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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细柳校长忆教学

杨汉潜回忆校风建设

我原来在普通中学教书，84 年任职贵阳市第十八

中学的校长，正值贵阳市小升初进行改革，十八中的

工作开展也非常有难度，但是正是由于有这段经历，

为后来，也就是 94 年到幼师担任副校长提供了经验。

我是 94 年到幼师的，瞿校长已经退休了，杨校长

也只是带班上课，肖校长是93年年底担任幼师的校长，

我和肖校长这一届班子也正好是招生改革的时期，可

以说是重新起步的阶段，我在学校 7 年半，从一开始

学校只有 9 个班，平稳发展到二十几个班。这种平稳

发展同原来的领导，张亮书记、瞿校长、杨校长、肖

校长他们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也为后来，到今天

幼师的不断发展有很大的意义和作用。

初到幼师，一跨进幼师的校门，我就发出感慨，啊，

这是到了花园吧。这就是个小巧玲珑的公园，环境很

美，在我之前所经历过的普通中学，这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个感受就是幼师学校闹中取静，环境很美，来这

里工作很好，很幸福。

之前在普通中学工作重点在于抓升学率，改善整

个学校的学习风貌，到了幼师就完全不同了，幼师是

中专，没有升学的压力，但是面临就业等其他问题。

学校的特点和发展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因此第二个感

触就是工作氛围比较轻松。并且幼师的老师的衣着打

扮、谈吐举止和普通学校是很不一样的，非常优雅，

很有气质，同样，学生进校之前，有些走路姿势都歪

贵阳幼师的建立是基于建立贵州

省内第一所幼儿师范院校这样的想法，

当时全国只有三个省没有这样的专业院

校，所以领导很重视，当时的第一任校

领导瞿校长、张亮书记对学校的定位就

是第一流。

我当时在学校是教导主任，负责

教学和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我就根据

“第一流”来思考怎么去开展工作。“第

一流”首先应该在贵州省是要打得响的

学校，其质量应该体现在毕业生身上。

因此就着手于校服的制定，我们周围的

学校很多，高中、初中、小学都有，我

们学生出去之后应该有别于其他学校，

不只是言谈举止上不同，在工作岗位上

也是不同的。我想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

实现，制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制度，除

了学生守则之外，还规定得有文明礼仪

十二条，从外到内都有要求，比如站姿

坐姿、衣着打扮都是有具体要求的：不

准披头散发，不能戴首饰品，第三只能

穿校服，周末可以穿便装，但是学校里

只能穿校服。当时学生追求时髦，什么

喇叭裤健美裤也很喜欢，但是我们是坚

决不允许的。

这样设想很美好，但是做起来很

艰难，开始的时候连班主任都不能理

解，我们反复解释做工作，然后每个

班召开家长会，再从办学目标、要求

上给家长沟通，实现配合。特别强调

的是，都是独生女孩，都是家里的心

肝宝贝，在学校一定是平等的同学，

不能以自我为中心。

制度制定之后就很需要执行力，贯

彻执行是很难做好的一件事，我肯定要

做好带头作用。我们学校是寄宿制的，

孩子们都是周末回家然后返校。学生周

末回去我们也是一个一个落实查明具体

是不是到家了？还是住在亲戚家。一定

不会发生没有联系清楚的外宿现象。在

周一上午学生返校，我就会提前在校门

口，挨个检查，不符合规范的学生不能

进校，比如有些穿着喇叭裤来学校了，

那不好意思，你要么回去换，不换我当

场就把裤子剪了。现在看起来是过于强

制性了，但是我想一个好的作风好的习

惯，在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强制性也是

有一定的必要的。为什么呢？我如果等

你慢慢理解了，再来执行，就会浪费很

多时间。所以很难执行，我都是亲自监

督，班主任也配合得很好，这样就从外

形上形成一个基本统一，校内如果有其

他学校的学生进来了，立刻就能发现。

此外我们还进行美育教育，女孩子

正好是发育阶段，会有些含胸，我们通

过青春期教育，开展讲座，提出要求，

一个人正确的姿势，头正肩松胸挺腰直

腹收脚平，站有站相才会有美的形象。

再加上我们学校有形体训练，每天早上

六点起床，六点四十五开始舞蹈基础和

形体训练，当时刚刚进校的女孩子，有

些不太注意这个方面，那么通过一年的

训练，甚至一个学期的训练，就会变得

亭亭玉立，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的变化。

从内来要求呢？根据幼儿园的需

要，我们提出了热情、开朗、稳重、大

方八个字，因为冷冰冰的对待孩子肯定

不合适，需要有亲和力有包容性，稳重，

不能轻浮，待人接物都大大方方的。卫

生习惯也要求很多，那个年代我们学校

的女孩子可以每天洗小澡，干净的环境

对身心都好。所以可以看出，我们要求

非常细致，这也是为了幼儿园的需求来

塑造的幼儿教师的形象。

从 84 年到 94 年，我们的女孩子

没有一个出现问题，什么去舞厅去酒吧

夜不归宿，一个也没有，仔细想想我觉

得对得起那些父母，他们把女儿交给我

们就是我们的女儿。女孩子讲守身如玉，

在她们还不够懂事的阶段就把自己交出

去了或者被玷污了，那么会终生遗憾。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

从管理上看我们有三条渠道，一

个是班主任，学生会和团委，我们在行

政会议上做的决定通过这三条线贯彻下

去。其中老师自己也可以进行发挥，比

如我们李美老师，写教学日志，学生值

日制度等等，培养学生自理和自律的能

力。为了让管理和执行制度上能更有效，

也建立了奖惩制度，奖励就是一些小礼

品，饭票之类的，拿来奖励优秀的学生。

惩罚也很严重，坚持原则会得罪

不少人，同时也是因为坚持原则，我们

学校，不到三年就形成了很好的风气，

而且我们的毕业生工作以后，也得到幼

儿园的好评，可以说是高度的评价。我

也因为这些严格的举措得了一些外号，

什么女子监狱的监狱长、女子修道院的

院长，但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学

生的质量，我们用质量说话。

过去这些工作和时光，在我们这些

退休老教师聚会的时候回忆起来，真是

非常美好的，感觉很值得。我们学校身

处闹市，但建设得像一个小花园，而且

外面那些低级的庸俗的东西也都没有进

来，很值得。我们学校当时引起社会上

的反应，对我们学校的评价还是比较高

的。同时也引来一些苍蝇，到了周六放

学，校门口就有些男生蹲守在那，等着

看我们学校的漂亮女生们。我就给学生

讲，你们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有一首

歌词是“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别回头”，

你一回头那些小痞子就会觉得是不是有

意思了，你就抬头往前走，看都不看他

们，这本身也是一种回应。而且我们有

青春期的知识宣传，花季的生理和心理

都在发育，我们就开诚布公跟大家聊聊

这些问题，比如怎么对待异性、怎么择

友等等，很公开不隐瞒。在当时的社会

环境还是比较不好意思说这些的，在这

一块我们就很注重，那么我们女孩子出

去心态就很好，很自尊自爱也很自信。

后来到了 93 年，我也到退休年龄，

就辞职了，但是我很热爱教师的工作，

从校长的位置上下来又当了班主任当了

几个班的口语训练老师，很开心，也在

95 年评上特级教师。到了 97 年，我 61

岁，就正式离开学校了，对教师这个职

业怀有很深厚的感情，我经常说一句话，

我当了一辈子教师，也一辈子学当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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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扭扭的，在学校呆了两三年，

也变得落落大方亭亭玉立。这就

是环境育人，幼师的文化熏陶感

染下的幼师人也是不一样的。

第三，幼师的教学工作和管

理工作都是崭新的，跟普通中学

完全不同。而且我之前作为普通

中学校长，在考试之后发榜之前，

最关心的就是各个学校的分数线，

幼师在这方面给了我非常好的印

象。因为 1984 年幼师建校，我持

续关注几届录取学生的分数都很

高，都是进重点中学的分数线，

可不是一般人想读就能读的，能

读幼师的学生是感到很骄傲和光

荣的。这就是一开始对幼师的感

受，是很美好的印象。

我来了之后首先考虑的就是

怎么转变思路，怎么熟悉情况和

担任工作。作为幼师的副校长，

分管教学和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这两个部分的。从教学上来看，

分为专业课和基础文化课。思想

教育工作呢？当时分了一个年轻

老师张世琴，现在是学生处处长

了，来辅助我开展这一块的工作，

我一看这么年轻朝气蓬勃的老师，

很喜欢她，合作也很默契。她给

我留下了虚心踏实的印象，而且

在执行力上也很有效率，有奖励

有惩罚，尤其惩罚学生方面需要

承受很多压力，总有老师和家长

来说情，她作为一个年轻老师，

能坚持原则，公正的处理学生的

违规情况，难能可贵，相信也对

她自己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我

不仅很喜欢她，也很感谢她在幼

师的工作中和我相伴。

94 年学校面临的巨大的问题

就是国家政策有变，学校扩招了，

而且作为职业学校，录取的都是

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招来的都是

三百多分甚至两百多分的学生，

可以说生源素质降了一大截，远

远比不上刚建校的时候。在这种

情况下，学校的工作就面临如何

重新起步的问题，我考虑的就是

以教学为中心，这无论是普通中

学还是专业学校，教学都是办学

的中心。我重点就思考怎么抓好

课堂教育，怎么让老师备好课上

好课，在教学中发挥最大的效益。

另一方面对学生来说，就要抓常

规要求，抓班级建设，一个学校

整体要好，要走上规范，一定是

以班级为单位，班级走上规范。

我和张世琴老师就制定章程

规范来确定班级常规的标准，并

且公示出来，明确班级工作的大

方向，形成良好的校风。我记得

很清楚的就是幼师的升旗仪式，

周一举行，师生都有发表讲话的

情况，每个班级轮流负责，学生

们穿着统一的校服，庄重肃穆，

很有仪式感。每周末还有交接仪

式，负责升旗的班级要很正式地

将国旗转交给下一个负责的班级，

升旗仪式的坚持说明了我们的班

主任很负责，我们在学生爱国主

义思想的教育也很重视。

在我们这个时期，教学方面，

幼师的文化课比较困难，学生基

础薄弱，兴趣不大，虽然幼师没

有升学的压力，但是要把教学搞

好也很需要花费心思。当时新进

校一些教师，我们就采取老带新

的办法，由老教师带新教师，看

他们备课，教他们写教案，听他

们的课然后给予反馈。也通过教

研组长抓教学工作，关注年轻教

师的状态，评优质课等来促进老

师在自己能力上下功夫，在教学

上下功夫。

在教学方面，有一位老师让

我记忆尤新，就是李美老师，李

美老师可以说是幼师的宝贵财富。

她自己本身对儿童文学十分热爱，

对教学也很热爱，在上儿童文学

的课程上不仅有技巧也很有感情，

此外她还很用心，可以说做了很

多教辅的工作，开展了很多活动。

在她举办的很多活动中，我觉得

最有意义的是学期结束的儿童文

学的能力考核，这个活动是让学

生自由组合，自编自演儿童剧来

表演，这样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然后考察学生的真实能力，而且

能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李美老师还有一个师生联系

本，有个本子就挂在班级墙上，

老师学生都在上面留言，有什么

想法都可以说，然后李美老师会

很有爱心很真诚地回复大家。我

看过这些对话，通过笔墨交流，

学生所说的内容很自然，而老师

的谈话也很亲切，这种方式对于

改善师生关系，拉进师生关系的

距离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整体上

我很赞赏和钦佩李美老师。

我现在了解幼高专的情况，

在学校的领导和年轻老师的努

力下，对幼专的前途充满期望

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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