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局长出镜·徐素芝

1965 年出生，现任北京市平谷区
教育委员会主任、平谷区政协副主席，
中学高级教师， 历任北京市政协第十
届、十一届、十二届政协委员。 先后被
评为德育科研先进工作者、 北京市学
科带头人、北京市三八红旗手。

精彩语录
誗教师要在课堂上为每一位学生

提供发展机会， 让他们享受知识的浸
润、精神的滋养、收获的喜悦 、成长的
快乐。

誗幸福教育必须提高学生的学习
成绩， 但关键要看学生成绩是怎么提
高的。

誗我们的追求是让教育成为学生
及其家庭幸福的源泉， 为学生一生的
发展和幸福奠基。

誗作为师生成长的主阵地， 课堂
理应成为幸福教育的源泉， 建设幸福
课堂理应成为践行幸福教育的落脚
点，让课堂成为师生享受学习生活、感
受生命成长的殿堂。

1978 年，“教育本质”的大讨论引发了各界人士对教育的思考、论战。 虽然这场持续了 10 多年的
大讨论没能在学术界达成共识， 却极大地解放了思想， 使人们认识到，“教育是人类发展的必要条
件，是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放眼今日教育，依然有众多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不知道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忽略教育常
识，甚至做出违反教育教学常识和学生成长规律的行为。

教育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备受关注，它承载着诸多期盼和重托，影响巨大而深远，也因而惹来了
无数的“误读”。 我们有必要再回头看一看，认真想一想，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基于此，周刊特别发起“教育本质再讨论”，期待广大教育工作者通过对教育本质的追问，唤醒对
“人”的尊重、对教育的敬畏，促进深层的思考和质疑，激发久违的梦想与激情，并在实践中完成对自
我的建构。

欢迎广大读者以一句话定义 +300 字解读的形式，将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发给我们。 周刊将遴选精
彩的解读，择优刊登。 同时，也会在《中国教师报》官方微信征集解读、推送成果。

一场“草根”教育人的大讨论，离不开您的支持与参与！

教育本质再讨论
“大家谈”话题征集

投稿邮箱：zgjsbqyjy@vip.163.com 请注明“再讨论” 联 系 人：刘亚文 010-82296736 13439386850

区域教育周刊官方微信
扫描二维码即可登录

微信号：教育管理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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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6月 25日

奏响幸福教育“三部曲”
———对话北京市平谷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徐素芝

局长访谈

区看天下·国外教育

韩国：教师提倡推行
课堂新模式

□ 李 昕 编译
在韩国师范大学与新教育

改革论坛于韩国首尔市共同举
办的“新学期课程改革”论坛上，
参会教师指出，韩国现行的教育
模式使学生陷入了机械地听 、
背、考试、遗忘的循环往复中，教
育领域亟须一场从教学方法到
评价体系的整体改革。基于此观
点，专家们提出了多种新式课堂
的构思，例如由学生自主选择学
习进度的“翻转课堂”，以及家长
与教师合作的 “家长参与式课
堂”等。

仁川獐岛小学教师余正民
表示，“填鸭式”教学虽然可以在
短时间内给学生输送大量知识，
但最终导致学生因噎废食，“教
育不应当一味寻求对产业化时
代的适应，而应该从教育的本质
出发，按照学生自身特点进行教
学，促进学生自身发展”。 为此，
教师必须改变传统的“备课———
讲授”方式，尝试探索研究讨论
式的课堂教学。

富川大学教授全成洙强调，
应当使学生摆脱传统的听课、背
诵式学习，而通过和教师间的平
等交流， 以及直观体验等方式，
真正参与到学习当中。

安山市成护初中教师李元
春则认为，学生、家长、教师和当
地社会组织应当同心协力，充分
发挥各自的力量， 共同协作，创
建新的学校教学模式，办真正有
特色的优质教育。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 房 涛 刘云艺

什么样的教育才能称之为幸福教育？为什么要实施幸福教育？北京市平谷区实施幸福教育奏出了怎样的“三部曲”……带
着这些疑问，本期走进北京市平谷区，对话平谷区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平谷教委）主任徐素芝。

何谓幸福教育？
幸福教育就是以人的幸福为目的，培养人体验幸福、创造幸福、给予幸福的能力的教育。
2012 年，北京市平谷区教委提出“幸福教育”这一理念，并通过均衡发展、质量提升、特色创新等发展模式，不断拓展幸福教育的广

度和深度，使幸福教育成为支撑平谷教育人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同时，平谷教委也总结、提炼出了实现幸福教育的 3 个关键步骤———
幸福教育“三部曲”，引领幸福教育向更高更远处前行。

中国教师报：据了解，平谷区是北京市
第一个全面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区县。 平
谷教育的发展与平谷区的定位有哪些关
联，为什么选择做幸福教育？ 您又是如何理
解幸福教育的？

徐素芝：在将首都建设为世界城市的
目标指引下 ，平谷区在北京市 、环渤海地
区，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有了新的功能定
位 ，即力争建设成为首都生态强区 ，成为
环渤海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物流枢纽和
商贸枢纽 ， 成为京津地区的休闲旅游中
心、文化创意基地和都市农业基地。 新的
功能定位，为平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
和挑战。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在平谷区
“一区 、四化 、五谷 ”建设中的基础性 、先
导性作用和优先发展的地位也愈加明显。

“强区必先强教 ”，所以我们提出了 “幸福
教育”的理念。

幸福教育不仅仅是要让学生学会体
验幸福 、 感受幸福 ， 更重要的是培养学
生创造幸福的能力 ， 并使学生在创造的
过程中追求幸福 ， 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
感知幸福 。

但是， 我们没有把幸福当作教育的最
终目的，而是将幸福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
在幸福教育理念的引领下， 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提升学生的幸福指数。

素质教育是实践幸福教育的一个重要
路径， 我们通过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升学生
的整体素质，最终为学生一生幸福奠定基础。
因此，将幸福教育作为我们的教育理念，是教
育发展到今天， 人们审视现实社会、 教育现

状、教育本质和教育发展做出的理智选择。

中国教师报： 推行幸福教育面临的最
大挑战是什么？

徐素芝： 我们面临的挑战集中在两方
面。一方面是平谷教育的历史局限性。平谷
区没有能在全市拔尖的学校，因此，学校要
发展，要在全市脱颖而出，就必须结合区域
优势，捆绑发展。 另一方面的挑战则来自教
育人的保守思想。 为了彻底转变教师的观
念， 使校长和教师能够自觉地将幸福教育
作为发展的愿景和诉求，需要下一番功夫。
可以说，这个转变的过程是痛苦的。 虽然幸
福教育的诞生经历了阵痛，但我们相信，只
有坚持走下去， 才能不辜负平谷人民对教
育寄予的厚望。

中国教师报：践行幸福教育的落脚点
在课堂，但怎样才能使其扎根于课堂呢？

徐素芝：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构建幸福
教育， 我曾潜心研究了中外有关幸福教育
的课程。 这一过程让我深受启发，迸发出很
多想法。 经过教委领导班子的运筹帷幄，平
谷区每所中小学校都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掀起了平谷区课堂教
学改革的风潮。

2012 年 3 月， 平谷区启动了为期半年
的幸福教育论坛。 全区所有中小学校长、幼
儿园园长登台演讲， 并围绕打造幸福校园、
幸福课堂、幸福团队，塑造幸福教师、幸福学
生等主题进行了论述。 平谷教委趁热打铁，
于 7 月 26 日召开了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动员
大会， 正式启动课堂教学改革深化工程，组
织全区区级骨干教师到山东省课改名校学
习，组织优秀教师到全国各地脱产学习。

课堂是教育教学质量的生命线，平谷教
委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毫不动摇。 为此，平谷
教委全面落实新课程理念， 制定并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实施意
见》， 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落实学
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转变重教轻学、重知识
轻能力、重结果轻过程的思想观念，促成教
师从知识的传授者向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学
生发展的引导者、课堂教学的组织者转变。

中国教师报： 平谷教委采取了哪些措
施保障幸福教育落到实处？ 又在哪些方面
有了突破与创新？

徐素芝：针对全区所有中小学，平谷教
委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了 16 字方针：区域
构建、重点突破、强力推进、整体提升，并采
取 3 项措施强力推进：

一是行政推动。 实行全体干部包校听
课制度，不履职的干部就撤职。 同时，区委
教工委、 区教委出台了减负的工作意见。
意见规定，不按要求执行的校长要自动辞
职。 此外，还采取建设 18 所实验校、10 个
教研基地等措施，使课堂教学改革工作不

断深入。
二是教科研专业引领。 教研员通过常

态教研活动、基本功比赛、教学视导，提升
教科研水平。 每个教研员还要负责一个学
科， 通过教科研活动解决自主合作探究问
题，研讨课改进程中的新问题。

三是学校全面落实。 所有学校都要进
行课堂教学改革， 以此使学校的精神面貌
有所改观， 促进教师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
质量的整体提升， 进而带动整个教育系统
工作质量的提升。

同伴互助、合作学习、自主发展，这是
我们为课堂教学模式制定的原则框架，这
个原则最重要的元素是探究 ， 但是 “探
究 ” 两个字的内涵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理
解 。 探究是通过教学方式的变革，通过学
生自主学习 、同伴互助 ，促进学生合作研
究 ， 推动学生养成自主学习的习惯 。 同
时 ，将 “探究 ”从课内延伸到课外 ，延伸到
生活的方方面面，最终实现学生全面自主
发展。

中国教师报 ：归根结底 ，幸福教育要
为学生一生的发展作合理的规划 ， 为人
的个性发展服务。 那么，实施幸福教育的
过程中 ， 如何满足不同个性学生的发展
需求？

徐素芝 ： 幸福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为
了人一生的幸福 ， 所以我们要营造一个
高品质的教育生态 ，推动平谷教育优质 、
均衡 、协调 、创新地发展 ，让每一个孩子
都能得到良好的发展 。 随着平谷教育均
衡化基本目标的实现 ， 学校特色品牌的
影响力也在进一步提升 ， 个性化 、 多样
化 、特色化的人才培育模式也愈加完善 。
为积极引导学校发挥优势 、开拓创新 ，走
个性化 、特色化的幸福教育之路 ，平谷教
委着力加强学校特色建设 ， 努力达成让
每一所学校都精彩 ， 让每一位学生都发
展的目标。

在幸福教育发展中， 有两大亮点值得
关注：

亮点一：改革公办学校办学模式，提升
区域教育品质。 我们成立了平谷区第一所
艺术教育特色学校———小香玉艺术教育学
校， 并由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小香玉担任
校长。 艺术家担任公办学校的校长，在北京
市中小学中并不多见。 学校还引进 30 多名
具有音乐院校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充实教
师队伍。 创办名师课堂，由中央音乐学院的
教授担任导师，著名歌唱家蒋大为、央视前
著名主持人崔永元都曾到名师讲堂授课。
现在，小香玉艺术教育学校作为平谷的“音
乐教师培训基地”，为平谷培养了许多优秀
的音乐教师。

亮点二：引入优秀教育资源，提升区域
教育品质。 平谷区引进北京市东交民巷小
学、北师大附中等名校资源举办分校，由本
校派出执行校长和教学、德育副校长，聘请
退休专家组成教学顾问团队。 同时，定期组
织分校教师到本校进行专业研讨， 有效提
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目前，我们正在筹办北

京一师附小平谷分校、 北师大附中第二分
校。 这种模式是以城乡一体化学校建设为
契机，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中国教师报： 为了让幸福教育成为平
谷人的共同愿景，作为平谷区教委主任，您
对幸福教育的未来有哪些展望？

徐素芝：俄国著名教育家乌申斯基说：
“教育的主要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幸福。 ”
教育工作是幸福的，这种付出，并不仅仅能
够给他人带来幸福， 同时也能给自己带来
心灵的满足，带来幸福感。

追求幸福是我们每个人的最终目标。
提升教育幸福指数，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是
全体平谷人民的共同愿景。

不要让教育缺少幸福感， 这不仅仅是
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责任。 教育的真正目的
在于促进个体获得幸福体验， 提升幸福意
识，发展幸福能力。

教育的幸福， 来源于教师与学生之间

的生命对话， 因而教师的幸福是幸福教育
实现的关键。 为此，区委教工委、区教委始
终把践行幸福教育的落脚点放在人的身
上，关注每位教师心灵的成长。 鼓励教师树
立正确的幸福观， 减轻教师的工作压力和
心理压力。 因为，只有拥有幸福感的教师，
才能在平凡的工作中体验生命的价值和职
业的快乐；只有成为一名身心健康、不断完
善和发展的教师， 才能更好地关心学生的
身心健康；只有懂得并能传递幸福的教师，
才能培养出懂得幸福、享受幸福、创造幸福
的学生。

教育就好像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
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颗心撼动另一颗心，
教育的乐章需要用心书写。 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 我们的使命就是让自由的心灵和
幸福相遇，在幸福的环境中，创造更加美好
的明天。 我相信幸福教育定将为建设幸福
平谷贡献力量， 为每个平谷人的幸福发展
贡献力量！

———让学生拥有创造幸福的能力第第第一一一部部部 诞 生

———以课改促进师生幸福成长第第第二二二部部部 慕 求

———让幸福教育个性化、特色化第第第三三三部部部 延 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