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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改变教育的力量

乡村儿童入城受教
不等于教育公平

近日，《人民日报》 刊文称：
鼓励乡村儿童入城接受教育不
等于教育公平。 今年，上海已实
现全部（50 万人）外来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或政府委
托民办小学免费就读。 这是城市
的善政，但在鼓励城市善待外来
务工人员的同时我们也应意识
到，变相鼓励乡村儿童涌入城市
接受教育，并不等于真正的教育
公平，更不等于公共资源的阳光
公平普照。 一座城市的承载能力
和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当越来越
多的孩子涌入城市，优质教育将
不再优质。 而只有中国的乡村与
城镇都拥有更好的公共资源特
别是教育资源时，才能消灭城乡
教育资源的巨大差距，才能真正
达到教育公平。

父教缺失
让孩子终身“缺钙”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云晓在接受腾讯微博的微访谈
时表示，父教缺失是父亲与孩子共
同的灾难，会让孩子终身“缺钙”。

在家庭教育中，父亲应该是
给予孩子无穷力量和强大依靠
的英雄角色。 比如孩子的运动能
力和动手操作能力，都需要父教
作为支撑。 尤其对男孩来说，缺
乏运动能力可谓一种灾难。 可以
说，父教的缺失很容易在孩子尤
其是男孩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
留下巨大缺憾。 父教不一定要父
亲天天陪伴孩子，但一定要让孩
子时时都感受到父亲的关心与
帮助。

新视野

★参评对象：全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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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介绍。
★申报时间：本活动自发布之日起，即接受申报材料。2013年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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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选学校简介和候选

校长先进事迹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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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
全国十佳现代学校暨十大现代校长评选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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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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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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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还记得，美国《时代》周刊将“你”
选为 2006 年的年度封面人物， 他们以此表
态，在新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历史不
再只是伟人的传记”， 而是属于有志于创造
未来美好生活的每一个人。 具体到教育领
域，细化到教育家办学和教育家成长，可能
在大多数人的固有观念中， 这些都是教育
“大家”理所当然担负的教育重托，而作为千
千万万名教育工作者中的平凡一员，“我”作
壁上观即可，因为那是“大家”的历史使命，
与“我”无关。

但是，真的与你无关吗？在这里，我们不
必例举在过去几年间，有好几位平凡的个体
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甚至全世界的巨大影
响力。 其实，只要你用心去看、去感觉、去体
会就能发现，在互联网时代，成千上万的普
通人通过互动、沟通、合作，扩大了自己的视
野、改变了生活方式，发掘出了连自己也不
知道的才能， 它们结合成一股庞大力量，改
变了这个世界，推动了以前不敢想象有能力
推动的改革，改变着人类的未来。

这是一股改变世界的力量。 现在，这股
力量正潜藏在“你”的身体里，需要你的发掘

和利用。 回到我们熟悉的教育，同样因为信
息技术与课程资源的整合，例如在中国教师
报整合力推的微课程和独创的教育通云平
台上，每一个教师都可以成为课程的设计者
和实践者。 在“你”的世界里，只要你足够用
心、足够努力，我们相信你肯定能创造出一
系列属于个人的教育：你的课程教材、你的
教育技术、你的出版社、你的学校……甚至，
你会写出专属于个人的教育学。

这是一股改变教育的力量。历史上的任

何一个时代，都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求教育家
的出现，盼望教育家群体的璀璨！ 时代在呼
唤教育家的出现，这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命
题。但是，怎样的人才能称为教育家，在教育
家的道路上，我们的教育工作者需要作出哪
些尝试和努力？ 在这个纷纷攘攘的社会里，
过多的讨论反而会淹没那些坚定的声音，如
同一个人出发太久， 会忘了上路的原因一
样。

于是，我们摒弃了那些关于体制、关于

土壤、关于内外因的讨论，选择了力行，选择
关注一个个在教育创新和实践中作出努力
的“你”。 一个个“你”经过巧妙的组合后，他
们以思想力校长、新生代班主任和非常教师
的面貌出现，教育家的一个个与众不同的特
质在他们身上得以体现。

诚如美国《时代》周刊执行总编辑施滕
格尔所言：“如果你选择了某个人（当选年度
封面人物）， 你就必须评估此人是如何影响
了百万计的他人，但如果你选择了百万计的
一个群体，就不必给出理由了。 ”因此，我们
在做年终盘点的时候，同样慷慨地将“教育
家”的头衔赠予每一个“你”，这是一份专属
于在教育改革与发展进程中作出努力的教
育工作者的荣光。

但这份荣光只是一种选择，证明你选择
了教育家的道路。 在新的一年里，需要千千
万万的“你”从孩子出发、从教育的本质出
发，踏踏实实地力行教育家办学，才能让千
千万万的“你”具化为一个个教育家的名字，
如同我们所熟知的陶行知、蔡元培，镌刻在
每一位国人的心底，以教育家的姿态鲜活人
们的记忆。

2012你，就是教育家
□ 本报记者 冯永亮

特刊

谁是教育家

“呼唤教育家成长，推进教育家办学，分
享教育家智慧”， 是教育家周刊秉承的办刊
理念。在 2012 年的第一期中，我们再次抛出
“谁是教育家”的追问，这是因为当“教育家
办学” 成为一个实践命题时，“谁是教育家”
便成了实践领域，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所
关注的话题。

这是一期关于教育家特质的讨论，在国
家督学、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成尚荣等架起
理论与实践桥梁的专家、 校长的激辩下，教
育家的形象越来越明晰———

教育家一定是敢于用行动回应堪称“国
问”的“钱学森之问”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野生”的、“散养”的，而
非“圈养”的、奉指令办学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双手放在历史舵轮上的
人，是能把握教育方向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从课堂走出来的人。他们
敢于躬身教学田野， 敢于回到一线去实践，
他们是从庙堂走向课堂的人。

教育家一定是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
之思想”的人。 今天的教育人，人云亦云者
众，特立独行者寡，当学校成了官场、商场、
市场的时候，教育家应该是敢于坚守教育理
想和教育底线的人，是拥有自己独特教育主

张的人。
教 育 家

一 定 是 这 样
的人：他们可

以没有耀眼的光环，可以不居庙堂之高。他
们是草根，但一定有英雄本色，他们是改革
者，但一定与理想有关。他们选择的是一辈
子不可能再做其他选择的职业， 是那些终
身以教育为志业的人， 教育是他们安身立
命之本，也是他们改造社会、推动文明的途
径……

经过第一期“谁是教育家”和第二期“读
懂教育家”的讨论后，本刊不再“沉迷”于形
而上的讨论，而是选择关注那些在具体实践
中作出努力的真正教育者，选择关注那些可
供借鉴的榜样人物。 他们分别以思想力校
长、 新生代班主任和非常教师的面貌出现，
以群体的实践，回答教育家办学这一时代命
题。

在我们的选择中，思想力校长必须是躬
身教学田野、 具有教学领导力的实践者，他
带领的学校必须是致力于课改实践和素质
教育探索的典型学校；只有关注并践行新理
念、具有学习力的优秀青年班主任才能入选
新生代班主任；对于“非常教师”的入选要
求，看似很简单：具有非常之思想和非常之
实践的草根教师，他必须热爱教育，有职业
理想，深受学生爱戴，对教育教学有独特思
考，且在实践上有所突破。

在这样的要求下， 我们推出了一系列
“封面人物”。接下来的 2013 年，我们会一如
既往地踏上发现之旅。

打捞沉没的思想

除了精心选取“封面人物”外，教育家周
刊还专注于为广大读者提供思想的盛宴。作

为国内开先河的教育家周刊， 我们除
了定位于提供可供借鉴的实践样本 ，

更为广大读者提供能够丰厚人生底色的教
育素养。 于是，发现和打捞那些散落在各地
各校中的思想和声音，成为我们的职责和使
命，一篇篇稿件在披沙拣金后，得以与读者
见面。

这些努力， 主要体现在本报 11 版精编
的每一篇稿件中，尤其是该版头条稿件的用
心打磨。 这些稿件的背后，不但是精妙的文
字，更是作者对教育的精深理解。 他们对于
教育的热爱和痴情，力透纸背，直达读者的
灵魂深处。

除了精心打磨的头条文章，本刊的专栏
文章和其他稿件， 同样能让读者掩卷而思。
例如“镇西随笔”，让读者在一个个看似琐碎
的教育细节中，体味教育的真谛，“教育家影
像”中的故人给了今人前行的力量，在“清林
的 50 个细节”中体会教育管理者的“用心良
苦”，在“百校赋”中读懂学校品牌……新的
一年，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作者能像教育家
崛起一样，以文字生动我们的版面。

国外教育家的中国化解读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2 年，我们除
了发掘国内行走在教育家旅途中的“封面人
物”，打捞沉没的声音，向世界发出中国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声音之外，还努力促成了国外
教育家的“请进来”。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就
是两位美国年度最佳教师———雷夫·艾斯奎
斯和莎朗·德蕾珀。 雷夫让我们见证了教育
的奇迹，莎朗教会我们“帮助孩子找到从未
发现的内在力量”。

2003 年， 本报作为最先发现雷夫
的国内媒体， 第一次向中国
教师介绍美国最有声望的

“全美年度最佳教师”， 并在之后将近 10 年
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关注雷夫，挖掘他闪耀
着人性光芒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

在 2012 年雷夫的首次中国之行里，本
报 4 名记者与雷夫面对面，以记者的视角向
读者诠释了真实的雷夫，以期帮助读者《读
懂雷夫》，学习他《让学生与真实相遇》的决
心，体会《耐心的力量》，发现雷夫成功的背
后，并不是许多人所认为的只是信任，因为
教育《怎一个“信任”了得》……经过中国化
解读的雷夫， 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
更加可亲可爱，也让许多习惯抱怨体制的人
们，发现美国其实也有体制的束缚，而他们
需要做的就是学习雷夫 24 年坚守一间教室
的耐心，以及冲破偏见的勇气。

莎朗， 尽管国内读者并不是非常熟悉，
但通过我们的推介之后，相信国内的教育工
作者对于她 “一切从学生的需要和视角出
发” 会有所触动———“犯错是最好的学习方
式”，“（我）教授的不是一门课程，而是一代
朝气蓬勃的孩子”……

对国外教育家的推荐和介绍，只是本刊
的一个开始。 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致力于
将更多的国外优秀教育家介绍到国内，通过
“我向莎朗提问”等互动栏目，让广大读者与
国外同行直接交流，开阔视野，坚定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