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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科层组织等级森严、信息传递缓慢、不

利于调动被管理者积极性等弊端，我校从

2005年开始实行“教师执行校长”制度,由

普通教师以学校领导身份直接进行学校管理。这种对

科层管理体制的反转型改造为学校发展带来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

　　反转型组织是一种特别适合专业人才实现创造性

价值的组织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行政领导成为

专业人才的参谋者和服务者，他们用行政资源支持专

业人才，而不是对专业人才发号施令。我校对科层组

织进行反转型改造的重要载体是“教师执行校长”制

度，让教师直接进行学校管理，让其在自我期许和良

好的制度中自然生长起来。我校的“教师执行校长”

制度分为两层：校级“教师执行校长”和年级“教师

执行校长”。

　　1．校级“教师执行校长”—让每个教师都有

机会圆教育之梦

　　2005年8月，我校首次设立校级“教师执行校

长”岗位。“教师执行校长”在全校范围内经民主选

举产生，任期一个月，有职务津贴，拥有倾听、观

察、建议、执行等权力和义务，代表教师参加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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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层管理反转型改造的载体
──“教师执行校长”制度

行政会。每个校级“教师执行校长”要有展现自己特

色、富有学科特点的执政梦想，他将主持召开圆自己

梦想的行政会，部署具体工作，并在同伴们的协助下

实现梦想。

　　在这一制度下，校级“教师执行校长”是如

何工作的呢？彭晓爽老师的案例生动地呈现了这

一过程。

　　彭晓爽曾是草堂小学一名普通的数学教师，上好

自己班的数学课是她最踏实的梦想。虽说不想当将军

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但是，像当“执行校长”这样的

事是彭晓爽平时不敢想象的，因为无论是职称还是教

学成绩，学校比她表现优秀的教师太多了。当教师们

把这个平时很安静的数学教师推选成十月的校级“教

师执行校长”时，实现梦想的渴望在彭晓爽的心中发

芽了。

　　让学校充满快乐数学味道的梦想，终于让彭晓

爽从讲台走向了主席台。在周一的集体早会上，她

鼓起勇气，宣布学校将举行以口算为内容的“加减

乘除大赢家”活动。孩子会喜欢这种充满了“作业

味道 ”的游戏吗？会后，一个个踊跃举起的小手打

消了彭晓爽的顾虑，也让她对自己的执行校长工作

充满了信心。

　　在活动中，有个在班里数学成绩并不好的女孩竟

然杀入了年级决赛。面对有些学生和教师对这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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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疑，彭晓爽选择了相信孩子，因为她自己也曾是

这样，不是没有能力，而是没有被发现。果然，那个

女孩在口算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在年级决赛中，女

孩仍然名列前茅。受到鼓励后，女孩的数学成绩越来

越好；而彭晓爽也从一个沉默的数学老师变成了一个

自信的“执行校长”——她还有很多梦想需要通过这

个舞台来实现。

　　后来，“加减乘除大赢家”活动作为学校的传

统活动被保留下来。5年来，40多位“校级执行校

长”在“执政”期间策划组织了约70次校级活动，

其水平与效果非过去的行政指派可比。40多位教师

圆了自己的教育梦，更让孩子们拥有了特别丰富的

学校生活。

　　2．年级“教师执行校长”—让每个团队都有

机会自创精彩

　　我校建立了名为“学之缘”、“诗之友”等6个年

级执行分校，设立年级“教师执行校长”岗位，由年

级“教师执行校长”（一般任期6年）“组阁”——

建立年级执行分校校长管理机构。这个管理机构有自

己的“教师执行校长”、“教师执行副校长”和“教

师教导主任”。教师们人人都在分校中兼职，参与分

校的管理，每位教师都是年级“教师执行校长”的管

理助手之一。年级执行分校团队思考 多的就是：我

们怎样细致、高效、有特色、有创意地完成学校的工

作？怎样形成分校的风范和品格？所有工作的指向只

有一个：为了孩子。

　　那么，年级“教师执行校长”又是怎样工作的

呢？二年级唐芳校长的团队成长案例记录了他们走过

的路： 

　　2008夏，我们团队成立。我们为分校取名“学之

缘”分校：与学结缘，因学而生。7个班级的命名取

自儒家的经典文献：文博班（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

礼），仁达班（仁者爱人，而达于天下），和乐班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成

长为有修养、有学识的谦谦君子。

　　为了有创意、有特色、高效率地执行和完成学

校赋予我们分校的各项任务，我作为分校“执行校

长”，聘任了分校副校长、教导处主任、德育主任、

财务处主任、活动规划主任、信息处主任、教科室主

任、联络员、资料员、安全员，让每位教师扮演合适

的角色。

　　我们发现，孩子们缺了点儿宁静，于是，砺养安

静，便成了孩子目前最需要的养成教育。

　　怎样柔和地实施这一养成教育？我们放弃疾言厉

色，轻声地和孩子们讲话；我们播放音乐，让轻柔圣

洁的旋律洗涤孩子们身上的浮躁，帮助他们寻找内心

的宁静；我们捧着书本，给孩子们轻声讲述，让经典

故事润泽孩子们的心灵……就这样，我们引领孩子们

在菁菁校园里安静地读书、生活。

　　于是，我们听到了来自教师和家长们的啧啧

赞叹。

　　——这是最安静的一个年级！

　　我们开创不同的学生生活领域，拥有了一套与孩

子们学习生活丝丝入扣的评价体系。

　　有因课堂而生的评价：“倾听小明星”、“发言

小明星”……

　　因读书而生的评价：“书虫升级乐” ……

　　因特色活动而生的评价：在“开心农场我做主”

中评选“小小种植家”、“菜地优秀管理员”、“宣

传护卫小能手”……

　　因年级课程而生的评价：孩子学习年级课程《弟

子规》，我们便评选“孝悌星”；我们研读唐诗，于

是有了“唐诗诵读小老师”……

　　因学校课程而生的评价：“习惯连锁星级会员

卡”，让孩子们在一个又一个的习惯养成中走向完

美；“特别典藏荣誉证书”，发现和珍藏孩子特有的

优秀品质。

　　亲近绘本，吟诵《弟子规》，组织“唐诗专

场”、“激情体育周”、“我和种子同成长”、与新

加坡学校互访等系列活动……

　　如今，我校已有10余位教师担任过分校校长。每

个年级因此成为极具战斗力的团队，在“我的年级校

长”的带领下，教师们精神饱满，目标明确，尽心尽

力。他们的角度与视野是全校性的，目标与归宿指向

创造适合孩子的教育，指向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在团

队中，大家优势互补，互相扶持，绝不让一个人掉

队；每个班都在进步，每个孩子都在成长，每个分校

都在提升。

　　我们相信制度规范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培

育传统，传统积淀文化，文化润泽制度。在5年的实践

中，我们感到，科层组织反转型改造的关键是学校文

二、科层组织反转型改造的关键
──文化、制度与机制的变革



412010/09 | 中小学管理 |

教师发展与管理
Jiaoshifazhanyuguanli

化、制度与机制的变革。

　　1. 新的管理文化的形成

　　“教师执行校长”制度，为教师参与学校管理提

供了渠道，积淀了民主管理文化。学校实现了在校长

的指导下，校长与教师，教师与教师的沟通、协调与

对话；全员都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来，达成了“学校是

大家的，你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你，我们都很重

要”的管理共识。

　　2. 学校管理组织职能的转变

　　我校运用特别适合专业人才创造价值的反转型组

织理论，创造性地实现了学校管理组织职能的转变：

学校管理的核心人员——校长和教导主任等不再充当

发号施令的角色，而是为教师提供服务。

　　行政人员运用管理学校的政务权力以及人力、

物力、财力等行政资源为“教师执行校长”提供服

务，实现决策层和操作层的积极互动。例如：为

“教师执行校长”实现梦想提供调度全校教师的服

务，积极帮助“教师执行校长”解决遇到的难题，

划拨专项活动经费等。教导处等行政部门转变为咨

询、参谋、协调和服务机构，参与到年级分校的决

策与策划中，不再像以前那样作为一级管理机构向

基层组织发布指令。相应地，学校管理的重心下移

到年级分校层面，年级分校成为校长直接面对的基

层组织。

　　3．学校管理制度与机制的重建

　　已往，学校中层组织往往仅起传达、执行指令的

作用。在管理改革中，我们力图超越这种局限，从组

织的整体形态上探索在适度扁平化的基础上形成“一

个校园、三级校长、两级学校、纵横交错、互为织

网”的网络状管理机制。

　　▲ 岗位再造

　　为了 大限度地激发教师的潜力，确保人员

和岗位之间的 佳匹配，我们同时使用“因人设

岗”与“因岗设人”两种岗位设置方法，创造性

地设置两级“教师执行校长”岗位和年级教师管

理岗位。

　　● 因岗设人：主要体现在校级和年级“教师执行

校长”岗位上，教师之才为岗位所用。

　　● 因人设岗：主要体现在年级“教师执行校长”

根据每个教师的特点设计管理岗位，使教师人尽其

才，鲜明地亮出自己。

　　▲ 制度重建

　　我们构建了由四大板块组成的学校“执行校长”

制度系统。

　　● 板块之一：“执行校长”产生制度

　　校级“教师执行校长”由学校各学科组长商议拟

定候选人员，由教导处制作选票，通过教师无记名投

票民主选举产生。年级“教师执行校长”由分校教师

推荐，经行政会讨论后产生。

　　● 板块之二：“执行校长”工作流程制度

　　校级“教师执行校长”当选后，参与行政会，结

合个人特点及本月工作重点，与校长进行商议；确定

包含自己教育梦想的活动，学校的教导处等和各执行

分校都将全力支持；发现学校存在的问题，与行政人

员一起商讨解决。

　　年级“教师执行校长”有两种工作状态：（1）落

实学校布置的工作，让相关教师和行政人员成为学校

工作的服务者。（2）有创意地完成自主决策的工作，

让相关教师和行政人员成为年级分校和年级分校“教

图3: 年级分校“教师执行校长”工作示意图

图2：校级“教师执行校长”工作示意图

图1：反转型组织理论指导下的学校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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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执行校长”的服务者。

　　● 板块之三：“执行校长”责权利制度

　　学校为保障年级分校运行，下放相关的人事权、

财务权、事务权。

　　人事权：年级“教师执行校长”根据需要，运用

团队优势和个人魅力召集有关教师，组建团队，使学

校内部人事管理成为“活水”。

　　财务权：各分校每学期有一定数额的工作启动费

和常规活动费，还可根据分校工作向学校申请特色活

动费。分校“教师执行校长”可在团队的预算范围内

支配经费，公布经费使用情况。

　　事务权：年级“执行校长”既高效完成学校各阶

段的中心任务，又依据分校情况策划、实施年级分校

工作。

　　● 板块之四：“教师执行校长”评价制度

　　① 硬系统评价——执行分校评优考核

　　教导处每位行政人员领衔一个分校，指导分校工

作。每学年，学校从教学质量、纪律、卫生、安全、

信息上传、行政印象、团队合作、团体获奖等方面对

分校评分考核，据此评级奖励。

　　② 软系统评价——两类执行分校工作会

　　“教师执行校长”工作月会：学校每月召开年级

“教师执行校长”工作例会，下达工作任务，了解分

校运行的基本情况，解决急事、难事。这既是交流也

是考核。

　　“教师执行校长”工作年会：年末，通过执行分

校工作年会展示分校工作情况，各分校互相学习、互

相促进。由家长、教师代表、学校行政和社区代表组

成的评委团为每个执行分校的工作打分评议。

　　▲ 机制重建

　　我们逐步完善“教师执行校长”制度，理清了各

级校长之间的关系。

　　● 当家校长与两级“教师执行校长”的关系

　　当家校长统领学校全局工作，适度分权，领导校

级和年级“教师执行校长”，使他们从不同层面有限

地参与学校管理。

　　一位校级“教师执行校长”和6位年级“教师执行

校长”是当家校长被“分权”的结果。一分7份，各织

各的网。小网织成大网，每人都能牵动网。“分权”

织网后，当家校长的角色从绝对责任人变成了后期裁

决者，管理矛盾被转接与后移。“分权”把当家校长

的部分权力下移至教师群体之中，从而被广大教师理

解和接受。

　　● 年级“教师执行校长”和校级“教师执行校

长”的区别

　　年级“教师执行校长”坚决完成学校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和常规管理工作。校级“教师执行校长”更多

地是在圆自己的一个教育梦。

　　年级“教师执行校长”要建立一个分工明确、职

责到位、相对稳定的年级“执行校长”管理机构。校

级“教师执行校长”有相对固定的工作职责，没有固

定的工作团队，为圆梦建立的团队松散而灵活。

　　年级“教师执行校长”有人权、财权、事权，

每个学期末，学校将对年级工作情况进行“有奖考

评”。学校对校级“教师执行校长”，不考核、不

检查。

　　可见，校级“教师执行校长”虽然“官大一

级”，但在实权上却比不得年级“教师执行校长”。

校级“教师执行校长”相当于校级管理的志愿者，他

们看重的是内心的收获。

　　● 年级“教师执行校长”与年级组长的区别

　　年级“教师执行校长”这个词的意义在于，让年

级“教师执行校长”像校长一样工作，像管理一个分

校一样管理一个年级。

　　相对于年级组长的“领命做事”而言，“年级执

行校长”要作管理决策。但同时，作为教师的代表，

“年级执行校长”毕竟不是学校的 高决策者，所

以，他们在管理中 常用的手段是沟通，是用专业优

势去推动工作，用智慧去创造空间。

　　我们通过适度分权，适度确定权力的界限，尽力

使各级校长的权力处于合理状态，相互协调、相互制

衡，力争实现效能 大化，使“教师执行校长”制度

朝着有利于教师发展、有利于推进学校民主管理、调

动教师积极性的方向健康发展。

（编辑　许丽艳）

年级分校“教师执行校长” 过去的年级组长

思维方式 主动创新 领命行事

管理权限

调度年级全面工作

负责整个团队的均衡发展

拥有人事权、财务权、事务权

监督年级教育教学工作

不思考整体推进问题

无人事权、财务权、事务权

团队组建 与学校协商、自主组建 学校指派

运作方式
共同体工作模式

依靠核心团队开展工作

个人工作模式

上传下达、执行学校要求

表1：年级“教师执行校长”与年级组长的区别

Administrator
新建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