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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名校学习 常规管理要“三化”
长沙教育学院 张思明
在名校参观，一个感觉是
“
热”，外来人员
学习热情高，人员众多。 另一个感觉是
“
冷”
—接待方之
——
“
冷”，没有组织学生欢迎，没有
专人引导， 没有巨幅标语欢迎， 没有水果摆
设，似乎在礼节上并不热情。 然而，学校的课
堂是开放的，你可以去任意一间教室听课；学
校的经验是敞开的， 学校最原始的管理制度
都可以供你学习；参观活动的安排是有序的，
安排了什么活动，什么时间就会开始，特殊情
况，一定会有专人通知。
在名校参观期间， 除了感觉到不是那
么的热情之外，细细回想，倒真没有什么不
周到之处，该听的、该看的、该学的，一切能
都满足。 一大批参观者走了，一大批参观者
又来， 学校的一切活动按照正常轨道在进
行。 我们不得不佩服名校常规管理的到位，
常规管理管出了成效，管出了平常态。 名校
管理的全程化、 科学化及人文化是值得我
们研究和学习的课题。
一、实施全程化管理，制订切合校情的
管理规范
全程化管理， 是指全面规划和规范学
校的教育教学活动，有可操作的管理程序。
洋思中学的各项规章制度共有 73 项，大到
学校的校歌、校训、校风、教风、学风、办学
理念，小到各个场所的管理规范，从日常教
学的备、教、批、辅、考，到班主任常规、各个
岗位的工作职责，应有尽有，无一缺漏。
全程化管理， 必须切合校情， 加以量
化，利于考评，利于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进
行。 如果从名称来分析，洋思中学的管理制
度并不觉得有何独特之处。 关键是，学校的
管理制度除了符合教育法规、 上级要求之
外，学校的管理制度经历了校本化的过程，
有利于学校的管理规范。 如《洋思中学师德
考核办法》中，考核细则总共有 28 条，对教
师在学校的行为规范作出了明确的要求，
如禁止使用液化气、 校园内自行车未进车
库等都在考核之列。

全程化管理，必须拒绝“
假管”，执行有 要变、老师的教法要变、学生听课的方式要
力。 名校的管理之细，细到了各个环节；名 变、作业布置形式要变。 每个变化中又提出
校的管理之科学，与学情有机结合；名校的 “
三个结合”，如在作业布置上，要求
“
顺次布
管理之实，实到可以量化并执行。 联系到实 置”、
“
精选布置”、
“
分层要求” 三者结合，以
际，我们有些学校的管理制度一大堆，但可 体现实事求是、减轻负担为目的。
能是从网上下的，用以应付上级检查之用，
三、实施人文化管理，激发教师和学生
有的学校管理制度一大本， 但执行起来却 的发展动力
形同虚设。
人文化的管理， 必须逐步提升学校文
二、实施科学化管理，推进学校教育教 化，形成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校文化，激发
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动力。
学改革
科学化的管理， 必须有先进的教育理
实施人文化的管理，必须以教师为本。
念作指导。 如果学校的管理只管理到了学 人文化的管理要求把教师看成是学校发展
校的每一个层面， 没有科学的管理思想作 的主人，学校领导的好朋友，学生成才的服
依据，还不如没有制度。 东庐中学不折不扣 务员，让教师主动地参与学校管理，使教师
的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自觉成为学校的主人。 东庐中学管理的发
方针，做到了不订教辅资料、取消补课、开 展 已 走 过 了 “靠 校 长——
—靠 制 度 和 机
齐课程开足课时、不分好差班、取消竞赛辅 制——
—靠学校文化和学校精神”的转变，校
导班，以“周周清”的形式，对当周不能过关 长由职务人向经营者转变， 主管领导职权
的学生进行义务辅导。 而这些措施在不真 责统一，成为专业的管理人才；老师由依附
正推行素质教育的学校只能是纸上谈兵。
于学校或领导的人向独立的人转变， 学会
科学化管理，必须有科学的管理流程， 为自己的工作负责任。
管理措施为教学改革服务。 后六中学在常
实施人文化管理， 必须以课堂管理为
规管理中抓严抓细，由细微处着手，做到了 核心。 名校的课堂管理都各具特色。 如洋思
极致。 如对于学生晨读的管理，要求教师先 中学的课堂教学着力创新， 全过程让学生
天到班把第 2 天早读的内容、任务布置好， 自学，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每一步都加强
并写到黑板上， 第 2 天晨读结束前的五分 教师的引导，不搞形式主义和花架子，坚持
钟或正课前的 5 分钟进行严格检查。 对于 堂堂清、日日清、周周清，使每一个学生都
作业， 严格控制作业量， 不能完成的不布 有所发展。
实施人文化管理，必须关爱学生，促进
置，不能批阅的不布置，没有效益的作业不
“
走
布置。 正是在这种严格的管理中，学生的负 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 洋思中学开展了
担减轻，教学质量得以提升。
进洋思、成就未来”、
“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
科学化管理， 必须因时而异， 因势而 系列教育活动；持之以恒开展“扶贫帮困”
变。 在学校管理中，必须处理好继承传统与 活动；欣赏每一位学生，把爱洒向每一位学
适应形势变化的矛盾。 任何学校都有自己 生。
的传统，如果形势变化了，就必须改革管理
溧阳市后六中学胡建军校长说过一句
“
常规 + 细节 + 过程 = 奇迹”。愿每一所
制度。 如注洋思中学的分校管理体制在进 话：
城前和进城后就有了明显的变化。 梅岭中 学校都能以科学的教育理念作指导， 加强
学为应对新一轮新课程改革，提出了“四变 常规管理，落实管理细节，加强过程管理，
三结合的指导观”。“
四变”是指备课的角度 使学校管理再上新的台阶。

如何保持湖南动漫业的先进地位
湖南交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ACG 为英文 Amine、Comic、Game 的
缩写,是动画、漫画、游戏的总称。 ACG 产业
以创意为动力，以版权为核心，波及影视、网
络、音响、书籍甚至玩具、文具、服装、食品、
旅游等行业。以
“
三猫一鹰”（
“
蓝猫”、
“
虹猫”、
“山猫”、金鹰卡通）为核心的湖南动漫产业
积淀了明显的产业优势。 一是起步早、市场
份额大； 二是具有两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即动漫和手机动漫；三是打造
“
动漫湘军”的
核心品牌， 拓维公司于 2008 年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成为我国“动漫第一
股”， 宏梦卡通传播有限公司打算明年在美
国纳斯达克创业板块上市。
随着广东、上海、江浙等地以高投入和
优惠政策刺激动漫业发展，湖南动漫业的领
先地位动摇，甚至人才外流比较严重，在网
络游戏方面则拉得更后。 抓住四个提高，也
许可以扭转被动局面。
一、提高动漫的科学性
我国高速铁路已占据世界制高点，其经
验值得借鉴。 早在 1985 年，就有英国专家认
为中国铁路养护良好，经简单整治，可以跑
200km/h。 90 年代， 我们有了广深准高速。
1995 年，全国第一本《高速铁路》教材出版。
铁路工作者长期学习德国、法国、日本、英国
的高速铁路技术， 并不断进行原创性科研。
在德国专家的帮助下，京津城际和武广高速
铁路相继开通运营， 使最高行车速度达到
394.2 km/h。 不光核心技术，就连站场设计、
车型设计（像海豚）、厕所设计（像飞机）、色
彩搭配、灯光明亮、信息发布、购票方式等都

内外相应，言行相称。

戴力斌

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
动漫的灵魂在于审美和创意。《阿凡达》
的创作，用到了超导、基因工程、新式武器、
恐龙、翼龙、猴子等概念。 创作人员一要深入
生活、深入社会、深入知识海洋，提炼思想，
升华哲学， 才能创作出非昙花一现的作品。
二是广泛汲取社会资源， 拓展两个平台，进
行双向服务，让全社会介入创意并双赢。 三
要设立素材库，将新的美的人、动物、风景、
事件的照片和录像存盘作为复制和优化的
母本，不断更新，不断吻合人民的审美要求。
四要客观处理科学性与娱乐性的关系，既尊
重科学，又富有幻想。 像《西游记》那样带有
前瞻性。
二、提高动漫的教育性
在娱乐节目中，教育性是隐藏的，又是
符合认知规律的。 寓教于乐。 对于文明的潜
移默化，动漫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和社会责
任。 针对于民众某些可能的阶段性缺失或社
会的阶段性要求，动漫界得有反应。
人们对游戏的痴迷程度，真是教育家梦
寐以求的效果。 如能将游戏与教育结合，将
升华教育。 类似于学模拟飞机驾驶和汽车驾
驶员模拟考试。 游戏过关就是对规律的正确
把握。 逐步将各门功课的 CAI（计算机辅助
教学）以游戏的方式取代，并得到考核结果，
将是教育的革命。 从另一方面，老师与动漫
创意师可以相互学习、相互融合、相互服务，
形成一批顶尖水平的精品课程。
三、提高动漫的趣味性
动漫要传播快乐。 除了心境宽宏平常的

——
—韩非

引导外，乐点无所不在。 在神话、寓言中，在
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曲艺、体育、杂技、艺
术、服饰、风俗、礼仪、饮食、天文、地理、生
物、物理、化学、医学中，甚至在政治、军事、
经济中， 拿到历史长河的宏观层面展示或
深入微观比较，都可能出现乐点。 而相声、
小品、哑剧就更不用说了。 信息、动作和形
象的夸张，则放大了趣味性，这里引入那些
尚未被认知的事实，或那些只可意会、难以
言传的事情，也能带来会心一笑。 当然不能
排除各种游戏规则的自娱自乐。 体育在这
里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小时候做游戏、
游泳、 抽陀螺、 踢键子等有很多好玩的活
动，现在也不见了。 国外的一些开心一刹那
的节目，可供参考，哪怕是动物的表演、婴
儿的表演。
四、提高动漫的开放性
市场的拓展，可以你帮人代工、也可以
人帮你代工，借助于网络和两个平台，创意
的拓展，也要借助于网络和两个平台。 广泛
收集、宣传、整合各种资源。 制定切实可行的
周密的游戏规则。 形成一个巨大的动漫制作
和动漫利用的系统工程和社会工程。 在社会
主义制度下， 我们有理由比别人做得更好。
否则，就要调整体制、机制。 对于下游企业，
了解并使用省内最优，省内办不到的就向省
外、国外寻觅合作伙伴。 在决策前进行价值
工程判断。 我们也可以融入世界性的 外包
业务。 这个产业链的拓展，对于第三产业的
整体发展、对非农就业比例的提升、对学生
自主创业的实现都将有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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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公司面临产品市场低迷、原
料紧缺、资金不足的严峻局面。 2008 年
元月一场 50 年一遇的冰灾给公司造
成巨大损失，真是雪上加霜。 为此公司
领导果断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降成
本、降费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作为
一名财务人员我认为不但要做好记
帐、算账和报帐等日常工作，同时还要
做好预测、控制，分析工作，真正做到
为企业当家理财。
如何才能控制成本？ 本人认为控 湖
制成本应从纠正成本信息失真抓起。 南
水
因为公司历年来在控制成本方面采取 口
了不少措施，但由于成本信息失真，所 山
有
以收效甚微。
色
一、 成本信息失真在公司的主要 金
表现
属
1、 为了完成利润指标， 倒挤成 有
限
本。 目前公司下属单位或多或少的存
责
在潜盈潜亏现象。 不区分经营性支出 任
和非经营性支出， 把一些要考核的超 公
支的费用列入非经营性支出项目，如 司
财
挤占福利费现象， 严重违反了财务制 务
度。
部
2、不区分成本核算对象，乱计成
宁
本。 企业没有划清不同成本核算对象
春
之间的成本界限， 使各成本核算对象 燕
归集的成本不实。 如一些费用在分
摊上， 没有按产品的应负担的比例合
理分摊， 造成个别产品成本偏高或偏
低。 从而影响领导层对企业单个产品
是否应继续生产或加大生产力度的决
策。
3、不区分会计期间，乱计成本。 企
业没有划清本期与非本期成本之间的界限， 有个别单位
的将两三个月的发生的水电费和辅助材料费用分摊到一
个月；有的把仓库发出的材料全部视同消耗计入成本，造
成材料单耗忽高忽低，既没可比性，又没真实性；有的由
于成本费用结算不及时造成应由当月负担的成本费用计
入次月， 这些都是没有严格按权责发生制的原则处理成
本项目的结果。
4、成本核算随意性大，主要表现大致有以下几种情
况：①公司的固资折旧由于历史原因，可能家底盘的不够
准，折旧费计提可能与资产不符。 ②是乱提预提费用，有
的单位一方面预提修理费， 一方面发生了修理费又不冲
减预提费用，使成本虚增；有的在期末预提应付工资。 ③
通过增减材料费调节成本。 有的单位在期末突击领用大
批材料，通过领料单直接消耗计入成本，而实际上并未消
耗，变成了账外材料；反之则虚假退库。 ④把在产品及在
建工程的费用都计入了当期成本，造成成本虚增。⑤应该
冲减成本的项目不冲减，使成本相对增大。
在成本失真现象中存货不真实的问题比较突出：①
由于我公司冶炼单位的存货都是以金属物料平衡表来
定的，生产单位为了完成回收率指标,往往会少计消耗
量,从而使统计报表存货虚增，而实物盘亏，如下属分厂
从 1992 年开始铅实际回收率只有 93.50%而报表回收率
大多数年份都在 94%以上， 少算铅含量消耗 1703.334
吨。 ②一些原料采购时由于取样的原因，结算品位可能
比实际高，造成金属含量盘亏。 ③有些单位没按规范的
方法来核算存货， 而公司一般都是采用加权平均法核
算，从而造成单价很乱。 ④一些过期存货仍在账上体现，
虚增资产。 ⑤由于存货的结存不真实，造成材料成本差
异分摊不真实。
由于公司存在以上种种成本失真现象，从而使公司
领导层在一些决策上失误。 最终导致公司未能走出亏损
的困境。
二、杜绝公司成本失真的措施
1、财务人员做到及时结算账务，当月的业务一定要
在当月结算。2、领导应重视成本失真问题，制定一些成本
失真的考核制度，奖罚措施。 只要是真实的成本，哪怕只
降低一点都要重奖，不真实的成本，报表上体现效益再好
也要处罚。 3、相关部门要配合，例如，质管部门要提供真
实的报表和原料品位的化验数据。 供应部门对不正常的
材料收发要查明原因才能收发。 4、及时处理一些过期存
货，要建立定期上报制度。5、财务人员要严格按财务制度
处理会计业务，坚持原则，不搞本位主义，不能按计划考
核指标去做不实的报表，为企业切实把好成本关。6、规范
和统一会计处理方法。只有真正做到了成本真实，企业才
有望出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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