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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以
下简称川师附小）有“五朵私
花”之一的美誉，特别是最近几

年，川师附小的学位更是一席难求。很
多就读附小或者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及
家长评价，附小带给孩子的不仅仅是学
业上的收获，还有视野的开阔，最重要
的是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

执掌川师附小的是一位叫邱华
的女士，气质温婉。7 年前上任时，
甚至连她的家人都担心，性格中缺少

“霸气”的她如何胜任校长这一角
色。但事实上，川师附小的发展势头
十分迅猛，这位温柔的校长是如何驾
驭一所学校的？

温柔是一种
可以持久的力量

初识邱华，她脸上总是带着笑
容，话语轻柔。据川师附小的老师
说，从未见邱华跟人发生过争执。
温柔，是她与生俱来的气质，在邱
华看来，温柔是尊重，是平等，是以
人为本，是在工作中对师生生命的
人文关怀。

作为校长，作为女性，邱华的
管理方式柔中有细。她关心师生
健康，为全校教室及教师办公室安
装了新风系统与空气净化器。为
了解除老师们的后顾之忧，学校每
年都会给全体教职员工购买重疾
保险。她从不要求教师带病坚持
工作或不顾家人生病到校工作。
每个假期，她会给教师布置一项固
定的作业：做一个关心父母的儿
女，做一个体贴配偶的妻子或丈
夫，做一个孩子的好家长。邱华
说，工作与生活都是人生命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能顾此失彼，生活和
美了，工作会更为愉快更有效率。

作为民办学校的校长，邱华每
年会向董事会争取几十万的培训
经费用于安排各学科教师的外出
学习，努力搭建教师专业成长与展
示的平台，从而让教师有归属感、
价值感。从2011年开始执掌川师
附小到现在，邱华已经走过6年。
校长这个岗位上她已经是驾轻就
熟，获得了各方的认可，曾经担心
邱华因为性格中缺少霸气而不太
适合做校长的质疑声也逐渐消

失。邱华用行动证明了，温柔并不
是校长的软肋，相反，和善而坚定
也可以成为事业的助推器。

一位老师在给邱华的信中写
道：“您一定不知道，在需要寻求支
持时，话未说，您轻轻搭过来的一
只手，就已经是满满的支持和鼓励
……您和善且温暖的眼神鼓舞着
多少人为了教育事业和教育理想
而奋斗！……”

邱华说：“教育的目标是要抵
达孩子的心里，我对老师的态度，
决定着老师对待孩子的态度。”

从“校长”到“校长妈妈”
意味着“爱”

做一名小学老师，是邱华童年
时候的梦想。“童年会给人生打上
温暖的底色，对人的一生极其重
要。所以，我希望每一个附小的孩
子，他的生命在童年都能够得到充
分的滋养，为他终身的发展服务。”

曾经的川师附小绿树成荫，但是
绿化隔断阻止了孩子走进草地的脚
步。邱华说，孩子才是校园的主人，
我们应该把绿地还给孩子。于是学
校填土平坑，消除隔断，在绿地上修
建了科技小天地，科技互动空间，狮
山号小火车，在教学楼的墙壁上设置
了攀岩墙，修建了师生小农场……与
其说川师附小是一所学校，不如说这
是一座儿童的成长乐园。

“宝贝，你今天心情好吗？”“宝
贝，你可以跟校长妈妈聊一聊！”邱
华口中的宝贝，除了她7岁的女儿
之外，还有2800多名附小孩子。“每

个孩子都是每个家庭无与伦比的
宝贝，父母把他们送到川师附小学
习，这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信任和
荣耀。”一声“宝贝”，拉近了邱华与
附小孩子之间的距离。

川师附小的学生都称呼邱华
为“校长妈妈”，她说从“校长”到

“校长妈妈”，尽管只是在称呼上多
了两个字，但是“妈妈”这个词语对
于小朋友来说，意味着爱，意味着
接纳。“他们称呼我为校长妈妈，既
表明我愿意像妈妈一样关爱他们，
同时我也要值得他们的信任。”

川师附小设有一个“校长妈妈
信箱”。孩子们的来信五花八门。
有的是表达对校长妈妈的爱，有的
是点自己喜欢的菜肴，有的是要求
增加运动会比赛项目等等。邱华
会不定期地在校园电视台回复孩
子们的来信。如果有的孩子在信
中倾诉烦恼，邱华则会把他们请到
办公室里，面对面地沟通。孩子们
对学校管理提出的意见，邱华则会
转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处理。

这学期的一天，邱华在校园里
遇到一名已经毕业了好几年的小
伙子。他告诉邱华，上小学的时
候，曾经有一次他来迟了被关在了
教室门外，同学们去其他教室上课
了。邱华把他带到办公室里问他
情况并与他聊天，最后小伙子开开
心心地离开了。“我对这件事情的
印象非常深刻，我从来没有想到校
长可以这样亲切地跟学生说话，您
是我唯一记得的校长。”

还有一次，一位家长聊起邱

华，说儿子中午放学后在校门口等
妈妈。过了饭点，但妈妈一直没有
来接他，小男生着急了。正巧被邱
华看到，她给小男生拿了几块钱，
让他先买点东西垫垫肚子，这件事
情过了多年，但是这位孩子的母亲
依旧记忆犹新。

曾经有人问邱华，作为一名校
长，是否有必要去管理那么琐碎的
事情？邱华的答案十分肯定，她
说：“我始终认为儿童是学校的主
人，学校是为儿童发展服务的，所
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孩子们的内心，
了解他们在成长中或者在学习生
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作为校长，我
需要去关爱每一个孩子。”

给每一个儿童生命
足够的滋养

川师附小有“大学中的小学，
小学中的大学”之美誉，这也是很
多家长选择川师附小的理由。感
恩教育是川师附小的一大亮点，已
经坚持了12年，学校会通过层层选
拔，评选出感动校园的十大孝心孩
子，并将孩子的名字刻在学校孝源
的石头上。在邱华看来，无论社会
怎么发展，每个孩子必须先成人，
才能成才。

邱华也一直在思考，怎样利用
大学的资源为孩子的成长服务。
本着“小学为体，大学为用”的思
路，川师附小的孩子走进大学图书
馆，参观校史室，去大学实验室做
实验，聆听教授们的讲座。同时附
小利用大学师资资源，开设了日
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课程，
还开设了服装设计等课程。

川师附小不仅重视学生学业
质量，还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每
期学校给孩子们提供几十门校本
课程供其选择。学生在艺术、体
育、科创、学科学习方面屡获大奖。

最近几年，学校重视学生的研
究性学习，十几名学生被授予“中国
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荣誉称号。

“我们服务对象是儿童，学校
是儿童童年生命最重要的一个生
长场所。以前附小的工作重点在
研究事，后来我们重点研究人，研
究儿童，研究怎样尊重儿童的身心
发展规律和生命的独特性，从而给
每一个儿童生命足够的滋养，让他
成为一个拥有坚实的学科素养，内
心丰盈，具有终身可持续发展力量
的孩子。”邱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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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美国高校合作让国际理解教育落地生根

小学开设四门外语 大学教授也来上课
推进基础教育国际化进程，“川师附小样本”站上世界舞台

随着世界变成了“地球村”，教育国际化
进程不断提速。在成都东部，狮子山上，有
一所“大学中的小学”——四川师范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简称川师附小），一批又一批既
有中华底蕴，又具国际视野的狮山少年，从
这里出发，走向五湖四海。当他们以阳光、
积极的姿态拥抱世界，这份从容与自信，源
自根植于心的基因——国际理解教育。

在这里，小学一年级就用全英文上数
学、科学课。

在这里，除英语之外，还开设了西班牙
语、法语和日语课程。

在这里，大学教授走进课堂，为小学生
亲授外语。

2017年11月，川师附小校长邱华作为
中国校长代表，受邀参加全美第97届社会
研究教育会议，这是美国一年一度最盛大
的文科学术会议。邱华校长站上国际舞
台，以“从教育和跨文化的角度来发现迅猛
发展的中国教育”为题作报告，分享川师附
小国际化教育的实践与成果，这是对川师
附小教育国际化的肯定，也是实力的彰显。

近年来，川师附小通过国际理解课程、
友好学校共建、主题活动、学科渗透等方
式，推进以国际理解教育为主要载体的基
础教育国际化进程，赢得了国内外同行的
瞩目与称道。

引进剑桥课程
发展学生跨文化思维
和交际能力

经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严格评估，川师
附小成为剑桥国际小学社区成员，也是中国
西部第一所剑桥国际小学学校。学生从一
年级开始，每周一次纯英语环境下的剑桥数
学、剑桥科学课程，由获得剑桥大学颁发资
质的专业教师授课，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局的
官员定期到学校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

对于一年级的学生来说，用全英文上
数学、科学课，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尽管每堂课都配备了汉语助教，但助教只
是在最关键的知识点上予以点拨，而非逐
字逐句地翻译，这样一来，学生必须主动调
动英语思维，与同学和老师交流，去理解问
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学校认为，外语教育的目标不仅要满
足语言的交流，也应重视跨文化思维的发
展，品格与素质的培养，以及对多元文化的
了解、理解与包容。

川师附小引进剑桥课程，得到了教育
界同仁的高度认可，一位名校校长对此评
价：“教育国际化是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中
找到一个契合点和平衡点，在促进文化理
解、包容与融合中，达到国际理解、共融共
生、和谐发展的育人目的。”

外语教育不仅是语言的学
习，交流的工具，它还具有思维认
知目标和社会文化目标。也就是
通过外语的学习，去培养学生的
品格、心智以及批判性和创造性
思维能力，让学生学会用另一种
语言去思考，教会学生国际交往
的基本礼仪，使他们成为具有健
康品格和国际视野的世界公民。
秉持这样的理念，川师附小开设
了丰富的多语种外语课程。

课程，是一座学校的核心土
壤。学生就如同一粒种子，根植
于肥沃的土壤之中，慢慢地成
长。川师附小的养分，保证了种
子看待世界的视觉和价值取向。

川师附小是成都市乃至四川
省最早开设英语课的学校之一。
此外，学校分别为四、五、六年级学
生开设了西班牙语、法语和日语的

必修课程，同时还开设选修课以满
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生小学毕
业时，至少接触了四门外语。

附小位于川师大校园内，是
典型的“大学中的小学”，开设丰
富的外语课程，也受益于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学校邀请川师
大外国语学院的教授、师生进入
川师附小的课堂，为小学生上
课，给小学生带来更加宽广的视
野；大学师生观摩小学课堂教
学，与小学老师一起开展教育研
究活动，提升了小学英语教育的
理论基础；附小的优秀英语教师
也会进入大学课堂做兼职教师，
担任外国语学院《小学英语教学
技能》专业选修课的设计与教学
工作，并开展讲座，指导师范生教
育实习。大学、小学一体联动，互
相渗透，多方受益。川师附小与

川师大外国语学院的合作已经成
为小学、大学合作的典范。

外语课程体系的构建，凝聚
了川师附小对育人目标的理
解。学校希望培养“具有中华底
蕴、国际视野的狮山少年”。学
生通过日常学习，逐渐有了对不
同文化的了解与尊重，增强了学
生的文化交流意识和对本民族
文化的认同，从而更加积极地面
向世界与未来。

川师附小不仅有丰富的语
言课程，还编写了“童眼看世界”

“带上英语去旅行”“亲爱的翻译
官”“行走西班牙”等国际化教育
校本课程。在学校看来，关注时
事、关注社会是优秀世界公民的
重要品质，因此，将时代符号和
元素纳入课程，是国际化发展中
课程共建的重要标志。

在全国范围内，小学阶段开
设西班牙语课程的学校屈指可
数，而在川师附小，西班牙语教
学已成为一大特色。正是因为
这一优势，川师附小作为唯一一
所中国学校，成为西班牙巴塞罗
那教育局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文
化交融的六所合作学校之一。

这个合作项目名为“一起
来”，是不同文化背景下跨学科
的研学项目。此项目已在川师
附小开展了两年，第一年以传统
故事为主题，双方相互推荐自己
国家的经典故事，各自去阅读和

理解对方故事内容，然后用绘
画、舞台剧、手工等艺术方式来
演绎。第二年，双方又以儿童歌
曲为主题，用各自的方式来演唱
对方国家的歌曲。

两年来，中西两国学生通过
书信、网络等方式交流，了解彼
此的班级、学校和城市，通过阅
读、唱歌、绘画、舞台剧、乐器演
奏等方式了解对方国家的语言
和文化。川师附小的老师们说，
只有帮助学生经历文化交融，才
能使他们具有兼容并包的胸怀。

受巴塞罗那教育局的邀请，

每年５月，川师附小甄选优秀学
生，赴巴塞罗那考察访问、汇报
表演。所有参与“一起来”项目
的学生作品均编辑成书，并制作
成CD出版发行。在书的最后一
页写道：“这本书和CD，是两个
城市孩子们用嘉泰兰语和中文
合作的成果，给学校提供了非常
有用的教材。一方面，它让遥远
国度的文化离我们近在咫尺；另
一方面，它塑造了一个由学校、
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机构协调合
作开展跨学科研学项目的典
范。”

促进中国西班牙文化交融 塑造跨学科研学项目典范

构建多语种外语校本课程 让学生积极面向世界与未来

每年四月，美国亚特兰
大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师生
都会进入川师附小的课堂，
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交流学
习。这个合作项目已经持
续开展了10多年。

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师
范生在毕业之前，经过申
请、筛选，会有十余名学生
来到川师附小跟岗实习。
他们走进川师附小，在课堂
中学习中国教师的课堂教
学技能，与中方教师合作教
学。他们为学生带来原汁
原味的外语教学，还给老师
们带来不同的贴合儿童心
智的教育教学方法。每年
附小教师都会选择一个主
题与美国老师们开展教学
研讨，一起拟定教学计划，
一起设计教学流程，一起课
后反思。最后再通过中美
同课异构的方式，观察中美

教学的差异，借鉴对方在教
学中的有效做法。

这些国外大学生走入
附小，也走进了中国传统文
化。他们不仅入住中国学生
的家庭，同时，附小还为他们
开设了诸如舞狮、国画、中国
书法、中国民间艺术等中国
传统文化课堂，让他们也感
受中国文化的优美与博大精
深。这也是基于川师附小对
于国际理解教育的认识：在
学校走向现代化、面向国际、
面向未来的同时，也要牢牢
抓住传统文化的根，为每一
个孩子烙上中国传统的底
色、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树
立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而
对于中国文化，不仅自己要
认可和传承，更要把它传播
出去，让孩子带着自信走向
世界，使外国了解并理解真
正的中国文化。

在“请进来”的同时，川
师附小也把学生“送出去”，
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不同
的文化，组织学生参加境外
研学之旅，是川师附小让学
生融入世界的又一大举措。
目前，学校已经同美国、泰
国、新加坡、澳大利亚、西班
牙等国家的多所知名小学结
为友好学校，并建立了长期
合作的国际教育关系。每
年，学校会组织学生到这些
国家游学，深入参与到当地
学生的学习生活中。

每年，学校也会组织教
师去国外的学校考查。
2017年寒假，川师附小就
选派了学校的5位名师前
往美国犹他州参与为期一

个月的浸润式学习的培训，
除了接受州教育厅的培训
外，老师们还深入到犹他州
的小学学校里进行中文教
学，将川师附小好的教学方
式与国外的教育同仁们分
享，也把前沿的思维方式、
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回学校，
辐射并且影响更多的老师。

川师附小的经验，为基
础教育实现教育本土化、现
代化、国际化的实践与探索
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年）》明确提
出：“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
发展。开展多层次、宽领域
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提高我
国教育国际化水平。”同时
还强调，要“培养大批具有
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
能够参与国际事务与国际
竞争的国际化人才”。未
来，川师附小将进一步探索
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实施路
径，着力培养学生多元文化
的理解能力和国际竞争意
识，扩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推动跨文化交流，吸收和借
鉴国际先进的教育思想和
理念，促进学校的内涵、特
色发展。

境外研学之旅 让师生融入世界

邱华校长受邀参加在美
国旧金山举行的全美第97届
社会研究教育会议，并做报告。

川师附小考察团深入巴塞罗那大区及周边12所师范大学、中小学进行参观交流
美国茉莉小学师生与川师附小

学生同唱《茉莉花》

狮山少年用娴熟的英语向美
国客人介绍学校文化产品

温柔校长如何驾驭名校？
专访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校长邱华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您在川师附小收获了
什么？

邱华：我从 1995 年进
入川师附小，22 年里，领
导了解我，包容我，教师信
任我，支持我。22年里，我
在这所校园潜心教育，静
心办学，学校的工作做到
了不短视，不功利，不喧
嚣，不浮躁，一步一步地为
每一个孩子的幸福人生奠
定坚实的基础。这是我最
大的收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社会对于优质的教育
资源需求越来越强烈，您
认为民办教育在当前的教
育环境下，可以发挥哪些
作用？

邱华：民办教育的最
大作用就在于它给家长提
供了教育的多种选择，丰
富了教育的形态。公办教
育首先要满足教育的均
衡，满足国家课程与上级
部门的要求。民办教育由
于体制灵活，在探索教育
改革上应该走在前列。同
时，民办教育因为其多样
性的特点，可以满足不断
发展的社会阶段里家长对
教育的不同需求。（如：主
流型的民办学校，各种创
新型的微小型民办学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您觉得名校应该具备
哪些条件？如何来评价一
所学校是否优质？

邱华：教育要符合学
生发展规律，以人为本，为
学生学业质量、发展性质
量，生命性质量服务。此
外，家长的口碑，学生的感
受（对学校的喜爱）、社会
的评价，学生后续的发展
都是我心目中优质学校的
衡量指标。一所名校的名
如果仅仅是因为它的升学
率高，而以牺牲师生身心

健康与后续发展为代价，
在我心中并不认可这样的
学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您的身份从公立学校
变为民办学校校长，您如
何看待这两者之间的角色
转换？

邱华：相比公立学校，
现在最大的变化就是服务
意识更强，更重视教师的
归属感与价值感，重视孩
子与家长的口碑。但无论
公办校长还是民办校长，
都是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服
务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我们知道每年报考川
师附小的学生特别多，往
往录取比例在15比1。您
认为是好的生源成就了川
师附小的发展，还是因为
川师附小成就了优秀的学
生？

邱华：川师附小也曾
经是想办法到处招生，但
因为在教育中我们坚持了
以儿童为中心，重视孩子
的全面发展，处理好了快
乐童年与幸福人生之间的
关系，从而得到了孩子的
喜爱与家长的信任。孩子
在附小生机勃勃地成长
着 ，也 促 进 着 学 校 的 成
长。学校与孩子是相互成
就的关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您如何面对压力？

邱华：我面对压力一
是通过学习，更加地了解
自我，接纳自我，完善自
我；其次，也会通过倾诉、
聆听来获得支持，获得指
导。明白取经路上的种种
艰难险阻都是成全，不放
弃，不退缩，才能实现自己
希望实践更美好的教育的
理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寰

“校长妈妈”邱华和她的学生孩子们。

四

对 话

用22年时间
潜心教育静心办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