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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培训，治理与引导要“两手抓”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版 2018年1月17日新闻新闻

课改就是“赋能”

（上接1版）

改革没有一帆风顺，如今的吴金华在享受

着一路走来的悲与喜、得与失的同时，也在反

思，当外界褒奖蜂拥而至的时候，如何让自己保

持清醒并保持学校前进的步伐。但她内心始终

有一个声音，人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超脱

文化的人，也没有离开人的文化。课堂总是存

在着某种文化，不管是否意识到，学生都在进行

着某种“文化适应”。

“赋能管理”绽放生命

在东城一小教学楼一楼大厅，有一个展柜

里陈列着木艺制作的清明上河图。“这是学校木

艺坊师生耗时一年半共同完成的‘镇校之宝’。”

吴金华在向参观学习者介绍时难掩喜悦之情。

当大家惊叹于它精湛的技术、震撼的构想

时，心里对木艺坊便有了更多期待。

在教学楼顶层的一隅，一间被残木、电钻、

铁斧、学生手工作品填满整个房间的教室让人

眼前一亮，残破与精致、原始与现代毫无违和

感地叠加在一起，让人流连忘返。

这就是让全校所有师生与参观者津津乐道

的木艺坊，坊主是美术教师李泉。为了能让教高

中美术的李泉留在东城一小，吴金华花费了许多

心思。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李泉留下来是对

的，在东城一小他除了获得美术专业素养的发展

外，还得到一个更大的“火的世界”。

无论是首训厅里展示的“半坡姑娘”，还是

教学楼里的大型壁画“火凤翱翔”，无论是校园

文化的顶层设计还是班级文化，李泉是主创也

是重要的策划者、实施者。

在吴金华的管理词典中，“管理就是赋能，未

来组织最重要的职能是赋能，而不是管理或激励”。

“火在燃烧绽放自己的同时，也照亮了别

人。”这是吴金华对火文化的美好诠释，她希望

在东城一小，每个生命都能获得绽放。

而她，就是努力提供一切机会和平台，做

“笨功夫”的那个人。

学校重新组建的那一天起，吴金华就是抱

着这样的希冀与展望的。“教师虽然是从两个

企业而来，但因为传统国企自成一体的体制，

教师有其独有的特质：工作环境单一，人际关

系简单；工作严谨，自律性强；个人意识强，靠

本事吃饭。”火文化的提出，也是吴金华深思熟

虑的结果，她就是要让原有两个企业的教师迅

速融合在一起，并有所成长。

在践行灵动课堂的初期，语文教师相文静

是反对情绪最大的一个，她虽然不把课堂改革

说得一无是处，但“消极怠工”，能应付的就应

付，能敷衍的则敷衍。直到有一天，她发现自

己还不算很放手的课堂上，一位原本不爱说话

的小男孩开始愿意展示自己、表达自己时，她

的心开始触动。“孩子的世界，成人是无法体会

的。原本我以为很负责任的课，孩子可能是无

感的。”相文静直言，“当初就是过不了我的市

级名师是‘讲出来的’这道坎，而孩子给我上了

一节生动的‘反思课’”。

接下来的日子，相文静重新审视自己的

同时也开始重新认识课堂、认识孩子，“任何事

情都是在变化中发展的，改革有收获也会有阻

碍，当别人都是顺风行走，而你却逆风而行，不

合时宜也阻碍了自己的发展”。在灵动课堂

上，相文静又成为了佼佼者。

捷克首位民选总统哈维尔说，“我们坚持

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这样做了会有效果，而

是坚信，这样做是对的”。这句话同样适用于

吴金华在东城一小所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她觉

得对的就是师生要得以成长。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

子。”在六年级（2）班的教室里正上演着一场

“挑战赛”，原来，班上的几个小组长想尝试一

下自己当“小老师”的滋味。“在我们小的时候，

一定有过这样的梦想——当一名老师。有自

己的课堂和学生。如今，这个梦想已经在实

现。”学生王佳瑞在日记里兴奋地写道。

如今的东城一小，课堂上、社团里、活动中

有关与师生成长的故事比比皆是，学校的各种

创新与改革在收获荣誉与褒奖的同时，师生的

成长更让学校大放异彩。

赋能成就了师生，也成就了东城一小。吴

金华在给师生创建成长的天地时，师生还给她

一个新的世界。

高校高中探讨“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与选拔”

本报讯（通讯员 唐海霞） 日前，由

北京大学中文系与课堂内外杂志社联

合主办的第二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与

选拔”高校高中教育发展论坛在重庆巴

蜀中学举行。20余所知名高校和100余

所重点高中的 200 余名专家学者、校长

名师集聚山城，共议新时代新高考背景

下人才培养与选拔面临的新机遇与新

挑战，与会者就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需

要高中与高校共同协作、衔接贯通、互

相反哺这一点达成共识。

2017江苏省青少年校园
足球年度颁奖典礼落幕

本报讯（通讯员 孙陆培）1 月 9 日，

2017 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年度颁奖

典礼在南京举行。江苏省足协主席谢

润盛、省委教育工委书记葛道凯等出席

颁奖典礼并为获奖代表颁奖。颁奖典

礼以“我们的足球故事”为主题，分“普

及促进提高，实现全面育人”“体会竞技

魅力，彰显足球精神”“聚力校园足球，

共绘美好未来”三个篇章讲述了发生在

2017 年江苏省青少年校园足球领域的

足球故事。多所学校师生进行了青少

年校园足球文化活动展示。

《“幸福教育育人实践模型”
的研究与推广》开题论证

本报讯 1月10日，由中国科学院附

属玉泉小学主办的中国教育学会“十三

五”科研规划课题《“幸福教育育人实践

模型”的研究与推广》开题论证会在京召

开。与会专家认为，“幸福教育”就是教

师幸福地教、孩子幸福地学，实践“幸福

教育”要以儿童为本位、以课程为核心、

以学程为途径。针对“幸福教育育人实

践模型”中存在的不足，代表们指出，“幸

福教育”的提出是一个“由简至繁”再到

“化繁为简”的发展过程，今后要更好地

将“简”和“繁”有机结合。 （姚霖）

500名书法教师亮相全国
教师书法作品邀请展

本报讯（通讯员 谢康）日前，第四届

全国教师书法作品邀请展暨书法教育论

坛在湖北省监利县举行，来自湖北各地

的近500余名校长和教师、书法教育研究

者等参加活动。通过专家讲座、书法展

示、沙龙研讨和书法特色学校经验交流

等环节，与会者研讨了如何推进全国中

小学书法普及教育。专家认为，中小学

书法普及教育应从书法师资、书法课结

构、教学内容等方面深入系统地论证研

究实施，寻找中小学书法教育的应有之

义和实施路径。会上，监利县章华小学、

武穴市实验小学被授予“《书法报》全国

书法教育实验基地”，章华小学与武穴市

实验小学也签约成为“友好合作学校”。

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
全国课改联盟成立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2017年底，

“高效课堂 20 年”系列展示与研讨活动

的最后一场——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

会全国课改联盟成立暨“课堂革命”高

峰论坛在山东省泰山百灵学校召开，百

灵学校等 36 所学校成为联盟首批颁牌

学校。会议期间，通过专家论道、课堂

观摩、分组研讨、集体分享、文艺汇演等

环节，与会者共同交流核心素养时代高

效课堂的实践价值，杜郎口中学校长崔

其升以“导师”身份做了“坚守课堂 立

德树人”的主旨报告。来自全国的 500

余名校长和一线教师与会。

《别叫他宝贝，他是行者
辛巴》新书发布

本报讯（记者 解成君）1月12日，由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别叫他宝

贝，他是行者辛巴》新书发布会在中国

国际展览中心举办。“童年最好的模样

就是玩！”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旅行游

记，更多体现出作者的教育理念，比如

自然教育、挫折教育等。书中，小主人

公辛巴虽然没有上各类兴趣班和补习

班，却在旅行中上了最鲜活、最真实的

地理课、摄影课、体育课、航海课、自然

课等。

“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锦

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1 月 6 日，

重庆市教育学会第一届“树人杯”小学生“阅读

之星”展示活动决赛在重庆市人民小学拉开帷

幕。重庆市人民小学、重庆市巴蜀小学等 10

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最终挺进决赛。在巅峰

对决中，选手们先后进行了“星·喜爱的书”和

“星·飞花令”两个环节的比赛。

“对于小学生而言，最美的童年一定是

有书陪伴的童年。”活动中，重庆市人民小学

校长杨浪浪说，让孩子广泛参与到阅读活动

中，沉浸在书的奇妙世界里，让最美的童年

与阅读共同生长，以此塑造孩子有趣又丰美

的心灵。

“阅读对学好各科知识很重要，对丰富人

生经历也很重要。”重庆市教委专职督学邓沁

泉告诉孩子们，书籍里有许多奇妙的事物，要

想了解世界、自然、社会，获取丰富的知识，离

开阅读可不行。他呼吁，孩子们要从小养成热

爱阅读的好习惯。

在“星·喜爱的书”比赛环节中，来自重庆

市10个区县的队伍各选派一名代表进行了精

彩的阅读分享。学生分享的书目中有成长小

说、童话故事等不同种类。科幻小说《海底两

万里》在分享者生动的描述中，让在场观众仿

佛身临其境，被海底世界种种险象深深吸引；

《夏洛的网》是一部关于友情的童话故事，讲述

者声情并茂，向观众传递自己通过书籍获得的

精神动力，也引发了关于生命的深沉思索。最

终，巴南区融汇小学取得“星·喜爱的书”比赛

环节一等奖，他们分享的是儿童长篇小说《草

房子》，书中主人公桑桑终身难忘的 6 年小学

生活中，感动人心、催人泪下的生活片段正是

童年心灵的奇趣写照。

“我们一直在构思，怎样铸造一个能充分

展示重庆市中小学生阅读素养的品牌活动。”

重庆树人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程浩在谈到举办

此次活动的初衷时说，“‘把最美好的阅读献给

最美好的童年’，组织这样的公益阅读展示活

动，就是希望学生都能享受其中，感受勇于表

达的快乐”。

据了解，“阅读之星”展示活动自2017年6

月启动以来，参与此次活动的区县达33个，校

际初赛场次总计100余场，区际决赛场次总计

21场，指导教师 3000余位，复赛队伍 60支，数

万个家庭参与到活动之中。本次活动由重庆

市教育学会主办，重庆市教育学会阅读教育专

业委员会、重庆树人教育研究院承办，来自重

庆市各区县的参赛队伍、师生、家长、观摩团等

近700人到场观看。

重庆：“阅读之星”掀起阅读热潮
——第一届“树人杯”小学生“阅读之星”展示活动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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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夏邑：乡村孩子玩转机器人
1月12日，河南省夏邑县火店镇中心校联合县科协、河南超创教育夏邑县机器人培训中心开展“机器人贫困乡村校园行”科普活动，孩子们通

过组装、编程、操控等环节玩转机器人，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增长知识，开阔眼界。（苗育才/摄）

提高班、尖子班、精英班、培优班……日

前，《半月谈》记者在北京、上海、西安等地采访

了解到，近年来针对中小学生的各类校外培训

班市场火爆，培训机构蓬勃发展。

减负背景下，校外培训机构有市场需求。

许多小学在减负政策的推动下，纷纷制定提前

放学制度，有些学校甚至下午 3 点左右就放

学。对于大部分工薪阶层来说，因放学时间与

下班时间不一致，导致接孩子难。早早放学，

上校外培训机构，自然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中国教育学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中

小学校外辅导行业市场规模超过8000亿元，参

加学生规模超过1.37亿人次。北京大学中国教

育财政科学研究所《2017中国教育业态蓝皮书》

显示，全国基础教育阶段学生校外培训总体参

与率达47.2%。令人担忧的是，不少培训机构往

往采用高强度培训、大量做题、提前教育、全民

奥赛等模式，以提高考试成绩为最终目的。

“中国教育正在陷入一个现实悖论中。一

方面，是教育部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为中小学

生减负；另一方面，则是越来越多的家长将孩

子送入各种补习机构的大门。”有评论说。

为什么选择报这么多的课外班？家长想

把孩子培养成为什么样的人才？“班里的小朋

友都是这样的，有些孩子上的课外班比我家孩

子还多。有些课外班不去上，孩子在学校上课

可能就有些吃力。”一名学生家长表示。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薛海平对校

外教育有十几年的研究，他发现，“越是家庭背

景好、学校好、成绩好的学生，参与的课外班越

多、越丰富。”薛海平说，“现有的校外培训中，

培优课程相比补差课程更多”。

这样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剧场效应”。“开

始只是一小部分学生参与校外培训，因为教育

焦虑，也因为校外培训机构的诱导，更多的人开

始加入校外培训大军。学校教育秩序因此被打

乱，最后本不愿意参加的人也被‘绑架’着加入

其中。”《中国教育报》对此发表评论认为，家长

把更多的金钱投入到校外培训中，孩子把更多

的精力和时间用于上各种各样的培训班，大家

在教育竞争上不断加码，“站起来看戏还不能满

足，还要站在椅子上”，而教育资源的总量并不

会因为竞争层层加码而增加。每个人都试图寻

求利益的最大化，结果可能就是集体受损。

一方面，学生及家长对校外培训趋之若鹜，

另一方面，则是校外培训机构质量参差不齐、无

证经营等乱象令人吃惊。仅以深圳市为例，据

不完全统计，目前深圳的课外培训机构有2000

多家，但教育行政部门批准设立的教育培训机

构只有461家，多数培训机构属于无证经营。

为了最大限度获利，一些培训机构无所不用

其极。“它们吃透了应试规则，教给孩子的许多都

是套路，而创新思维的培养一定是没有套路的。

由于学校不能搞超前教育，相关培训机构就裹挟

家长带着孩子拼命抢跑。”某重点高中校长说。

“要让课外辅导热降温，必须从根子上着

手，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狠抓学校内部以课堂教

学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向40分钟要质量，让学

生课上‘累起来’，课下‘松起来’。”语文出版社

原社长王旭明说。

治理校外培训班已迫在眉睫。不过，有

专家认为，对校外培训机构也不能“一棍子打

死”。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上海教育学会会长

尹后庆认为，“现在校外教育需求趋热的原因不

能全部归因于校内教育的缺失。随着社会的发

展，人们对教育有了更加多样化、丰富性的需

求，在学校里不可能完全满足每个孩子。”

尹后庆还指出，“升学考试这样的激烈竞

争给了学生和家长很大的压力，学校教育不可

能个性化满足每个孩子短板的补习需要，培训

机构对校内教育的补充作用是客观存在的”。

不过，相关教育行政部门要认识到学校的功能

和作用的局限性，校外教育是补充，不能替代

正常的学校教育。

事实上，校外培训规模越来越庞大并趋于

分化，我国教育相关部门已经逐步加深了对校

外教育的重视程度，各地教育行政部门正在积

极探索，也陆续出台了一些管理办法。

比如，2017年末，重庆市教委出台《关于加

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通知》，要求各

校严格执行国家节假日规定。严禁组织学生

在节假日（含双休日和寒暑假）集体上课，或以

补差、提优等形式变相组织集体上课或考试。

自2018年1月1日起，上海市将正式实施《上

海市民办培训机构设置标准》《上海市营利性民办

培训机构管理办法》《上海市非营利性民办培训机

构管理办法》，进一步促进了上海市教育培训市场

规范有序发展。

“政府需要正确引导校外教育的发展，重视

校外教育体系与主流学校教育体系的联动关系，

坚持主流学校教育体系与校外教育体系一体化

治理。”薛海平建议。尹后庆也认为，政府应在教

育治理过程中，通过制度创新，合理地设计、创造

“打通内外学习、课堂学习、网络学习、校外学习、

学科与综合学习等壁垒的新常态教育环境”。

（据《半月谈》《人民政协报》《广州日报》

《中国教育报》等综合报道）

□本报记者 金 锐

□本报记者 黄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