。
我无限感恩携手新教育的这一段旅
程。我想，如果能以自己的绵薄之力，
让更多老师与孩子的生命因新教育而
变得不同，那将是我最大的荣幸。

这些年，我去过萧山区的 60多所
学校、浙江省内 10余个县（市、区），
还应新教育研究院的邀请，去了国内
20多个省份。我非常乐意与一线的
校长教师们，探讨一个个触及教育最
根本的命题：如何缔造完美教室、如
何研发卓越课程……我希望通过讲
述身边的一个个寻常故事，去鼓励与
唤醒更多老师：

你不尝试着做点能力之外的事，
就永远无法成长。

多一把尺子，就多一批好学生。
你若黯淡，教室就黯淡；你若明

亮，教室就明亮……
新教育，是一份温暖而美好的

事业。而我是一朵小小的蒲公英，
只要有风，我就飞扬；哪里需要，我
就去哪……

只要有风，我就飞扬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朱雪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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