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一年教育工作的风向标，日前 2013 年全国教
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会议传递给人们最大的一个信
号就是：改革推动教育发展。一天的会期，紧张的日程，
从教育部部长到参会的各级代表，大家说得最多、谈得
最多的都是改革。正如袁贵仁部长不断强调的，当前教
育发展最大的红利是改革，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办好
人民满意的教育依然要靠改革。

毋庸讳言， 改革对于教育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当
前，几乎人人在议论教育，批判教育，教育改革的呼声
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教育改革关乎一代人
的成长和命运，关乎国家的兴衰、民族的未来。

而回顾历史， 之所以中国教育在今天取得这么多
的成绩和进步，关键词也在于“改革”二字。正是因为改
革开放 30 年来的革故鼎新，才有了今天教育观念的不
断更新，教育制度的不断创新。

当前，教育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改革如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开弓没有回头箭。 不仅改革者要
继续不断地自我反思，与旧有的思维定式“搏斗”，即使
是观望者，也应该意识到改革的趋势不可逆转，必须适
应世界的潮流，成为改革大军的一员。

如何攻坚，走出“深水”？ 这既需要改革者的智慧，
恐怕更需要改革者的决心和勇气。 由此我们需要回溯
百余年前梁启超曾经对改革说过的一段话：“不变其
本，不易其俗，不定其规模，不筹其全局，而依然若前此
之枝枝节节以变之……吾知其必不能也。 ”

在这位思想家看来，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必须抓住根本，全方位地变法，像以前那样修房补漏式
的“温和”改革，只能越改越乱。

其实，教育改革又何尝不是复杂的系统工程，环环
相扣，牵涉到多个部门、多个群体，只要一个环节出错，
就会影响到整体。 如何迎难而上、攻坚克难，坚决破除
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 考验着每一个改
革者的决心和勇气。

欣喜的是， 已经有这样的前行者在做出实验和探
索，他们直面困境，用自己的行动改变着中国教育，不
消极，不浮躁，不盲目，为一方水土带来希望。

而这就是教育改革的魅力，
它让我们所处的世界更有意义，
更有生机，更有活力。

特
别
报
道

编辑：中国教师报编辑部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编：100082 新闻热线：010-82296669 网址：ｈｔｔｐ押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ｔｅａｃｈｅｒ．ｃｏｍ．ｃｎ

２０13年 1月 16日
星期三 第 461期
逢星期三出版 本期 16版
国内统一刊号：ＣＮ１１－０１７９
邮发代号：１－１９２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教育报刊社
总编辑：雷振海

《课改研究周刊》
课改与教师幸

福是什么关系？如何
通过课改提升教师
幸福指数？如何落实
“人中心观、 生中心
观、学中心观”？

14-15 版

《教育家周刊》
作为一个没有

丰富心理学知识，但
有满腔教育热情的
班主任，他是怎样运
用心理学知识，引导
学生健康成长的？

10-11 版

《民办教育周刊》
教育永远是指

向美好的， 但当今
学校教育未必能准
确 完 成 这 样 的 使
命。 如果我们重新
想象学校， 学校会
是什么样？

12-13 版

《教师生活周刊》
《西游记》中的

唐僧、孙悟空、白龙
马、猪八戒、沙僧分
别代表了什么？ 师
傅为什么警告孙悟
空 “不许说是我的
徒弟”？ 8-9版

《区域教育周刊》
如何让教与学的

过程变得轻松、和谐，
有效提升师生的幸
福指数？ 本期呈现青
海省教育厅厅长王
绚关于提升师生幸
福指数的教育思考。

4-5 版

《现代课堂周刊》
河南省宜阳双

语实验学校推行学
队制、学会制、学分
制、 阶梯制、 导师
制， 充分发挥学生
的自主性， 为实现
取消班主任的目标
做准备。 6-7版

开远：吹响课改集结号

■总编七日谈 86

改革推动教育发展

□ 本报记者 黄 浩 □ 刘和平 冯 旭

政策直通车

1 月 12 日， 湖北省恩施土家苗族
自治州建始县业州镇船儿岛社区几个
学生娃娃，争先“挤”进开进来的“流动
图书大篷车”，一睹为快。

刘 波/摄

茛图片新闻

教育部召开 2013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本报讯 1 月 9 日，2013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

京召开。 会议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坚持以邓小平理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落
实教育规划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把教师队伍建
设作为重点内容，把转变作风作为重要保证，加快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转变教育发展方式，加快推进
教育现代化，着力促进公平公正，着力提高质量效益，
着力维护和谐稳定，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提供
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教育部党组书记、 部长袁贵仁在讲话中指出，教
育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教育事业发展态势良好，各方面
都取得了明显进展。 他强调，要深刻把握党的十八大
对教育工作的重要部署和明确要求， 在 2013 年重点
做好七项工作。 一是发挥教育系统优势，把学习研究
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引向深入。 要深刻领会十八
大精神实质，深化十八大精神宣讲活动，深入推动十
八大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深入研究阐释重大
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推动教育系统党的建设。 二是
坚持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增强德育工
作的针对性、实效性。 提升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加强学
校艺术教育。 三是创新工作方式，推动教育发展走上
不断提升质量的良性轨道。 研究颁布实施具有中国特
色、世界水平的质量评价标准和质量监测体系，加强
督导，公开结果。 四是加强薄弱环节，着力缩小教育差
距。 加强农村特别是偏远地区农村教育，加强中西部
特别是贫困地区教育， 保障特殊群体平等受教育权
利。 五是突出工作重点，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
办好学前教育，均衡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普及高
中阶段教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
内涵式发展，积极发展继续教育。 六是切实提高保障
能力，为教育事业科学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提升教师
师德水平和业务水平，筹好、用好、管好教育经费，加
快教育信息化建设。 七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确
保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坚持正确方
向，增强改革合力，聚焦改革重点，务求改革实效。 以
开放促改革，提高教育开放水平。

袁贵仁强调，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全面深化教
育综合改革，必须努力提高教育管理工作的科学化水
平。 要改进工作作风，大兴为民务实清廉之风；改进教
育宣传，为教育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改进工作方
式，切实维护教育系统和谐稳定。

教育部党组成员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计划单
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部门负责人，教育部各司
局、直属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的
要求，本着勤俭办会原则，本次会议会期为一天，会场
设在教育部机关，代表均在机关食堂就餐。 （康丽）

2012 年 2 月 17 日，位于云南省开远市东兴路的
行政中心报告厅里人头攒动，300 多名来自各行各业
的市民代表齐相聚首，将不大的会场挤得满满当当。
这里，正在举行的是开远市第六届市民论坛。

作为一个旨在反映民生、传达民情的社会论坛，
前五届议程中，他们围绕“加强行政效能建设”、“项
目建设与环境保护”、“公仆形象与干群关系”等话题，
展开了实事求是的论辩，并在会后解决了不少市民日
常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不过，与以往“宏观叙事”不同的是，这一次的论
坛，话题变“小”了，角度变“新”了。 他们第一次将议
题聚焦在近年来颇有争议的“教育改革”上面，并确定
了主题———“高效课堂与素质教育”。

开远，地处祖国西南边陲之地的云贵高原，这里
毗邻越南，少数民族人群杂居，群山绵延，人口稀少，
总面积还不到 2000 平方公里。令人颇为惊讶的是，这
个不足 30 万人的小城镇， 在全国许多大中城市教育
改革尚未形成规模之时， 他们的课堂教学改革却已
经搞得风生水起。

是什么让他们对教育改革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

“老大动了就不难”

2009 年的一个夜晚， 就在开远市教育局局长李
永庭结束一天工作，将要入睡之时，忽然接到了时任
开远市市长李存贵的电话。

“打开电视，看中央 1 台。 ”李存贵催促他。
一头雾水的李永庭在黑暗中摸到了遥控器。
当电视画面定格在 CCTV-1，正在播放的是央

视 《小崔说事》， 主持人与一名中年男子相对而坐，
就有关教育的话题展开对话， 随后出现的字幕条显
示， 接受采访的中年人是山东省杜郎口中学校长崔
其升。

这是李存贵第一次知道杜郎口中学和崔其升的
名字。

亲历开远高效课堂建设的教师都知道，开远市的
课堂教学改革之路，正是从市长和局长的这一通电话
开始的，也自此与杜郎口中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尽管这场教育变革看似来得很“偶然”，但
实际上，这并不是当政者一时兴起的“拍脑门决定”，
也不仅仅是受了电视里杜郎口中学改革成果的 “诱
惑”。 在李存贵和李永庭看来，当年，开远市的教育已
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我们许多地方的学生，学习条件好了，作业负担
却更重了；分数高了，能力却变得更低了。 当学校教
育朝着‘一切为了分数’的方向去发展时，它已经变
得疯狂，完全背离了本真。 ”李存贵回忆起之前的开
远教育，仍有些耿耿于怀。

教育的本真是什么？ 教育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孩
子们来到学校，本该有的状态是怎样的？ 身体要好、
作业要少、分数要高，还要好玩———在李存贵看来，
做教育并没有一些人说的那么神秘、那么艰难。

他还举了自己的求学生涯为例。
“小时候读书，各种条件都很差，但一边放马、一

边学习，自由自在，从来没有觉得读书是一件累人的
事情，而且还年年考第一。 ”

“今天的孩子们呢？ ”李存贵反问道。
更让他揪心的是， 在当年的应试教育模式下，开

远市的教育教学质量从来都是处于低位。连续 12 年，
开远市没有一次考试成绩优于同处红河州的弥勒县。
有一年，红河州举行了一次中考模拟统考，结果显示，
600 分以上一栏里，弥勒县一所中学里的人数比开远
市所有初中加起来还要多。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不改革，几乎无路可走。
而电视中杜郎口中学的出现，则适时地成为开远

市课堂教学改革的导火索。
2011 年，李存贵亲自带队，带领开远市所有中学

校长，前往杜郎口中学、昌乐二中、杭州二中等以改革
知名的学校学习经验。 回来后，他要求所有校长都要
写考察报告。

被“外面的风景”震撼了的校长们心潮澎湃。 然
而，改革事关重大，社会怎么看，家长怎么看，学生又
怎么看，他们能接受吗？

为了统一思想，市委和教育局开始了全市的课改
宣传工作，办论坛、做讲座、电视宣讲……李存贵不仅
几度亲自上台，讲述国内课堂改革现状，点评教师上
课得失， 还鼓励他们不要害怕课改会使学生考分降
低。 一时间，社会上反响强烈。

随后，开远市委、市政府拟定了一份以“开远市课
堂教学改革”为主题的调查问卷，向市人大、政协，还
有普通市民咨询意见，问卷采用不记名方式。

“改还是不改？ ”问卷最终落脚此处。
结果显示，绝大部分人支持课改。
“允许你反对，但不许你不改！ ”至此，李存贵代表

市委、市政府正式向全市中小学吹响了改革集结号，措
辞严厉，态度坚决。 几经易稿，一份名为《关于推进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课堂教学改革的实施意见》也由此正式出
台，落款为“中共开远市市委 开远市人民政府”。

这份由开远市最高权力机关拟定的文件规定，
“一至六年级只能组织期末教学质量检测，七至九年
级只能组织期中、期末教学质量检测……”关于课改，
文件更作出了 “建立课改征求意见制度”、“建立课改
报告制度”、“鼓励社会力量支持课改”、“加大课改宣
传力度”、“实行课改教职工合理流动”、“实行课改问
责制”等一系列具有实操性的规定。

与此同时，开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开远市监察局
一并介入当地课堂教学改革，督促这份文件的实施。 几
年来，他们明察暗访，一旦发现有学校有偷偷增加课外
作业、阻挠课改的现象，立即严肃处理，从约谈责令整改
到无条件撤职，10 个处罚等级标准都有明文规定。

纪委与监察局亲自督查学生作业量，不仅在开远历
史上绝无仅有，即便放诸中国大地，恐怕也是凤毛麟角。

“声势浩大，意志坚定。 ”一位亲历了开远市课改
的校长这样说。

“这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没有市委、市政
府的强力推动， 开远市的课改不可能走得这么快，走
得这么稳！ ”具体组织开展课改工作的李永庭不无感
慨，“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动了就不难啊！ ”

推崇改革的李存贵现在已经升任开远市市委书记。
他说，不管在什么岗位，心系教育、支持课改的立

场不会变。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出格”的书记还“撺掇”并不

在他管辖范围内的邻市的一所学校一同参与课改，甚
至为他们外出参观考察提供帮助。 前阵子，一位学者
到该校讲学，看到该校搞得轰轰烈烈的课改，不由得
大吃一惊：这么偏远的地方，不仅搞改革，而且还搞得
如此成功！

校长笑着说：“如果这已经算成功，那我更建议你
去开远看一看！ ”

开远的“二中现象”

课改，到底带来了什么？
李永庭还记得， 就在李存贵打来电话的那个晚

上，当他一个劲儿介绍杜郎口中学如何进行课堂教学
改革时，李永庭突然说，我们这儿有一所学校，早在半
年前就已经开始效仿杜郎口进行课改了。

“哪个学校？ 校长是谁？ ”李存贵一愣。
开远二中，杨正坤。
在许多县级城市里，二中，往往地处当地经济基础

较为薄弱的地区，每年吸纳地区的二三流生源，过着“比
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 然而，近些年来，一些地区二
中异军突起，在教育改革领域率先出击，一跃而成为当
地教育界的黑马，有些人将其称之为“二中现象”。

开远二中便是这样的一匹黑马。
不过，杨正坤初任开远二中校长时，当时学校的

状况不仅“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也完全谈不上，更
没有人想到它会成为所谓的“黑马”。

已经有 70 年办学历史的开远二中， 是一所实
实在在的老牌校，但前些年的成绩，几乎让二中“颜
面无存”。

“全市有 16 所中学，连续多年，二中的成绩排名
一直是 13、14、15， 循环往复， 从来没有出现过 ‘意
外’。 ”杨正坤说。

而由于历史久远， 二中的许多硬件也早就老掉
牙了 ，房子灰突突 ，四壁斑驳 ，路面乱糟糟 ，坑坑洼
洼，桌子凳子也是到处打着补丁。 一次，市教育局一
位穿着高跟鞋的女副书记前来调研， 一脚就踩穿了
二楼的楼板。

无论是从教学质量，还是办学条件来看，当时的
开远二中与周边环境都已经格格不入，许多家长纷纷
将孩子转到城里， 稍微优秀的教师， 也是人心思动、
“见异思迁”。

杨正坤上任的那一天，开远市教育局领导亲自送
他到学校，语重心长地跟他说，二中，再也不能老样子
了。 杨正坤默默地点了点头。 （下转 2 版）

开远，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贵高原，这里毗邻越南，少数民族人群杂居，群山绵延，人口稀少，总面积还不到 2000 平方公里，城区面积
仅为 18 平方公里。在这个不足 30 万人的小城市里，课堂教学改革却搞得风生水起。而这场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不仅改写了开远教育连连
“垫底”的惨痛事实，更让学生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