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贰零
壹叁

贰零
壹贰

2012 年，在常规的教
育活动中， 尚志市主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工作 ：
努力把城镇、 乡村的教育

资源差距缩小。 该市采取统筹资金
打歼灭战的方法， 一所学校接一所
学校去完善， 最终实现让乡村的孩
子享受同等资源的目标。 该市始终
坚持教育专家办学的理念， 依据每
所学校的地域及校情， 分别总结和
提炼办学目标、 办学理念、 办学特
色，依靠山水 、物产及旅游资源 ，逐
渐打造适宜地方发展的学校。 争管
理的强者，创质量的楷模，比环境之
洁雅，赛素质的高下。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课改，快乐、
幸福课堂正在构建，它们改变着尚志
教育生态……

黑龙江省尚志市教育局局长

王洪军：
我在教育这列火车

上，中途下了站，随后又一
次踏上了这趟列车。 千回
百转之后，我明白了为什

么还要再次选择教育这列火车，因为
心中追求的那一个梦。

构建优雅和谐的校园，使校校有
风格，校校有品位，所有学校齐头并
进； 将课堂建成幸福求知的乐园，让
孩子快乐成长， 让孩子的天性释放，
在快乐、幸福中探究知识，互助成长，
从而真正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实现乐
中学，学中乐。

我知道，这是一次革命，更是一
次蜕变，但一定会重生。愿快乐悠扬
的读书声 ， 飘扬在尚志的天空 、大
地，那时我的心底将涌出滚滚热流。

也许，这就是我一直寻找的教育梦。

尚志:“幸福”教育梦

2012 年，洪山区主要推动“有
效德育、高效课堂”这“两项工程”
建设，全面深化洪山区教改工作，
也是推行以“人人享受教育”为理

想，以“校校优质发展提升、个个善教乐教成
功、堂堂会学学好学会”为目标的洪山教育愿
景的第一年，全区上下以课改为抓手，给力课
改，攻坚课堂，致力打造高效课堂，开创洪山
区教育新局面。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副局长陈国安：
我有一个梦想
它并不惊天动地，但却伟大
它并非一帆风顺， 甚至是布

满荆棘
但它一直在我心里
疯狂成长
那就是，不仅仅让学生求生存、谋发展，

更要享受过程

我有一个梦想
让每一个沉重的孩子
在课堂上欢快地响起掌声、笑声、辩论声
说出真实的话、有创见的话
有情感的交流、思想的交锋、文化的交融
让他们享受课堂的真正乐趣

我有一个梦想
让每一位疲惫的老师和辛劳的父母
不再耗费自己的心智，去主宰孩子的一切
不再透支自己的精力、财力去培优补差
而是享受教育的真谛与成功

我有一个梦想
或许一个人势单力薄
或许一个区域还难成气候
但它仍然在我的心里
悄悄酝酿
因为我坚信
滴水可以汇成江河
课改洪流可以成就浩瀚海洋
因为我确信
“享受教育”洪山模式一定会梦想飞扬

新岁蛇跃涌春潮，矢志课改谱新篇。 洪山
教育人将以“享受学堂 五学互动”为追求，坚
定前行。 “五学互动”就是小组互学、学案导
学、流程科学、评价促学和文化融学。 前 4 个
方面是“术”，即技术，文化融学即为“道”。 而
高效课堂的两个基本点，正是“术”（技术）和
“道”（文化）。

我坚信：“享受学堂 五学互动”洪山模式
这朵奇葩，一定会“示范一方、影响深远”。 我
们将努力实践“以追求育人事业为乐趣，以享
受成长过程为幸福，以体验成功为快乐”的人
人享受教育的伟大理想。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促进桑植县课改的进程，2012 年 9 月， 该县借助中国教师报在区域教育均
衡发展和区域教改等方面的经验与智慧，努力将桑植县打造成湖南课改首善之区和中国县域教育
对外展示的窗口。

经过 4 个多月的全力课改攻坚，桑植的教育呈现了又一番新的景象。 校园文化精彩纷呈，课堂
教学自主高效。 课改让孩子焕发了活力，为学校带来了生机，更为师生带来了欢声和笑语，给桑植教育带来了
希望。

湖南省桑植县教育局局长向贤良表示，多年的课改实践证明，改革的前提是观念，关键在校长，基础在管
理，根本在教师，捷径在教研。 改革，首先要转变观念，而桑植县的课堂教学改革，首先从课堂教学的技术层面
入手，是“先上车后买票”，随后遇到的各种阻力，就是因为校长、教师的观念没有转变。 因此，区域课改的培训，
首先就是从改变理念开始的。

目前，桑植县广大教师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正积极投身在课改的洪流中。

湖南省桑植县教育局局长向贤良：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梦想，而复兴正是中华民族的梦想。 要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教育是先导，是根本，是灵魂。 作为贺龙元帅故乡的一名教育局长，我在新一年的
教育梦想是：竭尽全力，办老区人民满意的教育，把人民是否满意作为检验教育工作的最高标准，做

改革创新的探索者，不负先辈重托，让桑植这片红色土地的教育“红”起来。

2012 年 8 月，一场以“五步三查”为模
式的课堂教学改革，似一声春雷，在襄垣大
地上“炸响”。

经历了南下湖北襄阳樊城区、 河南安
阳殷都区的实地考察，北上山西太谷、北京的课改论
道，襄垣县教育局的课堂教学改革也拉开了帷幕。

广大教育干部积极践行课堂教学改革，从课改宣
传、人员培训到资源支持，都靠前指导、率先垂范，保
证了课改的如期启动与实施，使课改成为襄垣教育人
的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态度。

区域课改进行了两个多月时间，社会的反响十分
强烈，部分教师有抵触情绪，少部分家长有不同声音，
课改进入了改革的阵痛期。 但课改好不好，学生最有
发言权。以杨丽霞为代表的管理者，走进实验校，感同
身受体验到孩子们那份激荡于课堂的快乐，欣喜地看
到实验教师成长在课堂的真实，他们觉得，选择课改
之路是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挺过去就是
“柳暗花明又一村”。

因此 ，襄垣教育人在坚持行动中 ，继续践行课
改……

山西省襄垣县教育局局长杨丽霞：
年末岁初， 回望 4 个月的课改之路，

酸甜苦辣尽在眼前，真想停下歇一歇。 但
是，我知道，课改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停下就失去了在新一轮教育改革中追赶

的机遇。 既然选择了，就应无怨无悔地走下去。
2013 年，襄垣县教育需要大家和衷共济、风雨同

舟，也因为大家的努力而必将再度扬帆起航,“直挂云
帆济沧海”！

2012 年 1 月，樊城区教育系统启动了教
育“一主两翼”发展战略，打造“中国基础教育
第一学城”工作正式启动。 一年来，扎实的行
动正在悄悄改变着樊城的教育生态。

一是樊城基本消除了城乡学校的差别。 这种差别的
消除，不仅体现在基础设施标准化建设上，更多地体现
在乡镇学校与城区学校实现了师资队伍均衡化，教育质
量一体化上。 可以说，城乡师生别无差异的自信与担当，
是樊城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最好体现。

二是樊城教育已与全国发达地区能够齐肩。 在教育
思想现代化上，樊城区提出的“双成”教育理念已在教师
头脑中扎根；在教育方式现代化上，其研发的“三究四
学”高效课堂模式已逐步成熟；在教育管理现代化上，其
管理体制、机制、手段和方式已日渐科学。

三是樊城加快了与世界最前沿教育的接轨。 越来越
多的学生在教师“放手”的过程中，逐步学会了自主学习
与自主管理。 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将“人中心观、生中心
观、学中心观”落实到了教育教学实践，并在这个过程中
重新找回了从教的幸福感，自觉走上与学生共同成长的
道路。

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局长刘光胜：
“让每个孩子都能快乐成长，让每个家

庭始终充满希望，让祖国能在世界挺直脊梁，
是樊城教育人的追求。 欢迎来到中国基础教
育第一学城！ ”如果有人拨打樊城区教育人

的电话，或许就会听到这样的彩铃。 其实，这个彩铃表达
的，是樊城教育人共同追求的教育梦想！

2013 年，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区域课堂教学改革工
作。 我们希望，一年后的今天，樊城能初步形成师生自主
学习和自主管理的常态化机制，每一位师生主体意识都
能得到较好的激发和呵护，其生命和人格尊严都能得到
较为充分、自由的发展，樊城能真正成为每一位师生都
心向往之的“幸福伊甸园”。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激励着每个“学城”
教育人以一种更主动，更开放，更自信的姿态，致力于培
养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勇于担当的未来世界公民，我们
将为此而不懈努力！

樊城:“学城”教育梦

桑植:“红色”教育梦

洪山:“享受”教育梦

襄垣:“生本”教育梦

周
刊

培
植
区
域
课

改
的
新
动
力

第 93 期
名誉主编：毛 杰（郑州市教育局局长）
主 编：韩世文 电话：010-82296730
执行主编：郑骊君 电话：010-82296744
投稿信箱：quyujiaoyu@163.com
美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投稿信箱：liangyn@edumail.com.cn
支持单位：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
河北省邯郸市教育局
北京市大兴区教育委员会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教育局
辽宁省沈阳市教育局
湖北省宜昌市教育局
江苏省连云港市教育局
安徽省铜陵市教育局

2013 年 1 月 2 日

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特刊
2012 年，中国教育改革走向深水区，并在实践中不断寻求突破和创新，涌现出以全国十大“区域课改样本”为代表的典型区域。
2012 年，有更多区域的主政者觉醒，选择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发展教师，成就学生，改善教育生态。
在这些或走向课改纵深或刚刚踏上课改之路的区域中，周刊遴选了 6 个区域，它们正通过整体的区域课改培训，进一步提升当地教育质量，

凸显教育品牌价值。 这 6 大区域教育主政者，对刚刚过去的 2012 年有怎样的总结，2013 年，他们又有怎样的教育梦？ 新年展望，且看———

区域课改 6个
策划：本报记者 韩世文 郑骊君 执行：本报记者 韩世文 张志博 刘 婷

2012 年郑州教育继续深化、 优化道德
课堂建设，在此基础上，郑州教育局召开课
程与教学工作会议，正式提出新道德教育体
系，对道德课堂、道德文化、道德评价进行解

读，实现了从道德课堂到新道德教育的跨越。
其中，新道德教育的基本框架，可以用“一三五体

系”来概括：“一”是一个主题，就是做有灵魂的教育；
“三”即三大支撑，包括道德课堂、道德文化、道德评价；
“五”即“五新”建设，包括“新课堂、新教师、新学生、新
学校、新文化”。

同时，郑州市教育局与中国教师报深度合作，通过
系统培训，为 54 所道德课堂实验校的课堂带来了深刻
的变化，并从中产生了 8 所道德课堂示范校。 郑州教育
局和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中心合作，进行“中小学生学
业质量绿色评价指标体系”项目实验，通过“绿色体检”
进行道德评价方面的探索。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局长毛杰：
新道德教育的“新”，与其说是创新，不如

说是回归———回归教育的真义。 追求“新道德
教育”，就是要通过“道德课堂、道德文化、道
德评价”三大建设的深入推进，让教育重新走
到“回家”的路上———回归教育本质、回归学

生心灵、回归教育道德，从而为教育注入“灵魂”。
我们是教育人，从事的是教书育人的事业，我们教

育的目的是塑造有“灵魂”的人，我们必须做有“灵魂”
的教育。 作为主政一方的教育局长，我要和我的同仁们
一道， 为了共同的教育信仰， 努力实现理想的教育目
标———追求有灵魂的教育，办有灵魂的学校，做有灵魂
的教师，育有灵魂的学生！

让我们在学生的健康快乐成长中， 分享学生成长
的快乐，静听学生生长的声音！

梦梦梦

郑州:“道德”教育梦

河南省郑州市作为当下中国基础教育界区域内涵
式均衡发展的典型， 其新意是通过课堂教学改革为教
育注入“灵魂”，几年来，他们以课堂为突破点，创建道
德课堂模型，进而建构“新道德”教育学系统。

郑州市“新道德教育学”的核心是“有灵魂”。 教育
局局长毛杰认为，所谓灵魂，是生命对生命的尊重，人
格与人格的平等，情感与情感的共鸣，此爱与彼爱的交
融，智慧对智慧的点燃，文化对文化的润泽。

樊城区地处湖北省西北部，汉水中游，是湖北省域副
中心城市———襄阳市的中心城区。自 1996 年建区以来，樊
城连续 16 年在全市教育目标考评中蝉联榜首， 同时还拥
有 7 所湖北省教改名校，近年来，每年都有 1000 多名外地
学生慕名而来求学于斯。

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樊城教育人看到了教育成绩背
后的深度问题：“学生为了获取高分，将身体搞垮了，为了
排名，把人格扭曲了。这样的教育，并不是成功的教育。”樊
城区教育局局长刘光胜说，“我们本着对未来的高度责任
心，痛下决心，自己改革自己。”于是，樊城教育人吹响了教
育二次革命的号角，其目标被定位为：“关注每个学生的生
命发展和成长尊严，奋力实现学生成长快乐、教师工作幸
福、学校特色鲜明。 ”

多年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教育局一
直在践行“人人享受教育”的理念，并据此提
出“校校发展提升，个个乐教成功，堂堂学好
学会”的目标。 “人人享受教育”是指教育中
的人（校长、教师、学生），每个人都能达到以
追求育人事业为乐趣、以享受成长过程为幸
福、以体验成长为快乐的最高境界，都能把
教育过程变为具有价值意义的生命感受，变
苦学、苦教为以学为乐、以教为乐。

2011 年底，杨丽霞调任山西省襄垣县教育局局长
时，当地教育质量处于长治市中下游，大量优秀学生外
流， 现实的办学质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
期许。

直到 2012 年 4 月下旬，杨丽霞参加了在郑州市举
办的第二届全国教育局长峰会，才终于豁然开朗：课堂
教学改革就是襄垣教育的突破口，要突围，就要改革。
只有改，襄垣的教育才有出路；只有改，襄垣教育才能
实现弯道超越……

� �湖南省桑植县是片浸染无数先烈鲜血的红色土地，也
是老少边穷地区。这个教育大县经济落后，教育投入不足，
底子薄、基础差、师资水平低，和发达地区比，有较大差距。
要缩小差距，必须寻求捷径。

桑植教育人认为，唯有改革创新，才是最佳的途径。为
此，该县从 2008 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教育教学改革，
通过几年的摸索，初步形成了“三主五步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 “三主”即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训练为主线；
“五步”即定向自学、讨论探究、全班展示、归纳总结、巩固
提升五个教学环节。课改探索赢得了社会和上级部门的认
可与肯定，被湖南省教育厅列为重点资助试验课题，吸引
周边区县教育部门数十个单位前来考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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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志市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呈
“八山半水分半田”之势，综合实力位
居全省十强县（市）之列。 同时也是英
雄之城、国家一类革命老区。 但是，当
地教育的发展， 并没有达到社会和教
育人期待的水平。

尚志市教育局局长王洪军上任一
年多来，一直在思考：尚志教育路在何
方？ 直到参加了第二届教育局长峰会，
结识了全国众多的课改人， 终于明确
了教育的发展方向，即以课改为主线，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实现校校不
同、校校都好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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