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教育均衡是当今教育发展的关键词。伴随着教育改革走进“深水区”，如何通过有效的途径，推动教育向内涵发展，走向高位均衡，成为
众多区域的主政者着重思考的问题。课改正好为课堂均衡提供了可能，并在更深层次上助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于是，课改的区域性整体推动，
正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日前，由本报发起的全国十大“区域课改样本”评选活动落下帷幕，获奖区域的发展经验再一次告诉我们：课改是推进区域教育均衡
发展的有效手段。无论是郑州的“道德课堂”建设，还是殷都区的主体多元教育改革，无论是邯郸创建“新课堂”的行动，还是葫芦岛的减
负方案，都在昭示着课改在推进区域教育均衡过程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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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区域课改样本”获奖名单
河南省郑州市
河北省邯郸市
陕西省宝鸡市
辽宁省葫芦岛市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河北省三河市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
山东省莘县

全国十大最具发展潜力区域获奖名单
山西省孝义市
四川省蓬安县
福建省大田县
山西省绛县
河北省滦南县
河南省濮阳县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

2011 年度全国十大区域课改推动人物获奖名单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卓玉
黑龙江省教育学院副院长 张晓明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区委书记 李南沉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局长 赵浩军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保华
陕西省宝鸡市教育局局长 苏永兴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局长 刘光胜
湖南省岳阳市君山区教育局局长 蔡国兴
福建省大田县教育局局长 林 镛
四川省蓬安县教育局局长 姚 勇

2011 年度全国十大最具思想力教育局长获奖名单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常生龙
河北省邢台市政府教育督导室主任督学 赵新芳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管委会教育局局长 刘桂梧
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区教育局局长 任永生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教育局局长 徐德荣
山西省绛县教育局局长 陈东强
江苏省如皋市教育局局长 金海清
山东省聊城市莘县教育局局长 楚新星
广西蒙山县教育局局长 李世朝
江苏省无锡市锡山区教育局副局长 孟晓东

2011 年度全国十大最具行动力教育局长获奖名单
辽宁省葫芦岛市教育局局长 刘尚书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教育局局长 刘子文
辽宁省铁岭市教育局局长 高景铎
河北省三河市教育局局长 李维宁
重庆市丰都县教委主任 李志坚
河南省范县教育局局长 黄守月
辽宁省辽中县教育局局长 王 煜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教育局局长 闫泽亮
河北省承德县教育局局长 肖俊泉
河南省通许县教体局原局长 毛颖贞

“样本”价值在哪里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褚清源 马朝宏 □ 夏书芳

重建教育新道德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在推进课改的进程中，

遵循“整体推进、双轮驱动（行政与教研）、搭建平
台、典型引路、阶段总结、生成提升”的工作思路，
秉承“行动就是智慧，坚持就是引领”的理念，做课
程改革的行动主义者。

在宏观上，郑州市实施了“学区制”、“一校制”
管理体制改革和“督县模式”创新改革，为区域整体
推进课改搭建了新的平台、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微
观上，郑州市校本教研从理论建设、制度建设的思
想层面，回落到了“课堂教学问题的解决”这一操作

层面；该市提出细化解读课程标准，实施基于标
准的教学，开展多层面的研讨交流，大力开发特
色校本课程。 同时以课堂观察和教学视导为抓

手，建立质量分析报告制度，逐步走上了“构建道德
课堂，提升师生生命质量”这一教育生态文明之路。

“道德课堂”为区域教育均衡发展提供了有效
的路径。 郑州教育人认为，教育即道德：合乎道，至
于德；以合乎“道”之途径，达至“德”之目标。 所谓
“道”，即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成
长规律；所谓“德”，即生态：围绕实现师生共同发
展，实现国家人才培养目标而建构的课堂生态。 构
建道德课堂，他们只给理念，不给模式，倡导基于校
情和学情探索具有校本特色的课堂教学模式，不同
学校、不同学科、不同教师、不同学习内容、不同教
学情境下都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课堂形态。

如今，进入新时期的郑州区域课改，又提出了
新的发展命题，从道德课堂再出发，建设新道德教
育，办有灵魂的教育，实现区域课改的全面升级。

（参见中国教师报《郑州变法》、《后“郑州变法”
时代的课改新思维》）

【颁奖词】
以课改拉动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以道德课堂滋

养师生的心灵；以变革促进教育的整体优化，以每
所学校的“集体致富”实现区域教育的真正均衡。
用一个“和谐生长的教育生态”，点缀了绿城；用一
场成功的“郑州变法”，为中国课改赋予了有“灵魂”
的新意义。

减负背景下的“高效”行动
“减负”是摆在教育人面前的一道综合应用

题，没有现成的答案，它考验着教育人的智慧和
勇气。 面对这道难题，辽宁省葫芦岛市在课改的
实践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2010 年，该市政府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亲自带
队“学课改”，随后又带头“抓课改”。 他们选择了
高效课堂的建设之路，其推进策略为：以南票区
为试点，边行动、边研究、边总结，在取得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逐渐全面铺开。

成立高效课堂领导机构和高效课堂协作体。
在实验基地的基础上，该市成立了高效课堂领导
机构，以及由 72 所学校组成的高效课堂协作体，
定期召开课改工作碰头会、研讨会、培训会，不断
交流经验、分享成果，以此推动全市课堂教学改
革工作。

确立研究课题理论与实践并进。 为了解决高
效课堂构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总结成功经
验，葫芦岛市申请立项辽宁省“十二五”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深化课程改革，打造高效民主课堂的
实践研究”，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另外， 该市还成立了 “南票课改名师俱乐
部”，俱乐部把南票区课改的中坚力量联合起来，
形成了新课改的“尖刀连”；随后，在课改名师俱
乐部的基础上，南票区又建立了课改名师俱乐部
博客、会员博客、学校博客、学校领导与骨干教师
的教育博客群，以期让博客成为教师心灵修炼的
家园、思想提升的乐土。

如今， 葫芦岛市课改已经成为重大民心工
程，葫芦岛教育人正在用自己的心血苦苦探索教
育的本真，正在用自己的教育信仰冲破来自传统
的、世俗的、权威的、功利的重重阻力，正在用自
己的实践构建着以生为本、以学为本、以素质为
本的高效生命课堂。

（参见中国教师报《葫芦岛的减负方案》）

【颁奖词】
从减轻学生的“负担”出发，葫芦岛教育人一

直关注生命的成长；从教育的本真出发，葫芦岛
教育人正在建立自己的教育信仰。 冲破来自传统
的、世俗的、权威的、功利的重重阻力，高效生命
课堂正在葫芦岛全面开花！

“新课堂”刷新均衡高度
3 年前 ，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经验交流

现场会在河北省邯郸市召开 ， 邯郸教育均衡
发展的经验迅速成为全国的一面旗帜 。 但邯
郸人并没有就此停歇 ， 反而开始思考加快学
校内涵发展 、 大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益
的问题。

邯郸下一步如何走？ 教育局长赵浩军说：
“当然是向教育前沿纵深进军。 ”这个“前沿”，便
是课堂！ 2011 年伊始，邯郸市中小学开始聚力师
资、聚焦课堂，纵深推进校本革命，他们出台“一
号文件”， 正式启动 “强力提师能， 创建新课
堂”。

这是一次“学”的革命。 邯郸教育人真正放
大“学”，让“学”成为邯郸教育走向内涵发展，实
现深层次高水平教育均衡的核心词。

在邯郸的课改行动中，提出了“两不四快”
的要求，即不怀疑、不争论；快领会、快部署、快
行动、快见效。 教育局整体则强调做好“四个推
进”：一是全员推进，即所有学校所有教师都要
用“新课堂”模式授课；二是科学推进，即在“新
课堂”实施中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讲究科学方
法；三是评价推进，即各学校要结合实际，用科
学的评价机制推进课堂改革， 要建立起一整套
详细的评价机制；四要加快推进，即全面实施，
全面推开。 他们允许在课改中出现错误，但不允
许害怕失误而不改。

之所以敢在全市范围内推进新课堂建设，是
因为邯郸教育人有着办好教育的坚定信念、破旧
立新的决心和攻坚克难的勇气。 这动力来自于邯
郸百姓的热切期许， 来自于一线教师敬业爱生、
爱岗奉献的精神。 虽然，他们没有现成的路可走，
但他们横下一条心永往直前。 因为每走一步，就
会距离提高教育质量的最终目标更近一步。

伴随着 2012 年新的“1 号文件”的出台，邯
郸教育人还将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走出邯
郸教育内涵均衡的新步伐。

（参见中国教师报《邯郸“学”步》）

【颁奖词】
当“1 号文件”掀开 2011 年日历的时候，注

定了“新课堂”创建的不同凡响。
当邯郸教育人课改的脚步齐发，注定了“新

课堂”创建的卓尔不群。
为了让教育回归本真， 邯郸教育人锲而不

舍，重新定义成功的起点，不断刷新区域教育均
衡的高度。

西部课改燎原之火
陕西省宝鸡市从 2009 年开始，选择“优化教

学模式，构建高效课堂”。 3 年来，经过了探索试
点、示范推动和全面推广 3 个阶段，其课改行动，
犹如西部大地上的星星之火， 目前已成燎原之
势，不仅当地市、县两级项目校发展到 300 多所，
涵盖基础教育各个学段，更成为陕西省甚至西部
地区课改的领头羊。

概括起来，宝鸡课改有四大亮点：
确立思路是基础。 2010 年，宝鸡市结合实际，

确立了“理论支撑、专家引领、行政推动、研培驱
动、以校为主，逐步推开”的教改思路和“试点先
行、先易后难、分类指导、梯次推进”的行动策略。
开设 “宝鸡教育大讲堂”， 邀请教育名家授课指
导，解放思想。 引导学校和教师结合实际，自主选
择专家和课改路子。 从容易做的学科做起，从素
质较高的教师做起， 从积极性较高的学校做起，
在积极探索，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稳妥推进。

行政推动是手段。 宝鸡市教育局把课改作为
“一把手”工程，分管领导和科室全力抓，并纳入
各县区年终目标任务考核内容；教研部门主要负
责组织实施和具体指导；教育学院和小教中心将
教改项目纳入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培训内容；
市、县督导室负责定期对教改实施情况进行督导

检查；宝鸡教育网等媒体开辟专栏，加大宣传力
度。 强力的行政推动保证了课改的顺利实施。

研培驱动是关键。 宝鸡市实行“双线、三层
面”推进策略，“双线”是指“培训线”和“指导线”。
“培训线”由市教研室、市教育学院、市小教中心
负责，对实验教师进行分层培训；“指导线”由市
县两级教研室负责，分 3 个层面对市级试点校和
市县教研员、县区实验校和其他学校进行培训。

项目带动是保障。 为鼓励支持教改实验，宝
鸡市实行项目管理、以奖代补。 2009 年至 2011 年
连续列支 320 万元，对教研部门和实验校进行支
持， 极大地调动了教研部门和学校的积极性，保
证了课改效果。 2012 年，已列支 800 万元用于教
改推进和师资培训。

（参见中国教师报《陕西宝鸡：打造素质教育
新平台》）

【颁奖词】
他们理念先行，义无反顾；他们行政推动，大

刀阔斧；他们全员行动，硕果喜人。 从 2009 年的 3
县推广到如今覆盖全市的 12 个区县， 从最初 5
所学校试点到如今 300 多所学校实践，变化的不
仅是数字，更是西部大地上熊熊燃烧起来的课改
之火。 那遍地盛开的“火花”，温暖人心。

课改催生幸福
在轰轰烈烈的课堂教学改革大潮的推动下，黑龙江省

七台河市的基础教育不断深化改革，形成了多样化和特色
化课堂教学改革的新局面。 这些改革的核心，都是在减轻
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的前提下让学生积极、主动、健康地
发展，是通过课程改革塑造完美和谐的人。 七台河市课改
经验可以概括为：

四个教学原则：即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关
注不同层次的学生，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四个教学要求：注重导学案设计的科学性；注重小组
合作的有效性；注重知识的反馈和能力的提升；注重当堂
知识与能力的分层检测。

六个教学环节：在课堂教学环节安排上以课前自学为前
提，以小组合作为载体，以问题探究为主轴。 坚持自主学习在
课前，合作探究在课上。 课堂教学的六个基本环节是“明确目
标、自学检测、质疑探究、达标测评、点拨升华、巩固练习”。

“课堂教学改革就是要改思想、改教法、改学法，要创
建一个平等、真诚、尊重、关爱的教育环境，让学生享受快
乐，让教师感到幸福！ ”这是七台河教育人的课改追求。 他
们将幸福寄希望于课改， 将孩子的未来寄希望于课改，并
在课改的实践中收获着幸福。

（参见中国教师报《不课改，只能“死路一条”》）

【颁奖词】
七台河，是一块储满乌金的宝地，更是滋养课改人的

沃土。他们知道：不课改，只能死路一条。于是，他们在课改
的路上，以人为本，更注重个性化。 让学生享受快乐，让教
师感到幸福———煤城在改革中蜕变，在行动中重建教育信
仰，在“解放”中营建幸福的教育生态！

（下转 4 版）

其五，良好的课改氛围和评价体系，成为区域
课改长期发展的保障。 区域内为适应课改而营造
和构建的良好氛围和评价体系， 为每一所学校的
课改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如宝
鸡市课改实验校实行项目管理、以奖代补，极大地
调动了教研部门和实验学校的积极性； 三河市教
育局在教学经费划拨、政策扶植等方面，均向课改
学校倾斜； 襄阳市樊城区教育系统联合新闻媒体
面向社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 “新时期优秀教师标
准”的征集活动，以此引导教师和家长转变传统的
育人理念；岳阳市君山区通过“我与课改同成长”
的倡导和展示，建构“快乐学习、健康成长”为核心
价值追求的开放式课改文化； 四川省蓬安县则制
定“高效课堂评价表”，修订《教育教学质量考核办
法》；山东省莘县颁布实施《莘县中小学星级评选
方案》，助推一校一品建设。

其六， 课题研究成为区域课改走向深入的重
要策略。 教育教学改革不可能只停留在改革课堂
操作流程的简单层面，在发展到一定层面上时，必
须在更深层次的研究上努力，必须在“忽略”教师
主导作用的初期，逐渐回归到重视“提师能”上。因
此，在基层区域课改的实践中，郑州市申报了中国
教育学会“十二五”科研规划课题“道德课堂的理
念与实践研究”， 将道德课堂的研究引向深入；葫
芦岛市申请立项辽宁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课
题 “深化课程改革， 打造高效民主课堂的实践研
究”，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山西省绛县引进开展

了由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评估督导中心主任刘芳
领衔主持的“有效推进区域教师专业发展”课题研
究成果， 开展了 “搭建学生自主学习平台行动研
究”的课题研究；濮阳县教育局则整合师训股、中
小学教研室和濮阳县教师进修学校三部门，将“四
步探究教学法”的研究和培训“一体化”开展；江苏
省扬州市广陵区围绕 “区域性推进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实施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这一课题，连续多年
举办“育花奖”课程改革优质课展评活动，自编校
本教材 30 余套。

其七， 教师培训质量决定了区域课改推进的
效度。 基层课改的事实显示，基于一线需要、能准
确传递课改理念、呈现课改操作技巧的培训，为一
线校长和教师的成长提供了保障， 在助推区域课
改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前，除了“国培”、
“省培”项目外，全国各地的培训机构和师范院校，
也有大量的培训项目。但不可否认，政府意志的大
型培训，往往统一安排，无法基于一线教育工作者
的“学情”设计课程，而市场化的培训机构，又多以
营利为目的，培训的实效性无法保证。

有鉴于此， 一直倡导课改的中国教师报，整
合全国教师培训基地和多年来聚拢的课改专家
资源，开始介入课改背景下的教师培训工作。 目
前 ，中国教师报已先后与邯郸市 、郑州市 、三河
市、 樊城区签订了培训合作的协议或意向书，其
中，通过创新培训方式、强调参与互动的“区域教
育‘郑州样本’———道德课堂建设整体培训”项目

正在开展，效果良好。 未来，中国教师报还将通过
培训的输出，在助推区域课改的工作中 ，发挥新
型媒体的引领作用。

省域课改不容忽视

除了上述特点之外，从全国范围来看，区域课
改工作也呈现出另外两大特点： 一是以河南省为
代表， 全省诸多基层县域以自发行动为特点的区
域课改，形成了一股“草根”的中原区域课改现象，
涌现出以殷都区、濮阳县、范县、通许县等为代表
的一大批课改区域。 另一个以山西省为代表，在教
育厅副厅长张卓玉和教科院的引领和推动下，全
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区域课改现象，
涌现出诸如孝义市、朔州市朔城区、绛县等典型区
域。 这两种现象，几乎代表了未来区域教育改革的
发展方向。

但是， 无论有怎样的课改路径和发展特色，从
学校课改的点上突破，发展到后来的区域整体的面
上推进，所有参与课改，并在课改中发展的学校和
教育工作者，都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共识：素质教育
必须聚焦到课堂上才能真正得以落实；课堂教学必
须放手，真正还学生的主体地位，使其主动地学、快
乐地学———课改，无疑成了大家共同的信仰！

未来，中国教师报将继续锁定课改，发现、培
植典型，评选新的“区域课改样本”和区域课改推
动人物，为中国的课改事业鼓与呼……

使命与担当
（上接 2 版）

样本 1 河南省郑州市

样本 3 辽宁省葫芦岛市

样本 4 陕西省宝鸡市

样本 5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

样本 2

河北省邯郸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