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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代课老师到名校长，她坚持育人比“育分”重要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11 月 29 日清晨 7 点，随着一阵清脆铃声的
响起，长沙市雨花区砂子塘小学校园又焕发了新
的生机。学校党总支书记、砂子塘教育集团总校
长李臻跟往常一样来到学校，巡视体育训练队、
食堂、教学楼，开启一天的工作。

这样的工作节奏几乎是李臻的常态。“我觉
得优秀的校长一定是位实践家，会用丰富的教育
实践来发展自己的教育理念。”曾是长沙首席名
校长的李臻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教育是
一场美好的追寻。美好是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教
育的追寻所在。教育承载了每个人、每个家庭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

寓教于乐 她把课程做成节日
李臻跟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聊起她 32 年从教生涯

中最 欢 乐的时刻，却是刚

刚当上老师的她，带着学生

“逃课”去玩的那个上午。

1990 年， 从 益 阳师 范

毕业的李臻回到父母所在

工 厂的 子弟 学 校 当 教 师。

学校规模不大，每个年级

只有一个班。李臻自制拼音

教具、自绘 课文插图，大

胆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有一次，天气非常晴朗。

看到好天气，李臻便想带

着孩子去附近的水库看映

山红。她跑到校长办公室，

说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

校长同意了。

一下课，李臻班上的学

生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到了

教学楼下集合。她带着学

生来到梓山湖水库，漫山

遍野的映山红惊 艳了每一

个学生。她带着学生们爬

上山，一边采映山红，一边

讲着过去的故事，��所���所�

地亲近美好的自然。

李臻坦言，因为各种各

样的原因，现在的学校和

老师，已经不大可能像她在

32 年前那样，带着孩子来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那个欢乐的场景一直留存

在她�里，提醒她教育本来

的目的和意义。

时 间 悄 悄 溜 走，1998

年春节后，李臻跟�在部

队的丈夫来到长沙，在开福

区清水塘小 学代 课。1999

年暑假，搬家到雨花区的

李臻，来到了家附近的砂子

塘小学找工作。

“你愿不愿意在这里安

居乐业？”时任校长钟克佩

的一句询问，让李臻感到

温暖，也让她下定决�留在

了这里，幸运地成为了学校

仅有的两名代课老师之一。

“当时的砂小就已经�已经��

有名气，学校待我如在编

教师一样，有相同的校服，

有同样的培训机会。这份尊

重，让我深深喜欢上了这所

学校。”李臻由此坚信，爱

和尊重，就是最好的教育。

后来，李臻自告奋勇当起了

年级 组长，还主动上教研

课。

2002 年 9 月，李臻担任

教导主任。这期间，李臻和

老师们一起将课程做成节

日，学校有了第一个“七彩

学科节”，第一个 SZT 校园

英语夏令营，第一个社会大

课堂……这些活动，不仅成

为了学校的“文化名片”，还

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孩子的童年生活应该是美

好的，他们以后回忆起来，

记忆里都应是欢乐。”

以文化人 开设“禹娃”课程让孩子创造美
2009 年 8 月， 李 臻 来 到 砂

子塘教育集团旗下的第一所成员

校—— 砂子塘泰禹小学当校长。

作为首任校长，李臻摸着石头过河，

经历了许多“第一次”，酸甜苦辣

都有。

如今的泰禹小学的校园，有最

阳光的庭院，会开花的栏杆，会

说话的柱子，童话的彩窗，欢乐的

剧场，斑斓的美术馆……还作为

长沙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示范学

校迎接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考

察。不少李臻的同事笑言，泰

禹小学可谓是李臻校长“一手

带起来的崽”。

李臻非常重视营造良好的

学校文化氛围，用文化来滋养

师生。“学校文化是师生一点一

滴创造出来的。学校文化创建

和培育的最终目的，就是欣赏

生命、��生命，培养�的自由、��生命，培养�的自由��生命，培养�的自由

精神与幸福体验，促进学校和

�的优化发展。”

在李臻的同事李静老师看

来，李臻最大的特点是能够鼓

励和支持师生创新。“泰禹小学

的吉祥物、壁画都是由师生一

起来创作的，包括校徽，就是

源自一个学生在美术课堂上的

设计作业。”李臻告诉记者�“她�“她“她

特别重视美育，就是为了唤醒儿童

内�的灵性，让真善美的种子在孩

子的�中生发出来，扎根下去，成

长起来。”

李臻和老师们在泰禹小学开设

了丰富多彩的“禹娃”课程。禹滴

书屋、禹少年邮局、禹点陶艺教

室、禹艺奥尔夫音乐馆、禹翔球馆、

禹禾种植园都是泰禹独有的课程

基地。这些课程基地从儿童视角

出发，给孩子提供童话般的学习

空间和不同尺度的课程体验，让

孩子们在校园里发现美、感受美、

创造美，自主积累学习经验，发

现和传递生活中的美好。

在泰禹小学，教师队伍从建

校伊始的 42 �到 231 �，�数增

加了 4 倍多，每年都有一定数量

的教师流动。培养一支德艺双馨

的教师队伍，是她当校长后花费

最多�思的事情。对于年轻教师，

李臻非常注重对他们的培养，细

�呵护。“�多年轻老师都是从临

聘老师一步一步考编上来的。在

考编之前我不仅会组织名师

给他们辅导，还经常给他们

打气加油。”李臻说，“泰禹

承担了�多区里的教研活动

或者学科竞赛，有不少都是

为了让这种历练的机会离他

们更近一点，为他们搭建更

多的成长平台。”

2019 年 10 月，泰禹小学

十周年庆典，李臻在台上拿

出了一份曾经在这里工作过

的老师名单，并把老师的名

字一一宣读。“创业不易，我

想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记

住曾经为泰禹发展奋斗过的

每一个�。”也正是那一年，

泰禹教育集团成立，发展为

雨花区教育新品牌。

以爱育人 主题毕业典礼引导孩子规划人生
在泰禹小学，李臻的办公桌对

面经常会坐着一个“来自星星的孩

子”——患有自闭症的学生贝贝(化

名 )。贝贝经常会无意识地游走在

校园里，也会去各个办公室串门。

面对这样的学生，李臻选择

敞开自己的怀抱，让他在离自己最

近的地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贝

贝喜欢画画，李臻就拿纸和笔给

他，让他在那里安静地画画。

“泰禹小学十年影展中的蜗牛，

都是贝贝画的。他每次画的看似一

模一样，其实每一只蜗牛都不一

样。”李臻说，“孩子�信任我，也

�愿意跟我相处。看到贝贝画的

太阳、花朵、云彩都在微笑，小

鸟正在接受‘鸟妈妈’的喂食，我

感受到他�中的善良和爱，而这

正是我想给予他的。”

泰禹小学创办初期，被外界

�多�认为“生源并不好”。第一

届学生毕业时，李臻特意组织了一学生毕业时，李臻特意组织了一毕业时，李臻特意组织了一

次特别的毕业典礼。她带着毕业

班的学生来到岳麓山脚下的爱晚

亭，开展了“忆伟�、立壮志”的

主题毕业典礼，“有些孩子和父母

居住在工棚里，我希望通过这样

的方式，引导孩子从小立大志、爱、爱爱

生活，当他们进入中学，就能够对

自己的�生有一个初步的规划”。。

在李臻看来，育�比育分更重

要。“实际上就是�比分数更重要，

立德为先，尤其是‘双减’政策实

施以来，我们更希望家庭、学校、

社会能进一步携手，关注学生的

终身发展，给予滋养孩子一生的

精神力量。”

2017 年 10 月，李臻被授予长

沙市首批中小学名校长工作室首

席校长。

在李臻校长工作室，已经搭

建起一个由 3 位顾问、3 位名校长

和 18 位来自长沙各区县校的校长

组成的团队，李臻希望“工作室里

的成员都能像家�一样，一起结伴

同行”，她也在工作室挂牌时，提

出用至诚之�和知行合一的态度，

促使每一位成员、每一所学校变

得更加美好。

“我已经走访 湖南 12 个县市

的 23 所农村学校，还要多走一些，

乡村校长不容易。”李臻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虽然工作室的四

年任期已满，�她将继续帮助身

边的好校长成长。 “党的二十大报

告首次把教育、科技、�才一体

部署，充分体现了对教育事业的高

度重视和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中

的重要地位作用。各级党委政府

对于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长沙

的教育环境越来越好，校长们可

以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幸

福。”李臻满怀期待地说。

2021 年，李臻离开了辛苦 耕

耘 12 年的泰禹小学，回到砂子塘

小学担任总校长。

如今的砂子塘小学，也从李

臻刚来时的一所名校，发展为一

个教育集团，迈上了高质量发展

的步伐。“砂子塘教育集团坚持理

念传承，坚持教育教学资源共享，

坚持师资、科研、考评‘三融合’。

每个成员校主动办出自己的特色，

强德育，强美育，强劳育……形成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局面，让更、美美与共的局面，让更美美与共的局面，让更

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优质教育。”

“用我青春灿烂年华换你少年

勇敢志坚，用我的生命辉映你的

生命美好无限，阳光下灿烂笑脸

构成一幅爱的画卷，不畏艰险，共

筑美好明天。”李臻对记者哼唱起

校园原创的《青春之歌》，这位从

事教育工作 32 年、从一位代课教

师成长为一位名校长的女性告诉长为一位名校长的女性告诉为一位名校长的女性告诉

记者，她已经谋划好了她的退休生

活，“我这一辈子最喜欢和孩子打

交道，退休后，想去乡村学校教书，

跟山里的孩子一起呼吸新鲜空气，

一起追寻美好的童年”。。

校园的柚子熟了，李臻和孩子们一起过“砂
糖柚子节”。

将课程做成节日，给孩子提供童话学习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