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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

和平区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王伟
认为，教育集团内部的教师融通、跨校
兼课，既能提升教研质量，又能解决个
别学校某些学科教师数量不足的问题，
在多个方面做到了1+1>2。

教育综合改革，改到深处是体制、
机制。对于和平区集团化办学的探
索，沈阳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王
建艳认为，推行优质校集团化办学是
和平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民生
方面的重大突破。以优质学校为龙头
开展集团化办学，可以实现管理、师
资、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是放
大名校功能、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的捷
径 ，是 当 今 教 育 实 现 优 质 公 平 的 新
趋势。

秉持“和谐争第一，实干创唯一”的
发展理念，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平区
真正实现了全区没有薄弱学校，“一校
一品，品品皆精”。

做“势”，领创发展先机

“亲爱的孩子：你好！这是爸爸妈
妈第一次以写信的方式跟你说话。许
多平时当面讲不出来的话，现在可以在

这封家书中谈论一番了……”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长这

么大从没以这种方式和你们聊天，感觉
怪怪的，但很真实。这是我收到的第一
封家书，虽然没有相隔千里，但我依然

感受到了字里行间爱的温度……”
这是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七年级

17 班学生李沛研的父母与她互通的家
书。在沈阳市第一三四中学开展的“弘
扬家教家风，树立家国情怀”主题活动
中，七年级 18个班级 700余名学生都收
到了父母写给他们的一封家书。这一
封封看似普通的手写家书，正悄然改变
着这些正值青春期的孩子们。

像这样的“传家风”“晒家训”“写家
书”系列活动，和平区的所有学校都在
扎实开展。用崔巍的话说，这是“让学
校成为社会文明的策源地”。有专家认
为，这种有中华文化特色的家校互动，
顺应了当前中国教育发展趋势。

校长必须要研究教育发展的大趋
势，以此明势、顺势、借势、成势。和平区

主要领导认为，基础教育发展的大势就
是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
系列指示精神，以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目标，创生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教育样态，这样植根于中华文化的

教育才能与欧美教育对话。
围绕“中国特色，现代教育”的主

题，和平区不仅开展了系列活动，而且
培育了一批示范学校，其中最具代表性
的是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悟道教育”
和南京街第一小学的“灵性教育”。

“悟道教育”具有三重含义，即“悟
学校发展之道、悟教师成长之道和悟
学生学习之道”。它是指在教与学的
过程中，以参与主体的“悟”为主要学
习方式，探究知识的发生、发展规律，
培养和形成创造性思维品质的教育。
据沈阳市第二十中学校长胡继军介
绍，“悟道教育”以“牧民理论”和“还权
思想”为认识基础。“牧民理论”认为，
教师教学的本质是把学生引领到一个

“水草肥美”的地方，让学生依据自己

的需求与能力获取适合自己需要的知
识。“还权思想”认为，教师有改变教学
进度、删减整合教材、设置宽松学习环
境、选择教育资源等权利；学生是学习
的主体，必须把课堂的讲解权、思维主
动权还给学生，使各个层次的学生都
能提升思维品质。

在不断积淀、传承、创新的过程中，
南京街第一小学校长王凯提出了“学校
是一个有灵性的生命体，校园处处灵韵
十足，孩子个个灵动成长”的办学思想，
并把“灵性教育”作为学校的教育哲学。

该校以“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精灵”为
儿童观，秉持“陶冶性灵，启迪智慧，变化
气质”的办学理念，将“办有灵魂的学校，
塑有灵慧的教师，育有灵气的学生”作为
办学目标，通过营造“慧馨灵蕴”的校园
文化，培养“毓秀灵慧”的教师，开展“涵
养心灵”的德育，打造“自主灵动”的课
堂，构建“丰盈灵润”的课程，达成“爱学
习有灵气，懂礼貌展灵秀，勤动手呈灵
巧，善合作显灵通”的育人目标。

“文化要自信，教育先自信。”冯守权
说，“教育自信就必须把教育放在优先发
展的战略位置，让党的教育方针在和平
区落地生根，让每个孩子都能扣好人生
的第一粒扣子，让每个孩子的未来都有
人生出彩的机会。”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教育优质均衡新路径

让阅读成为学生的生命成长方式
□本报记者 康 丽

为什么学生不爱读书，为什么读书成了搞运动，什么样的阅读课程才能调动学生兴趣？

“天天喊阅读重要，但我们在座的各
位天天读书了吗？一说阅读就提各种运
动，如何把阅读真正变成一种生活呢？”
日 前 ，“ 阅 读 启 迪 智 慧·实 践 点 亮 人
生”——北京市朝阳区第十届中小学“阅
读课程设计与实施”学术研讨会在清华
大学附属小学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召
开，北京市朝阳区教委副主任夏青峰抛
出的几个问题引起了与会者的深思。

在夏青峰看来，孩子不爱读书的原
因在于我们的课堂没有引导他们去读
书，没有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如何通
过课堂激发孩子课外阅读的兴趣，真正
解决课内课外一体化问题，我们还需要
做更多的工作”。而这也正是本次会议
关注的重点。

本次研讨会以“阅读课程设计与
实施”为主题，以“基于学科的阅读课
程”“跨学科的阅读课程”和“超学科的
阅读课程”为专题，围绕学生核心素养

的发展，以主题演讲、课堂展示、专家
论坛、课程分享和阅读体验为一体的
多方位形式，全面深入研讨学生发展
和 阅 读 能 力 提 升 中 的 重 点 、难 点 问
题。研讨会上，清华附小商务中心区
实验小学、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朝
阳师范附属小学、陈经纶中学、八十中
学等 5 所学校晒出了各自的阅读课程
设计，无独有偶，这些课程共同指向一
个关键词——整合。当天，清华附小
商务中心区实验小学语文教师韩笑以
一堂跨学科阅读课《蝉》，展示了如何
基于“蝉”的主题运用项目学习的方
式，引起了大家对于整合、对于阅读的
深入思考。

“阅读不是孤立的，阅读也不仅仅
限于书本，更不能与教材割裂，与课堂
分离。我们提倡的是整体课程群的概
念，是在尊重教材的基础上重新发现、
编辑、梳理、提取单篇经典，通过群文阅

读、整本书阅读以及综合实践活动来完
成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们走进教
材，深入挖掘，备课研究，更要体现不同
类型课堂样态的特点，不能做成东北菜
的乱炖。”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强调说，
清华附小不是另辟蹊径，不是在课外再
找时间阅读，而是把阅读纳入课表，通
过课外阅读课内化、课内阅读教学化、
教学阅读评价化，改变学生行为的特
质、思维的品质、精神的气质。

现在，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阅读教
材，与国家课程之间是什么关系？对
此，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嘉铭分校校长李
升华认为，国家课程就是学校开发阅读
课程的“根”，“学校在编写自己的阅读
教材或者开发阅读课程时，可以对国家
课程进行再创造，通过学校的自编教材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营养，但是不会偏离
国家课程这个纲要”。

从课内阅读走向课外阅读，已经成

为阅读教学的必然趋势，但著名儿童阅
读推广人、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刊社副社
长王林特别建议，课外阅读是课本之外
的阅读，而不是课堂之外的阅读，这就
意味着，教师要用正规的课时教课本外
的东西，进而拉大整个教学的框架。不
管是英语课、语文课，还是数学课、美术
课，教师要自觉运用各种阅读材料实施
自己的教学，“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让阅
读变得像呼吸一样自然，就像我们有时
候会问你今天阅读了没有，但是我们不
会问你今天呼吸了没有”。

“阅读的过程是思考的过程，只有
思考才能让人有思想，一个有思想的人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我们期待
通过项目学习让学生知道阅读和实践
是为自己的需要而进行，而不是为了教
师和其他人去阅读，由此让阅读成为学
生生命的成长方式。”清华附小商务中
心区实验小学执行校长李怀源说。

“现在需要4位同学完成这个任务，
想参与的主动上来。”“假如你是公交公
司负责人，你准备怎么设定‘免票身高
线’？说说你的具体操作方法。”

日前，在第五届全国自主教育峰会
北京论坛活动中，特级教师吴正宪的一
堂示范课——《平均数》，吸引了众多教
育工作者的关注。

“吴老师在让学生自主学习方面确
实做了许多尝试，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摸索实践。”有教师听过这堂课后感慨
地说。

何为自主？如何自主？围绕“自主
教育”这一主题，论坛的沙龙环节，几位
教育研究者也进行了探讨。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指
出，自主就是激发学生的主体意识，注
重孩子差异化思维的培养。“现在许多
孩子还不知道怎么提问题、提什么问
题，当下学校迫切要做的事情就是‘让
学生会提问题’。”顾明远说，学校应该
给学生创设自主学习的环境，充分发挥
教师的主导作用，改变对学生的认识，
培养孩子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自主教育秉承‘做自己’的教育理
念，强调学生要做学思行并举的‘自主
人’，即学习选择、思想独立、行动笃
实。‘自主人’在做自己的同时要尊重他
人做自己的权利。大家要‘在一起做自
己’，这是自主教育坚持的理念和追
求。”自主教育文化传承与发展专业委
员会秘书长刘桂旺说。

中 国 科 学 院 心 理 研 究 所 研 究 员
张梅玲对此深表赞同。她指出，孩子
的自主发展是在所处环境的影响下
产生的，学校必须为孩子提供自主发
展的舞台，将孩子内在的可能性变为
现实。

在这一教育理念的影响下，各地中
小学又是如何理解和实践的呢？

活动期间，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
心小学介绍了该校的“PDC（项目、驱动、
生成）实践育人理念”与成果，令与会者
印象深刻。校长马骏告诉记者，该理念
的提出及实践，就是力求通过项目育人
的方式，解决学生创新精神缺乏与实践
能力不足的问题。学校有效利用学科实
践活动，将学校、家庭、社会融为一体，激
发师生自主学习的好奇心和动力。

“教育就是发现与唤醒儿童的自我
发展能力，使他们在‘自我呈现-获得回

应-自我认识’的往复过程中，不断思考
‘我是什么样的人’‘我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及‘我应该怎样’，最终走上自主发
展的道路。”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四小
学校长李红莲表示。

同时，在与会者看来，自主教育的
理念不仅仅针对学生的自主，还有教师
的自主。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南小学校
长邱坤彬认为，当校长把教师和学生放
在第一位时，师生的自主发展才有可
能，学校的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发
展才能落地生根。而要实现师生的自

主发展，除了改变课堂、重构教学方式
以外，还必须梳理学校的课程，完善育
人课程体系，建立新的学校文化，最终
实现学生自主学习与教师自我管理的

“双主体”自主发展。
“学校自主环境的构建必须面向

学生，面向学生的未来发展。校园应
该是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
学校、学生与社会之间动态、开放、多
元、互动、绿色生态的环境，处处是学
习之处，时时是学习之时，人人都得到
发展。”全国自主教育联盟理事长王明
平说。

第三届“互联网+教育”创新周开幕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6 月 1 日，以

“科技教育 创享未来”为主题的第三届
“互联网+教育”创新周在北京开幕。此次
活动由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中关村互联
网教育创新中心等承办。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认为，随着
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慕课、微课
程为代表的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突破
了学习时空的限制，促进了优质教育的均
衡发展，同时也给传统教育带来挑战。据
悉，本届创新周将持续15天，设有7大主题
的11场分论坛，旨在探讨教育的变革与发
展趋势，展示前沿的教育创新产品，构建

“互联网+教育”创新生态。

河北省召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现场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世军） 近日，河北
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
举行，来自河北省部分省直部门、各市教育
局相关负责人和77个尚未通过国家县域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认定的县（市、区)
政府主管负责人等共260余人参加。河北
省副省长徐建培、省教育厅厅长刘教民、邯
郸市市长王立彤等与会。徐建培要求，到
2020年底河北省整体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全力以赴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刘教民
指出，实现县域义务教育的基本均衡，需要
县级政府把推进均衡发展工作做到位，尽
快提高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达标比例。

京藏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本报讯（通讯员 王镱达） 6月2日，京

藏优质教育资源远程互动教学项目在北
京一七一中学和拉萨北京实验中学两地
同时启动。北京市人民政府督导室副主
任刘莉，拉萨市委副书记、北京援藏指挥
部总指挥肖志刚等出席启动仪式。刘莉
指出，北京市将立足让拉萨师生得到最大
实惠的原则，力争做好每一个项目，确保
北京市教育援藏工作的有力开展。据悉，
京藏优质教育资源远程互动教学项目是
北京市教育援藏工作 2017 年度计划的重
点项目，计划组织北京的名师资源为西藏
师生在线实时进行教学。

法国哲学大师奥斯卡对话中国
读者

本报讯（记者 冯永亮） 6 月 1 日，“儿
童哲学智慧书”作者、法国应用哲学大师
奥斯卡·伯尼菲博士开启中国之行，并将
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举行读者见面会，
与孩子和家长一起分享哲学，这也是“中
法文化之春”的一项重要交流项目。据
悉，自1994年奥斯卡担任法国哲学践行学
院主席开始，一直致力于通过儿童哲学课
程提高儿童的思考能力，并在世界范围内
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组织哲学研讨班和
工作坊。

“素质教育在江苏·如东专场”
观摩研讨活动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康海群） 近日，江苏
省教育学会和江苏省如东教育局联合举
办“素质教育在江苏·如东专场”观摩研讨
活动。如东县12所小学进行了“主题性大
单元情境课程建设”展示，45 所小学全面
呈现了县域主题性大单元情境课程开展
情况。江苏省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陆志平出席活动并指出，如东县主题
性大单元情境课程体现了整合思维，课程
建设提升了校长和教师的课程领导力、开
发力和发展力。

“七彩童心 爱梦飞扬”奋斗小
学首届艺术节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佟珺） 近日，北京市
西城区奋斗小学举行“七彩童心 爱梦飞
扬”首届艺术节，西城区副区长徐利为艺
术节致辞。艺术节上，学生的表演精彩纷
呈，体现了学校艺、技、趣合一的艺术教育
思路。在家长教师协会的组织下，200 余
名家长也带来歌曲串烧，充分体现了学校
的家校文化。

江苏省丹阳市后巷中心幼儿园
“义卖”献爱心

本报讯（记者 郑骊君） 日前，江苏省
丹阳市后巷中心幼儿园举行“童心童行·同
行同心”庆“六一”暨“三色”义卖节活动，并
将本次活动所得4万元善款全部捐给安徽
省金寨县中心镇古碑中心幼儿园。据了
解，后巷中心幼儿园以美术和手工为特色，
探索“三色”教育，让教师和儿童在“本色”

“角色”“彩色”中收获成长。

在第五届全国自主教育峰会北京论坛上，围绕会议主题与会专家呼吁——

学校应为孩子提供自主发展的舞台
□本报记者 崔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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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笔下的世界环境日
6 月 5 日是世界环境日，内

蒙古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通顺
街小学开展“爱护环境 从我
做起”主题教育活动，通过绘
画创作、演出情景剧等形式，
培养孩子们的环保理念和节
约意识。图为该校学生在绘

制环保创意画。 丁根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