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慎谈“最适合的教育”
□ 厉成根

“适合的教育”与“最适合的教育”仅一字之差，却
大不相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
的教育”。 那么，怎样的教育才是“适合的教育”呢？

“适合”的教育不是主观想象中的适合。教育工作
者不可能准确把握学生的人生走向，因此凭主观判断
为学生个体“量身定做”的教育往往是不科学的。社会
发展的不可预见性，也决定我们的“适合”一定是有限
的。同时，“适合”通常是一种结果感受，不是预设的必
然。任何“适合”的预设，都要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检验。
因此，“适合”需要不断调整，不断变化。

如此说来，“适合的教育” 是不是就无法把握了？
这就要求我们从人的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来寻找答
案。 人总是以需要为内驱力来实现发展，人的差异性
又决定人总是在不同需要的选择中发展。学生的全面
发展也必然是在不断的“选择”中实现的。 由此，能够
满足学生成长需要的可供选择的教育，才能指向“适
合的教育”。

同时， 毫无疑问地，“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育”就是实施素质教育，它对“面向全体学生”做了进
一步诠释，进一步明确了“面向”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面对、关注，它的重要现实表现是教育活动能否将选
择机会给予每个学生， 并以此调动其选择的主动性，
进而实现每个学生主体功能性的发挥，以此实现“面
向全体”。

在信息化社会里，丰富的选择经验比个体知识的
累积更重要， 这也是素质教育对学生更迫切的要求。
在教育过程中，各个方面、各个环节贯穿“选择”，无疑
是增加智力活动、增强学习主动性、积累判断事物和
解决问题经验的有效途径。 在选择过程中，个性不断
完善，情感不断丰富，责任意识和社会意识不断强化，
批判性思维逐渐形成，这些正是“适合的教育”的现实
追求。

贯穿“选择”主要体现在提供选择、帮助选择、自
主选择和能动选择四个方面。

提供选择。 通过增加必修课程企图让学生获取更
多知识的想法是幼稚的，太多的必修课必然会增加学
生学习的失败体验或无助体验，加重负担，导致质量
下降和大面积厌学。 而减少必修课，增加选修课，拓展
课外活动，则是为学生提供有兴趣的选择，也是在增
加成功经验，培植热爱与自信。 教师在教学各环节和
具体问题解决上为学生提供的选择机会越多，往往就
越能找到弹性的、生成的、多路径的教学设计，教学的
过程就越生动，实现教学目标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实
际上，在教育过程中增加学生选择的机会，也是在扩
展学生自由思想的空间。

帮助选择。 其主要任务是为学生的选择提供帮
助 ，帮助学生了解自身的真正需求 ，鼓励学生质疑
和提出新见解 、新主张 ，引导学生建立向真 、向善 、
向美的价值观。 我们要正确对待各种社会规范和文

化成果 ，使其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工具 ，而不是把
学生作为表现规范和文化的工具 ，使其认同中华民
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悦纳世界人类文明成果。 另外，
帮助选择还包括为学生在考试 、升学中给予多次选
择的机会。

自主选择。 学生在积累了一定选择经验后，逐步
走向自主选择。 学生能够独立对行为作出解释和反
思，对社会现象作出合情合理的判断，选择范围不断
扩大。 学生的自主选择在其日趋丰富的社会生活中与
外界不断发生碰撞冲突，逐渐获得控制自己力量的能
力，使自决能力、参与能力、合作能力得到加强。

能动选择。 选择的经验以及自主性的逐步建立，学
生内心会变得越来越强大，勇气也会增加。 他们就会把
生活与知识有机结合运用， 坚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
解决，逐步走向自觉自动的发展、能动的选择，以此满
足创造的愿望，并不断创造和达成一个又一个希望。

以上四个选择，充分体现了教育过程中的尊重与
民主，并以不同内容和不同水平存在于学生学习的各
个阶段，使学生能够享受学习和成长的过程。 这样的
教育是基于现实同时又是面向未来的“适合的教育”。
因此，所谓的适合，一定不是唯一的，一定是变化的，
也一定是没有“最适合”的。 我们必须警惕为每个学生
提供“最适合的教育”，那样会导致教育工作者在实践
中自以为是或不知所措。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延吉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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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燕：把学生放心上

刘燕是去年 9 月来到我校的，当时学校正举
行一年一度的队列素质操比赛（该比赛由各班班
主任组织，各班体育教师训练学生）。 一入校，刘
燕就全身心投入到训练中。 为了能在比赛中获得
好成绩，她付出了很多时间，流了很多汗水。 可比
赛结果还是让刘燕傻眼了———她教的 4 个班的比
赛成绩均排在最后 4 名。

从得到结果的那一刻开始，刘燕就开始琢磨
失败的原因，却始终不得要领，她甚至怀疑自己
根本就不是当教师的料。

第二天一大早， 刘燕找到德育处主任张唐
森， 询问她所教的 4 个班比赛结果不好的原因。
张唐森拿出比赛时的评分表和刘燕一起分析，发
现 5 个裁判都在同一个项目上扣分很多。 刘燕一
下明白了。 原来她在训练学生的时候让学生把每
个转身动作只做了一遍，而裁判们统一的标准是
每个动作做两遍……想到这里， 刘燕瞬间哭了：
“我对不起学生，我对不起学生！ 他们训练时那么
认真，那么辛苦……”在场的教师纷纷劝刘燕“看
开点，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但在刘燕心里，事情并没有过去。 她给 4 个
班的学生都买了小礼物———棒棒糖。 午读期间，
她到 4 个班给每位学生道歉。 看着一个个理解她
的学生，刘燕哭了，学生也感动得和刘燕一起哭
了……

今年 9 月，队列素质操比赛的战火再次点燃。
为了这一天，刘燕等了一年。 不过，为了这次比
赛，刘燕付出的已不仅仅是时间，更是健康。

10 月 9 日周二， 刘燕一接到 10 日武侯区经
典诵读在我校举行的通知，就开始了紧张的筹备
工作。

周三诵读活动当天，刘燕没有在意身体的异
样，而是继续完成诵读活动的相关工作。

周四 ， 体育组教师全体在操场练习太极
拳———体育组即将代表学校参加区的比赛，刘燕
虽然身体不适，但依然和同事们一起练习。 可没
过多久刘燕就坚持不住疼痛，只得去附近诊所看
病。 诊所条件有限，医生让刘燕到有条件的医院
检查。 最后，刘燕被确诊为心肌病，原因是劳累过
度。 医生让刘燕住院治疗，但她只是让医生开点
药，并答应每天“抽空去医院输液”。

周五上午是体育组教研时间，刘燕又和其他
教师去练太极拳，一会儿工夫，不适汹涌而至，她
喘着粗气去医院输液。 躺在病床上的刘燕还在复
习周六要考的 “师德”———这是武侯区教育局针
对全体招聘老师所举行的一项笔试。

周六她很早起床，匆忙收拾就去考试。 下午，
刘燕考完试后直接去医院输液； 从医院回到家
后，她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练太极拳，要把
浪费的时间补上，“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刘燕如期和全体体育教师参加了太极拳
比赛 ，获得了第一名 。 下午 ，她本应到现场观看
4 个班的队列素质操比赛的 ， 但她不得不去医
院输液 。 临走前 ，她打电话给班主任表示歉意 ，
并让班主任一定要转告学生 “不要紧张 ，沉着
比赛 ”。

就在刘燕躺在医院病床上输液的时候，她指
导的 4 个班在赛场上创造了辉煌———一个一等
奖，一个二等奖，两个三等奖。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采访了好几位教师。 他
们都对刘燕表示由衷的敬意：

杨静老师一听我问“刘燕怎么样”，便不假思
索地说：“相当不错！ 说起来，刘老师虽没做过惊
天动地的事， 但她对每一件小事都特别认真，正
是从一件件小事上她体现出了优秀。 而且她心态
很好，豁达从容。 ”

唐丹老师特别感慨地说：“训练学生队列素
质操期间，刘老师身体不好，但她依然对我说，如
果有需要，随时找我。 ”

吴杰老师更是简洁地用 4 个“很”来评价刘
燕：“很踏实，很认真，很不错，学生很喜欢！ ”

我一直认为， 看一个教师是不是真爱学生，
就要看他是不是真的把学生放在心上。 而“把学
生放在心上”的标志，就是在乎学生的一切。

刘燕就是这样的教师。

罗家伦在清华大学留下了两个“第一”：清华学校
改名“清华大学”后的第一任校长，第一个被清华学生
赶出学校的校长。

1928 年，清华学校更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为
第一任校长，时年 31 岁。 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
的就职演说中，他指责清华“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
少”，学术不独立、教职员冗员、教师地位不高，并自称
来清华的使命和“所抱的唯一的决心”就是整顿清华
校政。也许正是因为他大刀阔斧的毫不留情的改革让
学生发起了“驱罗”运动。

今日看来，虽然学生驱赶罗家伦，但并不否认他
的能力。 我国外交部前部长乔冠华在自传中写道：虽
然当时我们赶罗家伦，但他还是有真本领的。 当我有
机会读了罗家伦的不少文章后，很佩服罗家伦所作文
章的秀丽婉转、见解透辟、感情充沛。这样一位有本领
的人在离开清华不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 10 年，
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佳评如潮……

罗家伦是有真本事的，如在清华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取得的成绩。

罗家伦认为“罗致良好教师，是大学校长第一个
责任”，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为提高教
授水准，他采取重发聘书的措施。 但罗家伦只给 55 名

教授中的 18 人发聘书，其余 37 人全被解聘。 任何学
校都不能长期处于教师匮乏的状态，于是他四处延揽
当世高人，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史家冯友
兰、化学家张子高都是他为清华请来的名师。 为让蒋
廷黻来清华执教，罗家伦亲自去天津请他。 蒋廷黻不
愿意离开南开， 但耐不住罗家伦在他家坐着不走，整
整熬了一夜，蒋廷黻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

与清华“房子太华丽”格格不入的是罗家伦朴素
做学问、做教育的观点。 他主张学生宿舍朴素，“乃至
于不甚舒适”，但是在体育场和图书馆的建设上，却毫
不吝惜金钱。

罗家伦对体育场建设如此大方，是因为“一个人
体魄不健全，精神决不能健全”。 他不顾恩师蔡元培之
警告，大肆扩建图书馆，是因为“现在大学教育的缺
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忽视其修养。所以大
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只能造就一技
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
袖人才”。 他更是亲自勘测地形，参加设计和绘制图书
馆扩建草图。

教育不能脱离时代而独立 ，应顺应时代的特点
和要求开展。 他把清华的工科提升到了与文 、理科
同等重要的地位。 学者黄延复曾评价说 ，以罗家伦
任校长为界， 清华的地位及学术水平迅速提高 ，前
后迥异。

时下论及清华大学的校长们， 世人首推梅贻琦，
鲜有人关注罗家伦，但“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
为梅氏的成就， 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陈寅恪亦称
“像志希这样的校长，在清华也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
来者”。

教育家影像

罗家伦：有态度的教育人
□ 刘亚文

罗 家 伦
（1897 -1969），
字志希 ， 教育
家 、思想家 、社
会活动家 。 曾
任 中 央 大 学 、
清 华 大 学 校
长 。 任清华大
学校长时废除
学 校 董 事 会 ，
使清华大学改
归大学院 （相
当 于 教 育 部 ）
领导。

“没想到这么偏远的地方的课改这么好，思想是
前沿的， 思路是清晰的。 云阳县的教育改革让人振
奋。 ”2011 年 11 月 7 日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
长唐果南专程到后叶小学指导课改， 由衷地发出赞
叹。 11 月 19 日，重庆市教育评估院院长龚春燕来到
后叶小学时也为他们的成果拍手叫好：“我欣喜地看
到，有一帮教师带着教育理想行走在大山深处，后叶
小学的‘心动课堂’已表现出强劲的生命力。 ”

教师还是那批教师，学生还是那批学生，但两年
的时间 ，“心动课堂 ”已让后叶小学的教学质量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 ：教师主动参与课改 ，学生高效学习 ，
课堂面貌焕然一新 ，“心动课堂 ” 让传统课堂彻底
“变脸 ”，有力回击了 “作秀 ”的质疑 ，越来越多的学
校因为后叶小学而接受课改 ，接受 “心动课堂 ”。 重
庆市课改专家评论 ：“后叶小学课改没有作秀 ，该校
的课改是能够取得实效的课改， 是农村小学减负提
质的有益实践，值得兄弟校学习借鉴。 ”

“心动课堂 ”在后叶小学实施以来 ，短期内成效
凸显。 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发生了彻底变化，
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习能力也有显著提升。 通过学
校组织的 3 次质量跟踪监测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 ，
学校教学整体质量呈显著上升趋势。

评估专家通过对后叶小学课改数据的分析得
出这样的结论 ：通过课改 ，后叶小学学生的人格得
到了尊重 ，个性得到张扬 ，学生在课堂上也勇于和
教师争论 。 学习能力 、思维能力 、表达能力 、实际操
作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 学生
也表示 ：“这样的课堂我们很喜欢 ，它让学习变得快
乐 ，给了我们飞翔的翅膀 ，我们为之心动……”“心

动课堂 ”给学生提供了无限的发挥空间 ，解除了传
统教学模式的枷锁 ，学习兴趣更加浓厚 ，学生在智
慧的海洋中遨游 ，从学习中体会到成功的快感和自
我价值所在 ，真正达到了教师教得轻松 ，学生学得
愉快的境界 。 “心动课堂 ”实施以来 ，后叶小学学生
的综合素养显著提高。90%以上的学生欢迎“心动课

堂 ”，80%以上的学困生增强了学习兴
趣 ，65%的学生表达能力和想象力有
一定提高 ，95%的学生动手操作能力
增强。 一位家长说：“我的孩子原先写
作文不知如何下笔， 近一年来不知怎
的总是有写不完的话， 多篇作文还被
校刊选登呢 。 ”“心动课堂 ”给学生能
力提升插上了翅膀， 为家庭幸福开了
一扇希望之窗。

2012 年， 后叶小学的中考成绩取
得历史性突破：重高上线率 73%，位居
云阳县第四名 ， 比 2011 年上升了 18
个名次 ； 中考总平均分 534.83 分 ，比
2011 年上升了 91.21 分 ， 位居云阳县
第三名 ，比 2011 年上升了 12 个名次 ；
物理、 化学单科平均成绩居全县第二

名。 后叶小学用令人欣喜的成绩证明： 课改是学校
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是农村教师专业化发展的
必由之路，是农村中小学减负提质的一剂良方。

2011 年 12 月 ，在县教委的推动下 ，云阳县的义
务教育阶段新课程改革现场推进会在后叶小学召
开 ，各兄弟学校纷纷前来观摩学习 。 “心动课堂 ”成

为云阳教育的骄傲。
后叶小学校长王之学表示，“心动课堂” 的生命

力不仅体现在它的教育教学效果上， 还体现在它的
可持续性上，它提供了一个方向，让后叶小学可以向
着更高的目标不断前进。 随着“心动课堂”的效果不
断显现，王之学和学校领导班子又开始了新的筹划，
“卓越课堂”的构想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

“卓越课堂 ”是 “心动课堂 ”的继续和深化 ，它坚
持德育为先 、全面发展 、能力为重 、以人为本 、与时
俱进 ，突出 “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的核心理
念， 从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入手， 进而转变教师教学
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的毅力、学习的
能力 、学习的转化力 、学习的创新力和社会适应力 ；
构建了学生全面参与、 快乐学习的高效课堂， 全面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育人质量 。 王之学自信地说 ：
“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不断创新不同课型 ，在课改的
有效性上进一步深化 ，我们的 ‘心动课堂 ’会更加丰
富、完善。 ”那时的“心动课堂”会呈现出另一番全新
的面貌， 而他们也必将实现既减轻了教师和学生的
负担， 又有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终级目标。 这是
新课程改革带来的契机，也是他们的无悔选择。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份精神，一份事业。
过去是一个梦， 未来是一个希望。 “心动课堂”

的提出给学校寻到了一个发展核心， 正是围绕这个
核心 ，后叶小学全体师生合作共进 ，务实创新 ，他们
用“信心、决心、恒心、真心 、上进心 ”，一次又一次刷
新学校历史。 接下来， 他们还将坚定不移地探索下
去 ，他们知道 ，虽然这条路很艰辛 ，却是通向更加灿
烂、辉煌的明天的必经之路。

“心动课堂”在实践中绽放生命力
———重庆市云阳县后叶小学课堂改革札记（四）

□ 聂成华 杨 露

★参评对象：全国各中小学校和中小学校校长。
★奖项设置：2012年度全国十佳现代学校 2012年度全国十大现代校长
★评选标准：1. 具有先进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理念，具有完整的学校管理思路和鲜明的办学特色；

2. 锐意改革，勇于创新，敢于打破常规，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 学校教师有自主发展机制，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文化发展内容丰富，在实施素质教育、教育
教学改革、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益方面成绩显著；

4.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努力成为教育专家，在全国有影响力和辐射力；
5.注重学校干部教师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结构合理、作风严谨、敬业爱岗的高素质师资队伍。

★参选材料：十佳现代学校要求有翔实的介绍，十大现代校长要求有详细的候选人事迹介绍。
★申报时间：本活动自发布之日起，即接受申报材料。2012年12月底结束。
★评选组织：采取自下而上层层推荐、群众投票评选、网络投票与专家评选相结合。候选校长先进事迹和候选

学校简介将在《中国教师报·教育家周刊》统一集中刊登，活动组委会根据读者投票、网络投票，
结合专家评审，进行终评。

本次评选立足于现代学校人才培养体制、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评价制度等，为各地区交流现代学校管理与评价，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的
最新理论、政策和实践成果提供平台，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现代学校，真正实现“为每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的理想。

·咨询电话：010-82296740 13810009700 ·联系人：冯永亮 ·专用邮箱：fengyongliang611@sina.com

依法办学 自主管理
文化治校 特色立校
仰望星空 担当责任
鼎力革新 脚踏实地

2012 年度全国十佳现代学校暨十大现代校长评选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