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年来我们一直倡导素质教育，但
是现实的情况却总是令人担忧。 据报道，
自 2000 年以来， 我国平均每 2 分钟有 1
人死于自杀，8 人自杀未遂。 15 岁至 34
岁年龄段的青壮年中，自杀是死因首位，
学生自杀的比率逐年上升……

也曾有轰动一时的学生杀人事件 ：
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用钝器打死 4 名同
班同学， 复旦大学硕士生林森浩投毒害
死室友……这些现象都折射出当今一些
学生对生命的漠视和情感荒漠化。

担负教育责任的我们，应该知道，我
们现在的学生， 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不是
物 质 上 的 温 饱 ， 而 是 生 命 灵 魂 上 依
托———“生命教育”的开展，也正因为此。

在我们看来，除了好好学习之外，难
道我们的教育不能告诉孩子们一些 “如
何生活 ”， “如何安全地走完自己的一
生”，类似这样温柔的、带着感情色彩的
知识吗？ 于是，我们在学校开设“生命教
育”的课程。

遵循“知我、知人、知物、知天”4 个维

度， 我们开发了一套一至九年级的生命
教育教材， 根据三级课程标准编写了大
连市第八十中学《课程指南》，并出台《校
本课程标准》。

根据这 4 个维度和孩子们的年龄及
心理特点，我们设置了各自不同的目标：

小学一二年级是认识生命，知道生命
的存在，知道自我保护的常识；三年级是
知道关心生命，爱护身边的人；四年级是
懂得珍惜生命；五年级是懂得热爱所有的
生命； 六年级是懂得要尊重所有的生命；
初一是敬畏生命， 知道生命存在的意义；
初二是感悟生命，了解生命的价值；初三
是超越生命，认识生命的社会责任感。

9 个年级各有侧重点，实现了螺旋有
序发展。

孩子们初次接触校本课程， 都很兴
奋。 在这个课堂上，老师不讲授 x、y、z，不
讲授勾股定理，也不讲授鲁迅和老舍，却
让大家讨论“地震来了怎么办”、“自己一
个人在家要注意什么安全问题”、“如何
正确利用网络”、“生病了如何安全用药

的问题”、“如何拒绝别人的问题”、“如何
面对早恋的问题” 等这些看似与学习无
关的问题。 但孩子们都很高兴，他们觉得
老师讲的这些知识很奇妙，轻松好玩，还
无须考试。

当然，这门课程的实施方式也与一般
课程不太一样：老师提前一周布置下节课
的内容，请孩子们课下去搜集资料或咨询
家长，然后每个小组都做一个 ppt 或者编
排情景剧，上课时小组间汇报交流。

比如在讲授“地震等自然灾害”时，
有的小组找了许多家禽乱飞、 鱼儿在湖
面蹦跳的画面， 有动感的画面并且配上
音乐，在展示的过程中，大家知道了地震
来之前是有预兆的。 有的小组编排了两
个情景剧， 他们创设并演绎了地震的情
境，接下来有两个学生，一个盲目逃跑，
一个是紧急躲避。 扮演盲目逃跑的学生
被砸中倒下了， 而那个扮演紧急躲避的
同学躲避在课桌下安全躲过了地震。 在
这个情景剧表演中， 展示的同学惟妙惟
肖，观看的同学兴致勃勃，表演结束，大

家都“若有所思”。
处处皆课堂！ 在校本课程的实施过

程中，让老师感动的是，孩子们在每一节
课上， 总是会获得超出老师预设的关于
生命的知识。

因此，每当要上校本课的时候，孩子
们总是异常期盼，一节课结束了，当他们
走出教室的时候， 他们脸上都流露格外
的幸福和满足感。 在这一节课中，老师和
学生一起， 暂时把那些冰冷的知识放在
一边， 学习如何成为一个人———一个幸
福的人、一个有生命的人，这些贴近生命
的内容，是在别的课程里很少触及的。

真正的校本课程应该是融入学生生
命的，走近学生心灵的，它应该教会学生
唤醒生命的意识，如何珍惜生命，如何保
护自己，如何挖掘自己生命的潜能，如何
提高个体的生命质量。 简言之，它应该教
会学生如何更精彩地生活！ 而我们的“生
命教育” 校本课程正是在朝着这个目标
努力……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大连市第八十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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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名校还是批判名校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微语录
大自然希望儿童在

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
样子。 如果我们人为打
乱这个次序， 就会造成

一些早熟的果子， 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
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就些年
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

———（法）卢梭

如果教师只有对事业的爱，那么，他是
一个好教师。 如果把对教育的爱和对学生

的爱融为一体，他就是一个完美的教师。
———（俄）列夫·托尔斯泰

每个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
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查
自己的人格。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再好的教科书也代替不了教师本人的
思想和卓识。 ———（德）第斯多惠

如果一个学校没有自治， 就不能算是

一所进步的学校，只是妥协的学校。只有当
孩子能完全自由地管理他们的集体生活
时，才有真正的自由。

———（英）亚历山大·尼尔

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 人们就应当
努力求得好的习惯。 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
起始的， 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 这是一定
的，这个我们叫作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
早年就起始的习惯。

———（英）弗朗西斯·培根

现在， 越来越多的人将焦点集中在科
技方面， 相信远程教学能够取代传统的课
堂教学。但是我想，教学总是需要教室里人
与人之间的互动和关怀。

———(美)玛莎·科里奥斯

爱看书的青年， 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
的书，即课外书……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
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
人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中）鲁迅

教育者须对于教育有信仰心， 如宗教
徒对于他的上帝一样； 教育者须有健全的
人格，尤须有能牺牲自己，任劳任怨。

———（中）朱自清

只要不光让学生坐在那里听， 不光让
学生听教师的讲说，让他们在学习的当儿，
肢体肌肉与精神心思一致地参加在里头自
由活动，主动而不被动。 ———（中）叶圣陶

（夏祥程 辑）

评价改革撬动了什么
———来自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的样本解读

媒体看点 � � � �囿于过去以“考”为核心的评价制度，学校里诸多的课程改革、课堂改革到最后只能流于形式，在社
会呼吁“绿色分数”、“绿色评价”的今天，我们将如何打破困局，撬动学校办学的方方面面，将教师和学
生从单一的考试评价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真正自由发展的人？ 浙江省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的评价
改革为我们提供了鲜活的样本。

□ 本期主持：黄 浩 夏祥程

距离期末统测不到一周， 杭州市崇
文实验学校的三年级男生冯英鸿不用紧
张地复习，却走进学校阅览室“倒腾”起
了积木。 不一会儿，他就将一块块平面的
积木拼插成了自己最喜欢的立体机器
人。 这些不是一般的积木，而是能够开发
大脑的智慧片。 事实上，令人好奇的并非
这些智慧片， 而是在崇文实验学校的阅
览室里， 不同的小厅分别坐着来自各个
年级的学生。 “因为我们拿到了免试生研
究性课程入场券！ ”冯英鸿从口袋里掏出
一张蓝色的纸条， 自豪地说，“我是数学
学科的免试生， 所以能到这里来参加今
天的《结构大师》免试课。 ”

像冯英鸿这样， 在崇文实验学校低
段（一、二年级）有近三分之二，中段（三、
四年级） 超过三分之一的学生获得不同
学科的免试资格， 他们不用和其他学生
一起待在教室里“炒冷饭 ”，取而代之的
是全新的以探究性学习为主要内容的跨
学科融合课程。

为这部分免试的学生开发研究性学
习课程，是崇文实验学校评价改革过程
中的一次大胆尝试。 “目前，学校对中低
段的学生实行免试政策，并且集全校之
力为他们开发配套了相应的免试生课
程。 下一个学期，这项政策还会进一步
延伸到高段。 ”校长俞国娣介绍说，自办
学以来，学校致力于探索一套适合小学
生自主成长的评价体系，而免试生制度
则是其中的主要内容。

摒弃标准化，关注发展性
上学期末，崇文实验学校给低段学

生安排了 “情境化测试 ”：一年级学生
去超市自主购物 ， 二年级学生则是为
全家准备一顿晚餐。 事实上，学生们早
在学期初就已经知道了 “试题 ”，他们
有整整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准备这场特
别的“考试”。

“相比游戏式的虚拟测试，真实情境
下的测试似乎更能反映问题。 比如准备
晚餐，学生计算成本、设计菜谱、进市场
买菜，看起来是体验生活，实质上是测试
他们的综合实践能力。 ”俞国娣举例说，
最终教师会根据原料采购金额、 菜谱设
计的合理性、 学生陈述的思路来评价测
试结果， 每一项都表现优异的学生被评
为“优秀”，其他则定为“合格”，并且取消
了“不合格”。

“与标准化的成人评价不同，儿童评
价是在实践中生成的， 应该是一种发展
性评价。 ”在俞国娣看来，摈弃了标准化
评价之后，教师不再着眼于班与班、学生
与学生之间的横向比较， 家长也不再盯
着“别人家的孩子”。

除了“情境化测试”与“综合能力测
试”，学校还向每一位学生提供“档案袋
评价”，即记录学生学习、成长轨迹的评
价方式。 在班主任的指导下，学生搜集可
以反映他们的进步情况、 学习成就等一
系列的学习作品， 展示其在整个学期的
发展。 学期结束后，档案袋由学生带回家
保存。 一位来自毕业班的家长告诉记者，
拿到档案袋的那一刻， 她才真正意识到
如何对孩子进行纵向评价：“从一年级到
现在， 档案袋清晰地呈现了孩子的每一
个足迹， 这比一张张印着分数的成绩单

更有意义。 ”

“倒逼”教师转变教学方式
三年级的“走进社区”课程、四年级

的 “生存教育 ”课程 、五年级的 “国防教
育”课程、六年级的“农事教育”课程……
每学年， 崇文实验学校的学生们都会走
出校园，进行为期一周的体验类课程。 与
课程配套的是《学生活动手册》，里面包
括了任务单、 学生记录、 活动回顾等内
容， 用来对学生每一天的课程学习进行
评价。

“艺术节、科技节等活动课程的推进，
也都有相应的配套评价制度。 ”副校长何
慧玲认为，课程与评价不可分割，课程改
革下的评价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教
师教学方式的转变。 对此，教师汪玥十分
赞同：“我们不再拘泥于教材，更多关注的
是学生本身。 ”过去一年，他参与了免试生
课程的开发，设计了“西湖十景”大主题研
究活动。 “从研究‘西湖十景’到发现校园
美景，课堂教学内容变得十分多元，教师
不再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与学生一起
成了探究者。 ”

目前，学校教师已经开发了 40 门免
试生课程，其中有 16 个小主题研究和 24
个大主题研究， 免试生可以自助式地享
用这份“期末大餐”，如和小伙伴吟歌诵
诗、表演相声、研究饮食与健康 、做水果
小名片、了解新能源等。

在持续两周的免试生课程中， 教师
会组织学生进行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
以自评和互评的方式推动学生积极探
究；课程结束后，教师引导学生将研究成

果以多种形式进行展示和汇报， 让学生
体会学习的价值和成功的快乐。 “另外，
我们还要收集学生填写的反馈单， 对下
一学期的免试生课程进行调整。 ”数学教
师朱蕾是《结构大师》的开发者之一，由
于课程内容由浅入深， 能够满足不同年
龄阶段儿童的求知欲，受到学生的追捧。

学习成为最好的奖励
在崇文实验学校， 想成为免试生并

非易事， 前提是要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
持久的意志力。 学期初，任课教师会向学
生和家长公布各科免试生的评选标准，
这份被量化的评价细则包含了学习习
惯、 学习态度、 作业完成情况等考察内
容， 一整个学期的学习分成 8 个阶段来
完成，其中 7 次达到优秀才能免试。

至于学生的表现优秀与否，由学生、
教师、家长、同伴等多元的评价主体来评
定，学校更重视的是学生的自我评价。 教
师们惊喜地发现，借助这样的评价方式，
班上的学生学会了自主安排学习生活，
并且比过去更懂得坚持。

对学生而言，成为免试生，拿到免试
生课程的入场券，无疑是一种肯定。 而琳
琅满目的免试生课程也产生了极大的魔
力，让学生原本十分头疼的期末，变成了
他们最向往的学习阶段。 本学期 3 科免
试的女生宫梓仪最喜欢的是《我爱表演》
免试课程， 这也是激励她争取免试的动
力之一。 学校里，有许多学生和她抱有同
样一种想法， 那就是 “学习是最好的奖
励，而非负担”。

（朱丹）

怎么能够实现学校的质量保证 ，用
什么样的评价方式来保证它的质量，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在中国教育学会第
26 次全国学术年会上， 不少专家就此发
表看法。

誗指向绿色的增值评价
张民生（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 时下的教育质
量评价 ，大多关注的是学生 、教师和学
校当前所取得的成绩，而不去考虑他们
原来的基础和发展。 这种教育评价方式
大大挫伤了教师教、学生学和学校办学
的积极性。 增值评价则不然，不仅关注
原来的基础，而且更加关注现实的进步
和学生未来的发展。 增值评价的功能主
要体现在学生和教师两个方面， 首先，
它不仅能够检测出学生的学业进步，而

且还能预测学生未来可能取得的进步程
度。 其次， 它还能根据学生进步的程度
对教师和学校进行评定， 从而让他们清
楚了解自己的教学效果，并积极反思自
己在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

已经有很多学校进行了绿色指标的
综合评价。 学生的成绩跟学业成就是两
个概念，学业成就要跟学生的态度、情感
放在一起，才是正向的绿色的数据。 简单
说，如果一个学生的分数很高，但是对学
习没有兴趣，实际上这个质量是不高的。

誗挖掘学生分数背后的数据
戴家干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基础教育最大的缺憾是，以考试代替评价，
以考试的结果代替评价的结果， 这是最大
的问题。 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新媒体大数
据时代，学生背后大量的测试、考试，很多

的数据没有充分开发和利用。 怎么把学生
分数背后的数据挖掘出来， 使我们的考试
成为真正的好的考试。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重新认识什么是
考试、什么是好的考试，要改造我们的考
试，要从单一考试向多元评价转变，评价
才能提高教育质量，做到人力资源的合理
配置，最后才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改革
开放以来，全国各个省都没有一个高考背
后的海量数据分析，这个孩子的学习哪些
方面强、哪些方面弱，这个学校通过考试
在知识点、能力点上反映的问题是不是反
映在教学上。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能仅仅
以“录取率”衡量学校。

誗评价指向不再是排名排队
张志勇（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山东

省教育厅副厅长）： 我们要分清两类评

价 ：一种是分等级的评价 ，还有一种是
过程性的评价。 现在的问题是把两种评
价混为一体，最可怕的是所有评价都要
排名的。 很多学校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不是为学习而学习 ， 不是为发展而学
习， 是为考试而学习。 我们有周考、月
考 、段考 、期中考试 、期末模式 ，我们的
孩子是为考试而学习，老师是为考试而
教 ，这样的评价危害甚大 ，是绑架整个
教育的评价 。 应该恢复日常评价的本
质，需要诊断改进。 我非常赞赏也非常
希望推进科学教育质量体系的方法，包
括上海的绿色指标体系，整个评价指向
不再是排名排队 ，用于奖评的 ，是用来
发现学生提出问题，提高学生解决问题
的水平。

据《浙江教育报》、《光明日报》综合整理

我们需要怎样的质量评价

□ 丛 滨 孟小东
课程叙事 让课程贴近生命

■链接

认识名校永远比批判名校困难得多。
如果你不深入名校全面调研，如果你不

进入她的逻辑，不做换位思考，那么你往往
只能窥见她的局部，也只能站在经验的边缘
作臆测性判断。

很遗憾，总有一些人还没有真正读懂名
校，就去盲目批判名校，似乎不找出名校光
环下那层层包裹下的“小”来，就不足以证明
自己的“道义”和“水平”。 从江苏洋思中学到
山东杜郎口中学，再到北京十一学校，每一
所名校都是伴随着质疑声走进公众视野的。

所以，这是一个盛产名校的时代，也是
一个让名校充满争议的时代。 所以，名校一
旦有名，她在欣然收获赞誉的同时也应坦然
接纳来自各方的批判。

教育内部需要更多元的声音，多元的声
音才是教育领域需要的“好声音”。 如果一种
经验的出现，迎接她的只有一种声音恰恰是
不正常的。 教育需要倡导学术争鸣，但是这
种争鸣不能异化为人身攻击。 每一个对教育
现状的批判都意在指向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但是批判应基于建设，为了建设。

当我们要批判一所名校的时候 ， 请先
走进这所名校，认识这所名校。 当我们坚持
批判精神的时候， 也请恪守批判者应持有
的态度。

我们要追问十一学校的教育哲学。十一学
校致力于成为一所伟大的学校，我想他的伟大
之处就在于，始终把人放在教育的中央，这是
李希贵和十一学校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十一学
校的很多细节不仅体现了对教师的尊重与开
发，还体现了对学生的最大尊重与信任。 十一
学校从过去对班集体的关注转变为对每一个
学生的关注。 他们努力给学生更多的自主空
间，建立了基于学生发展视角的学校生态诊断
制度，从学生的眼光来判断学校生态，在每一
个领域都关注学生的感受。 更具挑战性的改革
来自每个学生都有一张与众不同的课表，在李
希贵看来，选择是一种能力，只有让学生在选
择中才能学会选择，但是我们的教育没有提供
足够的选择机会，孩子们的选择权通常是被成
人代替行使的。

我们要警惕对名校的道德绑架。 名校一
旦有名就可能被置于一个道德高地，名校和
名校长就会被公众想象成一个 “高大全”的
形象。 道德绑架之于名校最显著的特点体现
在，让名校的经验解决其他学校、其他区域
的问题。 一项改革不可能寄希望于解决所有
问题———这可能是对改革的一种误判。 十一
学校是在当下产生的一个个性化色彩很浓
的经验典型，不能把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重
任都强加到一所学校身上。 十一学校的经验
没有责任去解决其他学校的问题。 今天，名
校和名校长都不能成为道德绑架的受害者。

对十一学校的很多做法是美国教育翻
版的质疑，我想，应该有站位更高的视角。 教
育原本就是不分国界的， 我们要关注的，不
是十一学校的经验来自哪里，而是这样的教
育理念是如何在学校里、在课堂上真实地发
生的。

我们既不能捧杀也不能棒杀改革者。 善
待改革者就是善待我们的教育环境。 今天我
们不缺乏维稳型校长、官僚校长、书生校长，
更多的人习惯于做追随者，而不愿意做改革
者。 十一学校因为有前任校长的铺垫性改
革，有改革文化的积淀，有李希贵校长从一
线教师到校长，再到局长，再到教育部任职
的这种丰富的经历，让他在教育内部和外部
都经营得风生水起。

我们很多人只看到了李希贵和十一学校
改革带来的成果， 却没有站在改革者的立场
思考一下他启动改革的艰辛， 没有看到改革
的苦与痛。 一些质疑者可能更多的只看到了
十一学校改革的有利因素。 实际上，有利因素
和不利因素正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是同时
存在的。

其实，我相信，在北京，在一所名校，推
动改革有很多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障碍。 李
希贵原本有更多的理由可以选择不改。 面对
媒体，李希贵也曾坦言，选择改革算是自找
麻烦，也算是迫于无奈。 “有一段时期，我们
真的感觉到熬不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在坚
持、在挣扎，在往前走”。 我们只看到了聚光
灯下成功者的光环和荣光，但没有看到他背
后的艰辛和艰难。

所以，我们要善待改革者，既不能捧杀，
也不能棒杀。 而无论是对名校的力挺者还是
质疑者， 我们同样也需要一颗善待之心，既
要善待支持者，同样要善待批评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