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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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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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锁定大教育

区域教育地理·辽宁大连甘井子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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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看天下·国外教育

英国：学校考试目标
被指不切实际
□ 吕培培 编译

最新调查研究表明，英国部
分教师难以承受考试改革带来
的压力，认为最新的考试目标是
“不切实际和错误的”。 为此，部
分教师甚至在考试中采取欺骗
的做法， 通过降低考试评分标
准，以提高学生成绩。

对此，英国教师与讲师协会
指出， 如果学校考试的目标设置
不合理， 将对学生的教育产生负
面影响。在调查中，约十分之一的
教师表示，由于考试压力过大，他
们不得不将精力集中于英语或数
学科目的教学，而忽视“非核心”
科目的教学， 这使得学生的综合
能力受到影响。同时，有超过三分
之一的教师表示， 他们不得不让
学生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来练习
测试。

去年，英国近 800 所小学在
小学毕业考试中表现不佳，未达
到国家标准。 对此，教育大臣表
示，高目标才能对学校起到较强
的激励作用，于是，各个学校的
考试标准都有所提高。但教师与
讲师协会的研究却表明，预设目
标过高，已使得部分教师难以协
调好工作。

教师与讲师协会秘书长玛
丽·鲍思蒂德指出， 在儿童教育
中， 过分强调考试目标是极其有
害的， 甚至会导致教师忽视对儿
童更重要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
她补充道，合理的目标是必要的，
但如果目标过于不切实际， 可能
会适得其反。因此，负责考试改革
的部门必须结合实际情况， 来设
定学校的各项评判标准。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 林 樯 刘 燕 蔡庆林

“教育优先发展、均衡发展、内涵发展”，是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教育人不变的信念。 “教育不应局限于学校那一方天地”，而甘井
子教育人一直努力构建的，正是一个充满活力与生机的大教育格局。

学校特色建设是推进教育均衡发展、
提升教育质量的有效载体。 2010 年，甘井
子区区委、区政府将工作重心从项目特色
建设转向教育思想特色建设。 经过 4 年的
发展，全区每所学校都形成了个性化的办
学理念。 例如，大连市甘井子区实验小学
的“温暖教育”、大连市第 14 中学的“绿色
教育”、 大连市第 80 中学的 “生命教育”
等。 此外，学校还根据学情、校情，开发多
个校本课程，例如福佳中学的德育协同课
程 、小辛寨子小学的写字课程 ，以及泉水
小学的口语会话课程等。

为了整体实现甘井子区学校的特色发
展，该区在促进中小学校特色发展的同时，
着力于高中特色品牌与课程建设。 其中，大
连市第 25 中学的健美操课程、 第 18 中学
的美术教育和排球特色课程、 鉴开中学的
科技课程，均被评为大连市优秀校本课程。

在加强校本课程建设的同时， 甘井子
区教育局还建立并不断完善学生素质教育

基地，形成了以劳动技能训练中心、科技活
动中心、国防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和特
教中心为主体的素质教育基地群。

劳动技能训练中心坚持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加强“新授课”、“探究课”、“操作课”、
“创新课”、“研学课”五大课型的研究，积极
对教师和全区初中学生进行劳动技能培训。

科技活动中心注重创新和提升中小学
生素质， 每年参与科技中心活动的小学生近
8 万人次，使每所学校都能发挥其特长。

大连市第 19 中学以 “科技特色课程
化、专业化、活动化、德育化”的“四化”理论
为支撑，使科技活动理念深入学生内心。 学
校也成为省、 市级科技教育示范学校和中
国少年科学院优秀科普教育示范基地。

甘井子区奥林小学将科技创新教育作
为实施体验式教育的途径之一， 学生作品多
次在各级各类科技竞赛中获奖。截至 3 月，学
校已有 15 名学生拥有个人发明专利，师生个
人科技活动获奖达到 522 人次。其中，学生周

旭培的作品“多功能 USB 接口”获得第六届
中国国际发明博览会小学组的金奖。

松山小学聘请大连市学生发明俱乐部
秘书长、 宋庆龄青少年儿童发明奖专家评委
于春杰为学校的科技校外辅导员， 接受指导
的学生在辽宁省及大连市的各项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中屡获冠军，特别是在 2013 年举办
的第 28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松山
小学的科技实践活动“加强科学防范，学会自
我救援”获得了国家三等奖。

国防教育中心以生命教育为核心自主
开发课程，先后开设了军事理论、军事训练、
模拟地震等 15 门课程，为学生创设了真实的
体验情境。中心还自编《生命教育课程标准》，
被大连市教育局推广使用。此外，中心自编的
《综合实践活动手册———生命教育 7 （8）年
级》，通过辽宁省中小学教学用书编审委员会
审查，成为省定规范性基地通用教材。

艺术教育中心以甘井子区少年宫为依
托，将阵地活动与指导学校活动相结合、重

点培养与普及活动相结合， 从学生的身心
特点出发，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2013 年，宇峰小学学生的舞蹈作品———
《今天的我们未来的歌》， 获得第四届全国中
小学生艺术展演表演和创编两项一等奖。

特殊教育中心是一所集教育、科研、康复
为一体的花园式学校，也是一所集早期干预、
九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于一体的 13 年一贯
制多功能现代化特殊教育学校。 学校先后被
评为国家教师科研基金“十二五”规划重点课
题实验基地，以及“四先两优”先进实验校。

一年一个议题，一步一个台阶。 正如甘
井子区教育局局长李伟所言 ：“教育是国
计，教育是民生，教育是为国家和民族的未
来奠基。 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学生的思维，
拓宽学生的视野， 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再生
产能力。 未来，甘井子区的教育将在‘一号
会议’的指导下，构建优质均衡、特色发展
的大教育，用一次次的进步，促成甘井子教
育水平的不断提升。 ”

每年元旦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甘井子区
都会召开由区委、区人大、区政府、区政协领
导，各街道、相关部门党政主要领导参加的
新年“一号会议”———新年议教会。大家共同
研究，破解区域教育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

甘井子区的新年“一号会议”已连续开
展了 26 年，之所以坚持，是因为“教育强则
地区强、 教育兴则地区兴， 再难不能难教
育，把教育放在新年第一件大事来议，已经
成为每个人的共识”。 甘井子区区委书记郝
方林说：“议教，首先要找准平台，然后才能
踏步前行，拾阶而上。 ”

2000 年，区委、区政府出台了《关于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实现区域教育现代化的决定》，
甘井子区成为辽宁省率先提出实现教育现
代化的区域。为扎实推进教育现代化，甘井子

区成立教育改革与发展咨询委员会，以队伍
建设工程、资源整合工程、内涵提升工程、数
字校园工程、教育评价工程为载体，推进区域
教育科学发展。 如今，“教育局—教师进修学
校—督导室” 三套马车并驾齐驱，“教育局—
街道—学校”的发展共同体业已形成。

正如甘井子区区长侯祯涛在今年的新
年议教会上所说：“我们要坚定教育均衡发
展的思路不动摇， 坚守教育内涵提升的理
念不动摇， 努力实现区域教育由基本均衡
到优质均衡转变的目标。 ” 为实现这一目
标，一方面，区委、区政府加大教育经费投
入，2010-2012 年，全区年度财政预算内义
务教育经费拨款增幅达 43.1%。 另一方面，
在新老城区学校新建及部分薄弱学校改造
上重点投入，缩小校际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北华小学便是受惠学校之一。 北华小
学位于南关岭地区的城乡接合部，70%的生
源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而随着地区经济
的快速发展，随迁子女人数也迅速增加，学
校破旧的教学楼和落后的教学设备已不能
满足民众的需要。2008 年，区政府为学校建
起了新教学楼，并开设阅览室、实验室、电
脑室、语音室、多功能室等专业教室，还相
继为学校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 使每个
班级都具备了电视节目接收、课件播放、网
络浏览等功能。

北华小学不仅脱掉了“薄弱”的帽子，
近两年，还先后获得全国特色学校、辽宁省
中小学体艺卫教育教研基地学校、 大连市
中小学“体育、艺术 2+1 项目”示范校等多
项荣誉称号。

“一号会议”统领发展

“如果没有高品位的干部和教师，就办
不出高品位的教育。但是，对干部和教师的培
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
侯祯涛说。 甘井子区教育局以队伍建设为主
题，以培养名师、专家型校长和打造优质特色
学校为抓手，促进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首先是创新管理机制。教育局对区内所
有校长实行校长聘任制、 任期目标责任制、
职级制，对教师实行首席教师制、特聘高级
教师岗位制、教师交流制等。校长、教师的招
录、评聘、培训、交流、考核等工作，均由教育
局统一安排。 在此基础上，教育局全面实施
义务教育绩效工资制度，统一全区教职工绩
效工资标准，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其次是合理配置教职员工， 并加大干

部和教师的交流、培训力度。 甘井子区教育
局实施了 “星火燎原”、“能力提升”、“能力
储备”三大工程，组织幼儿园园长、小学校
长赴香港、台湾等地区培训，并与华东师范
大学骨干校长培训基地合作。

2014 年， 甘井子区教育局创新干部培
养机制，实行专题式、阶段性研学实践成果
发布会，积极推广“菜单式”、“模块化”、“走
班制”等个性化研训模式；设立干部培训跟
踪考核学分管理机制， 建立与干部培训课
程相匹配的专家导师资源库， 培养更多的
专家型校长。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 甘井子区教育
局将重点放在树“师德”、提“师能”上，以教
师队伍层级培养项目“四大工程”，即名师

示范工程、品牌辐射工程、骨干助推工程、
青年素质考核工程为引领，对青年教师、学
科骨干教师、 心理健康教师等各类教师进
行培训。 对于名目繁多的培训， 大连市第
30 中学教师郭爱军并不觉得有负担，他认
为，“教师要解决教育教学的困惑， 跟上时
代的步伐，就必须不断学习”。

2011-2013 年， 甘井子区有 849 名教
师进行了交流 ， 校长定期交流率也达到
58.4%。 此外，甘井子区教育局还先后引进
了省内 3 名专家校长、44 名优秀教师。甘井
子区不仅提前完成了“十二五”队伍建设目
标， 也为区域教育优质发展提供了人力和
智力保障，被评为辽宁省“十一五”基础教
育干部、教师培训工作先进单位。

在甘井子区，来自区域外的学生很多，
“由于生活环境的差异，导致他们在与人交
往中畏手畏脚———想融入集体， 却又害怕
受到冷遇。 ” 辛寨子中心小学一位教师表
示，“这些城市里的流动族需要更多的关心
与爱护”。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确保每一名外来
务工人员子女享受平等、优质的教育，甘井
子区教育局实施了“蓝天计划”：

设立“爱心热线”。 甘井子区教育局设
立 3 部专线电话， 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转
入学提供服务。

举行“爱心承诺”仪式。 新学期开始，各
个学校都会组织教师向全体学生承诺，“关

爱每一位学生”。
实行“爱心计划”。 每所学校都会举行

各种交流活动，并把“爱的教育”作为学校
德育科研课题和校本课程。

装饰“爱心格言”墙。 由于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多来自农村 ，来城市就读后 ，往往
存在较大的学习困难和心理压力。 于是，
学校从营造轻松、 愉悦的校园文化入手，
在墙面上张贴爱心格言，帮助他们克服不
适与压力。

建立“爱心辅导站”。 外来务工人员子
女的学习基础普遍薄弱，英语、电脑知识几
乎为零。 为了让他们跟上城市孩子的脚步，
教师常常利用放学后的时间， 对他们进行

单独辅导。 在甘井子区，凡接收外来务工人
员子女的学校，每个教室都是爱心辅导站。

开展“爱心调查”。 教师能够公平地对
待每一名学生是加强师德建设的一项重要
内容， 所以， 甘井子区教育局不定期开展
“爱心调查”，对学生和家长开展问卷调查，
了解教师的表现，尤其是从教师的语言、行
为，以及作业批改、辅导、家访等方面，深入
了解教师的德行。

“我们相信，只要大家不吝惜自己的点
滴爱心，一定可以让爱汇聚成溪流、海洋，
一定可以让‘流动的花朵’开得灿烂芬芳。 ”
参与“蓝天计划”的革镇堡中心小学教师张
军激动地说。

与外来娃共拥一片蓝天

创新课程续写教育新篇章

精彩语录
誗抓教育就是抓人才， 抓教育就

是抓发展，抓教育就是抓未来。
誗一流的教师队伍才能办出一流

的教育。
誗坚定 、坚守 、务实 ，教育工作要

熔铸在信念之中。
誗机会和挑战总是在复杂的形势

中交织， 勇气和担当总是在伟大的变
革中彰显。

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所有的成
功都需要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

郝方林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区委书记

精彩语录
誗学校不能因为过于追求共性而

抹杀了个性，要办出自己的特点。
誗校长要真正成为学校发展的领

航者。
誗我们要不拘一格选拔优秀教

师，并帮助其发展专业特长。
誗学习之外， 教师要让学生接受

音乐、美术、体育的熏陶 ，让学生拥有
高尚的情操和强健的体魄。

誗教育水平的高低， 取决于政府
的重视程度。

侯祯涛
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区长

高品位队伍办高品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