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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地理·北京
近三年来，北京市紧紧围绕推进公平、提升质量这条主线，立足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百姓

“实际获得”为检验标准，打出一系列促进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均衡发展的组合拳，探索出一条具有鲜
明首都特色的教育综合改革“北京路径”，为北京绘制出一幅“教育新地图”。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5 场课改报
告、2场家庭教育专题讲座、36节名师精品
课展示、4场课改主题沙龙……3月27日至
30日，为期 4天的“西北课改名校开放周”
活动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东城一小举
办，来自西北三省区的 500 多名教师代表
与3000多名学生家长走进东城一小观摩、
展示和学习。丰富的学校交流和课堂展
示，精彩的思想碰撞与经验分享，让与会者
大呼“过瘾”。

承办方西安市灞桥区东城一小建校7
年来，在“火文化”引领下，以“点燃成功人
生”为理念，教师勇做“纵火者”，在“灵动课
堂”探索中，点燃学生成功的心灯；社团活
动中，师生高效利用生活废物，让创意的火
花“燃烧”成美丽的艺术作品……六年级学

生组合写就十万言校园小说，学生团队借
助树枝创作木艺《清明上河图》……正是这
样的发展，赢得了社会广泛认可，学校在课
改中崭露头角。鉴于此，这场由陕西师范
大学教务处、西北课改名校共同体联合举
办的“西北课改名校开放周”公益活动，率
先在东城一小开启。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各路专家先
后登场，学科名师也带领学生在课堂激
情绽放。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从宏观层
面分析“基于课程改革的机遇和挑战”，陕
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龙宝新教授
则以“钱学森之问”开启《面向核心素养的
教学改革》的报告，诠释了在课堂教学如
何以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作为课程设计的
出发点，将学习的内容要求和质量要求相
结合，以此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陕
西省宜川中学副校长蒋永升结合教育家
经典案例与自身实践，阐述课堂教学如何

尊重学生、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思
维；陕西师范大学教师专业能力发展中心
副主任何聚厚则将关注点延伸到“互联
网+教学”上。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开放周特别邀请
了上海社科院犹太问题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沙拉·伊马斯和兰心公社跨界思享会发起
人、资深安全管理专家叶子兰做家庭教育
专题讲座。《孩子，今天你如何成长》和《今
天我们如何做家长——触及心灵的正面教

育体验课堂》，吸引了近 4000 名家长和教
师参加。

由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导
师冯加渔博士资助的农村教师专业学习
小组——甘肃省西和县何坝镇强郑中心
小学组，也在校长贺过长的带领下组团赴
东城一小参加此次活动。

活动开幕式上，陕西师范大学、西安
市教育局等单位领导与多家媒体单位负
责人共同出席。由《阳光报》和西北课改
名校共同体主办的“学生和家长心目中的
好教育”征文活动也正式启动。

据了解，以此次开放周为起点，未来
还将陆续举办课改名校、名区的开放周
活动，不断展示西北教育开放的状态和
魅力。

新建九年一贯制学校、教育集团化、
深度联盟、名校办分校、城乡一体化学
校、学区制、一校多址、教育集群……在
北京，这些教改新名词已进入寻常百姓
家，教改方略盘活了存量提升了增量，扩
大了区域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面。日
前，记者从北京市教委了解到，2017 年北
京将在郊区新建 10 所优质校，6 个城区
将新增 25 所优质校，帮扶 15 所郊区校。
这意味着，家长不用托关系择校，孩子也
能在家门口“上好学”。

横向联合发展
大幅度增加优质资源供给总量

在北京市统筹推动下，各区域因地制
宜，以扩大和重组优质教育资源为突破口，
绘制出具有本区域特色的“教育新地图”。

在教育优质资源供给方式上，作为首
都功能核心区的东城区、西城区，选择走优
化内部结构、盘活优质资源之路，破解择校
难题。

东城区在原有八大学区基础上，实施
六大路径融通“学有优教”，包括组建深度
联盟一体化管理学校、建设九年一贯制学
校、构建优质教育资源带、托管制、小班化
教育和教育信息化等，跨学校、通学段全面
推进优质品牌化建设。

在组建深度联盟一体化管理学校时，
东城区采取“大校年级组制”提升普通初中
校办学品质：将优质校与薄弱校联盟结对，
实现软硬件优质资源共享；力推“初中双优
建设工程”，即优质初中（示范高中的初中
部）扩大招生比例，带动辐射周边普通初中
校；优先发展初中（“老二类”初中）实施精
品特色战略，通过控制办学规模、实施小班
化教育、优质高中指标到校等措施，快速实
现全面优质品牌化。比如，177中学与171
中学、国子监中学与五中分校、龙潭中学与
广渠门中学都是深度联盟一体化管理学
校，统一招生、统筹师资、统一教研、同址
上课。

西城区则以街道行政区划为基础推
出 11 个学区，有序扩大教育集团规模。
通过新增和调整，教育集团总数已经达
到 17 个。将长安小学、天宁寺小学等 19
所普通小学并入实验二小、北京小学等
11 所名校，通过集团化办学的辐射效应
大幅度提升优质学位供给。例如，西城
区宏庙小学、实验一小前门分校回流学
生明显增多。家长之所以看好这两所学
校，是因为二者分别成为北师大实验中
学教育集团、北师大附中教育集团成员
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缓解择校热取得
了显著成效。

地处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海淀、
丰台、石景山对优质教育需求迫切。据了
解，朝阳区根据十大功能区定位优质教育
分布，其中 CBD 功能区有优质校近 40
所。丰台、石景山与西城、海淀相邻，着力
在结合带布点留生源，把好学校办到学生
家门口。

海淀区中部、南部是优质学位增量供
给的重点地区。车道沟小学并入北京理工
大学附中后将建成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
首师大附中承办首师大二附中；206 中学
与群英小学合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由北京
十一学校承办，更名为北京十一学校一分
校；人大附中和北京十一学校与中部、南部
部分学校建立深度联盟。这些举措的实施
增加海淀区中南部地区优质学位 7000
余个。

纵向打通学段
九年一贯制成趋势

记者发现，各区域纷纷在纵向上打通
学段，将优质教育资源整合利用，建设九年
一贯制学校，推进对口直升改革。

小学毕业后直升本校初中，不仅省去
了“小升初”选校派位的工作环节，而且有
利于学生适应初中生活，有利于学校在管
理和文化上的一脉相承。专家分析说，九
年一贯制学校能够依托中学优质资源开展
小学教师的教科研培训，推进中小衔接
改革。

截至2016年底，东城区新建33对深度
联盟一体化管理学校、10所九年一贯制学
校、4条教育优质资源带、4个教育集团，42
所首都高校对口支援区内具有体美特色和
英语外教的学校。

西城区推出多所优质初中对口招生
10多所普通小学学生政策。从2015年起，
有 30%的毕业生直升对应初中，以后逐年
递增10%，直到2020年。

地处海淀区的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
超九成小学毕业生可以直升本校中学部。
一分校在师资、课程建设等方面与北京十
一学校对接，深受家长欢迎，一年级片内学

生全部回流。
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解释说，九年

一贯对口直升新模式，从近期看是为家长
提供了中小衔接的“快车道”，引导学生在
家门口“上好学”；从长期看会发挥优质学
校的文化引领作用，激活普通初中办学的
内在活力，提速普通学校成长为优质学校
的进程。

家长提前吃上“定心丸”
优质高中校额到校

专家表示，让更多孩子跳出房子所在
的某一个地区、某一所学校获得更加丰富
的教育资源，在积累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够
拥有探究能力、理性思维和独立自信的品
格，需要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这样的改
革绝非扩大学区划分、增设优质学校那么
简单，还需要辅之以课程设置、考试模式和
社会实践方面的变化。”

据了解，2014 年以来，北京深入推进
基础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在招生入学工作
中重点规范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统筹优质
高中资源。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始终坚持免试就近原
则，不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努力办好每一
所学校，满足老百姓在家门口上好学的愿
望。但由于历史原因，校际之间存在一定
的差距。

为了使每一个孩子得到公平的教育机
会，北京市教委从 2016 年起扩大、统筹优
质高中招生规模，优质高中招生精准投向
普通初中校，提前告知学生及家长2019年
优质高中校额到校招生计划，让每一名就
近入学的孩子都有平等享受优质高中教育
的机会。

据多次建模测算，以 2016 年初一入

学新生数据为基数，精准安排 2019 年每
所一般公办初中校额到校计划，预计到
2019 年 ，全 市 91 所 优 质 高 中 将 安 排
18325 个招生计划用于校额到校工作。
届时，全市 411 所一般公办初中的 3 万余
名学生（占具有升学资格学生 50%以上）
将 通 过 校 内 选 拔 方 式 享 受 校 额 到 校
政策。

为兑现三年后的承诺，让学生及家长
提前吃上“定心丸”，从 2016 年起，北京市
将优质高中校额到校招生计划打印在一般
公办初中的新生入学通知书上。

多部门支持中小学建设
普通校也有“大礼包”

北京市通过高校支持中小学建设、
教科研部门支持中小学发展、民办教育
机构参与中小学学科教学改革、外籍教
师参与中小学英语教学改革等四个杠
杆，撬动优质教育资源流动，使优质教育
资 源 既 有 实 质 性 增 量 ，也 有 流 动 性 均
衡。这四项政策主要针对城区、郊区的
普通中小学。

截至目前，26 所在京高校与海淀、朝
阳、丰台、昌平、石景山、通州、房山、顺义
8 个区教委签署合作协议，对口支持 56
所中小学建设，目前已有 8 万名中小学
生和 6000 余名教师在项目中受益。高校
支持主要体现在丰富课程、培训教师和
开放大学校园上。例如，北京化工大学
在化大附中先后开设了健美操、街舞、围
棋等各具特色、多样化的课程与活动，北
京外国语大学教师与新建的附中、附小
英语教师共同开发了“斑斓阅读”“多语
体验坊”和“有氧英语坊”三个模块的英
语校本教材等。

“教科研部门支持中小学发展”也是
北京市“扩优项目”之一。内容主要包括：
教科研人员在中小学兼课、上示范课和研
究课、组织教师培训、加强骨干培养、健全
研修制度、开展教育改革实验等。三年
来，项目单位从第一批城六区 9 个教科研
机构拓展到覆盖全市各区的 21 个教科研
部门、41 所学校。目前，市级教科研部门
派出优秀教师 122 名，完成专题培训和学
科课程共计 2000 多课时，区级教科研部
门派出 238 名优秀教研员，完成学科课时
1.5万节。

从2014年起，北京市教委通过购买服
务、公开招标方式，引进新东方、好未来、学
大等 13 家民办教育机构参与到东城、西
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通州、昌平、
大兴、平谷等 10个区 101所中小学的学科
教学改革中。引进机构共派出600余名教
师进入学校，授课约 18 万课时，覆盖学生
约4万人。

在外籍教师参与中小学英语教学项目
中，整合了北京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
学、北京语言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10所在
京高校和北京教育学院、北京国际教育交

流中心等市教委直属单位，以及学而思等
民办教育机构，协助东城、通州等9个区的
150 余所普通中小学聘请英语外教，使外
教不再是过去名校独有的“奢侈品”。除了
常规口语课程之外，外教还积极参与校本
课程开发、英语社团、戏剧活动，甚至涉及
篮球、艺术等多方面。

如果把优质教育资源相对集中的地区
比作“峰”，教育资源相对薄弱的地区比作

“谷”，从最近两年的时间维度观察北京市
教育资源分布会发现，“峰”继续增高，“谷”
加速抬升，二者差距不断缩小，一个个教育

“高原”正在形成，渐成连片之势。兜“底
线”、补“短板”、填“洼地”的方式，正在让每
一个学生平等地享有接受优质教育资源的
机会。

从学农到社会实践
多渠道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三年来，北京市除立体整合优质教育
资源外，还力求提升中小学生核心素养。

自2014年9月至今，北京市有10万余
名中小学生前往天安门、国家博物馆、首
都博物馆和抗日战争纪念馆，在庄严的纪
念仪式、丰厚的文化氛围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其中“四个一”活动，即至
少参加一次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分别走
进一次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抗日战
争纪念馆。据悉，北京市教委拨出专项经
费，区县教委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落实“四
个一”活动。

2015 年秋季，初中生学农教育启动。
据介绍，学农教育采取封闭式管理，课程设
置分为必修和选修，侧重除草、施肥、养殖
等体验类课程，集农事教育和农事劳动为
一体，实行网上自主选课，学生走班上课，
打乱原有班级建制。

作为北京市中考改革的重要配套举
措，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自 2015 年
秋季学期起实施。市教委通过政府购买
服务方式，整合高校、科研院所、科普场
馆、社会团体、企业等各类单位的优质科
技教育资源，吸引了包括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中科院软件所在内的 453 家资源单
位，围绕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开发涵盖
自然与环境、能源与材料、机构与机械、健
康与安全、数据与信息、电子与控制等 6
大领域的 1992 个活动项目，为全市 18 万
初中生提供优质、丰富、多元的科技教育
服务。

至今，活动已累计服务约 168 万人
次。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网络平台
自主选择丰富的主题活动，走进高校实验
室、博物馆、创客空间等校外学习场所，在
大学教授、研究员、工程师的指导下，通过
两个小时动手实践，体验科技前沿领域成
果，感受科学魅力，全面培养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

未来，北京不仅要继续实施学区制和
集团化教育改革，还将快速提升普通学校
办学质量。

新建新建1010所学校所学校 新增新增2525所优质校所优质校 帮扶帮扶1515所郊区校所郊区校

北京绘制“教育新地图”

“西北课改名校开放周”公益活动开启

北京区划图北京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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