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刊

培
植
区
域
课

改
的
新
动
力

第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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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编辑：孙和保 电话：010-82296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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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6 日

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韩国新教师培训
“对症下药”效果好

□ 白修银 编译

每年 1 月， 韩国学校进入了
寒假阶段。 在此期间，大部分教师
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积极参
加专业发展培训课程， 新入职的
教师也不例外。 在众多课程中，有
一种专门针对只有 1 年教学经验
教师的特殊培训和研讨会。

新入职的教师在工作初期会
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现实问题 。
例如， 他们不知道如何妥善地处
理家长的抱怨、 如何有效地管理
课堂等 ,因此 ,他们迫切需要学习
实用知识，以便更好地融入学校，
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 正是出于
这个原因，每年寒假，各地方教育
局就会为这些新教师提供为期 1
周的免费强制性培训和研讨会。

新教师培训的内容多种多
样，如“声音和愉快的课堂管理”、
“如何处理欺凌行为”、“如何与高
级教师和校长融洽相处”、“如何
运用魔术激发学生”、“介绍新修
订的教育政策、教师法律或规例”
等等。 培训讲师通常由具备丰富
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担任。 此外，在
由资深教师和行政人员主持的辅
导研讨会上， 新教师们可以提出
他们在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
问题 ， 并得到有用的意见和建
议。

通过专门的培训和研讨会 ，
新教师可以学习到老教师宝贵的
“诀窍”。 此外，这种培训和研讨会
也有显著的激励作用。 新教师会
期望“15 年后也成为一名像他（她
那样优秀的老师”。 榜样的示范作
用十分重要， 新教师会因此对未
来更加充满信心，怀抱梦想。

就像第一次尝试翱翔天空的
小鸟一样 ，虽然会失败 ,但是 ，通
过实践和父母的帮助， 小鸟最终
会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年轻的
新教师也一样。 虽然他们现在还
没有达到专业级别， 但通过培训
和研讨会，他们会一点一点进步，
最终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 这就
是韩国教育局每年为新教师提供
免费的强制性培训和研讨会的原
因，政府认为，鼓励新教师尽可能
地激发并展示能力， 是政府的责
任， 而这无疑也有利于韩国教师
队伍整体质量的进一步提高。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区看天下·国外教育

理想的教育应该是让人幸福的

主持人：本期教育圆桌沙龙邀请到的 4
位嘉宾，尽管身份不同，但都对教育情有独
钟。 在 4 位嘉宾的心中，理想的教育应该是
什么样的呢？

刘光胜：理想的教育，我觉得可以从 3 个
层面来解读。 首先， 应该有教育理想作为支
撑，让每一个孩子能够快乐成长；其次，应该
让每一个家庭始终充满希望；再其次，能让我
们的国家始终挺直脊梁。

王洪军： 理想的教育应当是让人幸福
的、快乐的，我们的孩子在幸福的乐园中学
习、成长。

张兴国：我觉得理想的教育应该和我们
努力的结果是一致的，它是愉快的、实用的。

李炳亭：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努力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觉得理想的教育就
应该是好的、人民满意的教育。 要真正理解
理想的教育，首先要知道不理想的教育是什
么，或者说好教育在反对什么。我一直以为，
好教育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片面的教育，野
蛮的教育，乃至于功利的教育。

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总结：理想的教育
需要有 3 个关键词：生态、民主、信仰。 学校
是民主最佳的土壤， 要培养人的民主意识，
必须先从学校开始； 教育必须有使命感，因
此，教育人必须有信仰。

区域教育应走向质量一体化均衡

主持人： 我国的教育改革已经进入了深
水区，课改则从以学校为代表的单兵作战，逐
渐发展到以区域整体推动的形态。 在几位看
来，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路径有哪些？

王洪军：尚志市作为哈尔滨市全面实施
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重点县（市），近几
年来，市委、市政府无论在硬件设施建设上，
还是在软件设备的投入上，都倾注了全市的
财力。特别是 2012 年，投入近 1 亿元完成了
硬件建设，也完成了基础设施、设备建设，这
为全市均衡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实，均衡发展的关键词是缩小城乡之
间的差异系数，这个差异系数主要体现在学
生的学习环境、学习条件、教师的师资水平
等方面。 目前尚志市全面启动课改，其目的
就是要建设好学校，发展好教师，成就好学
生，从而使城乡之间学习的差异系数越来越
小。我想，尚志市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跟上
甚至赶超其他课改先进地区。

张兴国：王洪军局长很客观地将尚志市
的工作做了介绍， 从政府的角度来思考，我
觉得根本的途径就是改变，改变原来那些教
育的顽疾，实现真正的变革。 我认为其中最
关键的，是政府必须转换角色；同时还要挑
战传统，传统思想和部分顽疾是制约教育发
展的主要问题。因此，政府应该更务实一些，
切实从制约发展的资金缺口、 人才断档、教
学模式陈旧等问题出发，寻求改变。

刘光胜：以樊城区为例，在刚刚结束的湖
北省教育工作会议上， 襄阳市樊城区被评为
全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示范县（市、区），这
个成绩的取得， 我认为首先是地方党委和政
府对教育持续不断的投入， 才能够使我们基
本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得到不断的提升；
其次，真正实现一个区域教育的均衡，不是形
式上的均衡， 更重要的是教育质量一体化的
均衡。 我们推动区域课堂教学改革，正是能够
促进区域范围内教育质量均衡的最好方式。

主持人：刚才 3 位嘉宾都谈了自己的观
点，作为教育媒体人，李炳亭主任您如何看
待这个问题？

李炳亭：我觉得思考这个问题，有两个
关键词：一是课改，二是深水区。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课改？ 课改到底是改
课堂，还是改课程？ 其实我觉得，课改实际上
要倡导教育人重新树“三观”，即以人为本的
教育观，以学为中心的教学观，以生为本的师
生观———这些恐怕对传统的教育观，教学观，
师生观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因此，既然是树新
“三观”，就必然意味着对旧“三观”带来冲击，
所以改革改到深处是改人。 改方式、改模式、
改技术，其实都包含在改人中。

所谓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就是改革已经

从局部，从某一方面走向综合性改革，所以我
们要理解综合改革的概念。 比如樊城区、尚志
市等诸多课改的典型区域， 他们改革的共同
之处在于，从课堂教学模式改起，课程建构、
新教室建设、新学校文化形成等多个层面，当
然也包括整个区域教育管理理念的改变，更
倡导自主、自然、人性的教育，逐渐摈弃以前
多管制、强迫的管理。 在这种共识之上，每个
区域又会基于自己的不同条件， 选择一种突
破方式，形成一种发展模式。

课改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主持人：对于区域教育改革来说，两位
教育局长应该最有发言权，我想先问问刘光
胜局长，目前樊城区课改状态如何，整体推
进 1 年多来，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刘光胜：经验谈不上，主要是在探索改
革的过程中思考比较多。

目前，樊城课改的状态，我想分别从形
式和内容两方面来谈。 形式上，樊城区 2013
年整体课改方案刚刚定稿，其中发展目标分
3 级：第一级是在过去 1 年多，6 所试点学校
深化发展，真正实现从教师到学生，从管理
到学习的自主；第二级是在 6 所学校试点基
础上，再拓展 12 所试点学校，实现“一对二”
的帮扶，快速地将新理念、新课堂植入到新
试点学校当中；第三级是要实现全区所有学
校课堂教学改革推进的目标。

内容上， 樊城区已从宏观的改观念、改
课堂细化到“到底改什么样的观念，这个观
念怎么样改”上来。 仔细分析樊城 1 年来走
过的课改路，在顶层设计方面，我们探索了
“三究四学”课堂教学模式，同时根据当前教
育改革的方向，在樊城提出了“双成工程”，
即把人的成长和成才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新的课堂形态中，可以实现 3 个层面的
发展。 首先，学生在导学案的引导下要做好
独学、对学，同学之间能够互帮互助，能发挥
A、B、C3 个层面学生之间的相互引领，最重
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学生自主学习
的能力和自主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其次，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传统课堂
上教师盯分数，关注支撑分数的知识，好一点
能关注到能力，但不是全面发展的能力，教师
盯的是能够使这个学生迅速掌握知识， 获取
高分数的能力。 现在的新课堂模式，能真正让
学生在自主获取知识、获取高分外，形成一种
全面发展的能力，而且能够面向全体学生。

高分数是课堂教学改革的副产品，不是
主产品。 这种观念支撑下的课堂教学改革，
不仅瞄准的是学生有好的学校上，考出好分
数，更重要的是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能够
飞得更高，走得更远，走得更快。

再其次，这样的课改致力于人的终身发
展，当学生在课堂上学会了自主学习，能够
形成自我管理的能力，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就
会不断增强，创新精神、实践能力也能逐渐
形成———这时候，也就实现了党的十八大提
出的“立德树人”的目标。

主持人：刘光胜局长为我们描述了樊城
教育的新面貌，可见，1 年多时间里，樊城教
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那么，作为刚刚
启动课改的尚志市的主政者，王洪军局长能
否给后来者提出一些建议呢？

王洪军：作为教育局长，我有两点感悟：
一是教育局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的教
育人， 作为区域教育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局
长应该成为有教育信仰的人，否则，我们可
能不会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去坚守教育的
净土，坚持教育的改革。 二是教育局长一定

要有执行力，某种程度上，局长的态度就决
定了区域课改步伐的坚定与否，所以我们一
定会以诸多课改先行区域的经验为引领，强
化执行，努力营造课改氛围，引领学生向着
自主学习，快乐学习，幸福学习转变。

破解课改阻力应从认识人开始

主持人： 王洪军局长说到教育信仰和执
行力，说出了我们课改人的共同心声。 但是在
课改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阻力，作为教
育局长，两位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和阻力？

刘光胜：樊城区推进课改过程中，最开
始我们认为阻力是在观念上，到后来发现最
大的阻力其实是当今社会一种急功近利的
思想。这种经济社会发展中不顾基本规律而
片面追求指标的现象，反映到教育上，就是
向学生要分数，要好的考试成绩，没有真正
致力于学生的成长， 为国家的未来而办教
育，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阻力。

第二个阻力，应该是我们基层实践者发
现问题的深度、高度和程度，决定了课改的
进度。 尤其是课改推进的核心力量，在发现
和解决问题的“三度”上，能否真正达到思想
引领的程度，对整个课改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王洪军： 尚志市刚刚进入课改状态，教
师、学生、校长，还有教研员、教育局机关干
部，大家都热血沸腾，憋足了一股劲儿，要打
破传统课堂的旧模式，重建新课堂，发展新
教师，成就新学生，推出新学校。 目前，大家
在思想上、 行动上都已经有了这样的目标，
但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最担心的问题就是
如何保持好这种课改的热情，如何调控和推
动好课改逐步走向深入。

李炳亭：正如两位局长所讲，很多教育人
还认识不到教育对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的
重要性， 美国在 20 世纪连续推进了 3 次改
革，都是和国家发展密切相关。 我在研究教育
发展史的时候发现， 世界上任何一个觉醒的
民族， 都把教育置于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地
位，把培养孩子作为民族振兴重要的依靠。

当然，讲到改革，肯定有很多困难。很多
人将这场教育改革，比喻成一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 甚至说成是一场人类文明的进化史，
从这样的高度来看改革， 遇到一些挑战、困
惑，甚至批评、诬陷，都是非常正常的。

具体到一个区域，改革之初，遇到的恐
怕就是教育人对教育的理解，对教育的作用
认识不够。当我们谈理想的教育是什么样的
时候， 必须首先要知道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教育只是为了培养会走路的两条腿的
“书柜”， 我们如何培养孩子所谓的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

当我们回到教育目的上来思考的时候，
还必须要回到儿童身上，去研究儿童。 研究
儿童其实就是在尊重未来， 因为儿童是未
来，是祖国的未来。当然，尊重儿童并不意味
着放任儿童。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基于社会团
队的背景之下，因此，教育还要承担它的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必须在社会整体的框架
之下，最大限度地尊重儿童，激发儿童的潜
能，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让儿童
能够学会正常的交往， 构建正确的人际关
系，这是我们教育必须回答的问题。

政府应是区域教育改革的服务者

主持人：其实，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部门或
者教育人自己的事，作为市长，您觉得政府部
门在区域教育改革中应该是怎样的角色？

张兴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政

府、教育人，包括社会各界共同的目标。我认
为，政府部门要在区域教育改革当中起到应
有的作用，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应该在以下
几方面有所认识：一要认识到教育在整个区
域发展中的地位，尚志市是黑龙江省一个具
有优良传统的县级市， 教育质量是不错的，
但教育品质还需要不断提升，所以我们谋求
发展，谋求改变；二是政府应该认识到它在
整个区域教育改革中的角色，政府部门不应
该是改革的阻力，而应是服务者；三是政府
的服务功能，无论是办教育，还是做社会其
他事业，政府部门根本的职能就是服务。

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 在教育改革中，
政府部门才能做好服务。 事业是人做的，没
有人才，没有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教育改
革就无从谈起。所以政府首先要为人才的培
养搭建平台；应该提供资金的支持；应该制
定政策，最关键的就是围绕教育改革来调整
区域政策；还有宣传引领，让社会广泛参与。

主持人：其他几位嘉宾如何看待这个问
题呢？

李炳亭：其实，我们的改革是一脉相承
的，教师在课堂上要学会放手，同样，校长在
学校办学中也要放手，教育局长也要学会对
校长放手。因此，我认为政府部门要有所为，
有所不为。 有所为就如张市长讲到的，在硬
件投入上，队伍建设上，做一些学校做不了
的事情，当然也包括在机制建设上。

有所不为是指对教育， 对办学的干涉、
干扰少一些，再少一些。 为什么如今缺少真
正的教育家？ 实际上，如今的校长都戴着镣
铐跳舞，他们很难把自己的教育思想，把对
教育的思考种植出来。

因此，教育改革是一项系统改革，通过
课堂的变革，带动一系列的变革，其背后的
思想一脉相承。

刘光胜：我觉得，地方党委、政府在教育
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其引领作用应该是第一
位；第二是在服务上，樊城区委书记曾说过，
区委、 区政府应甘当教育发展的老保姆；第
三是在政策资金和人力物力的支持上。

李炳亭： 其实很多现实的案例告诉我
们：凡是当地政府支持的，政府官员有很深
的教育情结的，教育改革都没有问题。 因为
改革必定会遭遇到很多质疑、责难，如果政
府不能够拉一道保护墙把教育者保护起来，
靠一个人、一所学校的力量，是很难做好的。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区委书记李南沉就是
个很好的例子。他一直讲：”课改是我们最大
的政治， 党政领导每个月都要去学校听课
……“这就是要告诉教育工作者：国家重视
师德建设， 而课改是师德最重要的衡量标
准，一个不课改的教师是没有师德的。

张兴国：教育是民生工程非常重要的内
容，教育助推经济社会发展的力量是非常强
的，教育也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没
有理由不全力支持。

教育改革的未来会更好

主持人：如果用一句话来展望未来的教
育改革或者提出期望，几位如何表述？

张兴国：通过圆桌沙龙这个平台，我看
到了很多变化。 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改革一
定有更好的前景，引领我们不断前进。

刘光胜：我对教育改革的期待包括 3 个
层面：第一，我真的希望在全国能有更多像
中国教师报这样改革的推动和引领团队，让
教育改革走得更快；第二，我希望基层的教
育工作者，有责任，更有能力做好每一个区
域的课堂教学改革，来支撑和实现我们教育
发展的目标；第三，希望所有的教育工作者
和学生家长都更理性一些，做合乎孩子健康
快乐成长需要的教育。

王洪军：我希望尚志高效课堂教学改革
的春风，吹拂着孩子们脸上灿烂的微笑……

李炳亭：习近平总书记讲：空谈误国，实
干兴邦。我相信只要走下去，就一定会到达，
中国教育的明天会更好！

（本次沙龙活动由中国教师报与中国教
育新闻网联合采访、录制，中国教育新闻网将
同步推出相关视频和采访实录， 详情请登录
http://www.jyb.cn）

课改，当代教育的使命

特别策划·教育圆桌沙龙（一） 策划：韩世文 解成君 文字整理：韩世文
主持：解成君 摄影：张劲松
嘉宾：张兴国（黑龙江省尚志市副市长） 王洪军（黑龙江省尚志市教育局局长）

刘光胜（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教育局局长） 李炳亭（中国教师报总编助理、编辑部主任）

誗政府应该更务实一些，切实从制约发展的资金缺口、人才断档、教学模式陈旧
等问题出发，寻求改变。
誗事业是人做的，没有人才，没有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教育改革就无从谈起。

誗教育局长首先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的教育人。
誗局长应该成为有教育信仰的人，否则，我们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决心和信心，去
坚守教育的净土，坚持教育的改革。

誗真正实现一个区域教育的均衡，不是形式上的均衡，更重要的是教育质量一
体化的均衡。
誗没有真正致力于学生的成长，为国家的未来而办教育，这才是我们最大的阻力。

誗学校是民主最佳的土壤，要培养人的民主意识，必须先从学校开始。
誗课改实际上要倡导教育人重新树“三观”，即以人为本的教育观，以学为中心
的教学观，以生为本的师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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