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教育回归儿童
的大胆革新

□柳夕浪

评 论

引智办学探索西部教育发展
新路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近日，由宁
夏银川金凤区人民政府和广州颐和教育
集团共同主办的 “西部教育发展高端论
坛”在宁夏银川市举行。来自一线的西部
教育工作者、 课改专家与教育主政者等
300 余人共论教育改革与西部教育发展
之路。

论坛前夕， 金凤区颐和实验小学正
式宣告开工。 这是金凤区政府引进广州
颐和教育课改品牌资源， 在银川市改建
金凤区回民八小的一次创新尝试。 据金
凤区教育局局长赵玉林介绍， 该区在集
团化办学、组建学校联盟、构建跨区域合
作机制等推动区域教育均衡的基础上，
不断深化课改， 自主创新与引智办学相
结合。 2015 年还将实施“区管校聘”教师
轮岗交流新机制。

2015 年全国校长课程领导力
暨课程种子教师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通讯员 冯旭） 日前，由中
国陶行知研究会课堂与课程研究中心
主办的 2015 年全国校长课程领导力暨
课程种子教师培训班在武汉市育才中
学开班，来自全国各地中国陶行知研究
会的 100 多名校长和教师参加了此次
培训。 教育部教育装备研究与发展中心
主任曹志祥为大会作主题为《中小学课
程的整合及开发》报告，他指出，学校不
能盲目开设课程，因需设课、因材设课、
因人设课、因理设课应成为学校开课的
依据。

海口市龙华区教育系统召开
“双创”动员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莫巨兴） 近日，海
南省海口市龙华区教育局召开教育系
统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 国家卫生城市
“双创”动员大会。 局机关干部、学校校
长、培训机构负责人等 400 余人出席会
议。 会上，区教育局党委书记黄光逸就
“双创”工作的目的、意义、作用等，对全
区教育系统工作人员进行动员与全面
部署。

中国教师报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邀
读者网上注册，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员和
通讯员。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舞台。（投稿
邮箱：zgjsbxinwen@163.com）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深圳，一个奇迹般发展的新型城市，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张云鹰
校长的开放式教育， 是深圳全面改革开
放的重要成果之一。

随着深圳城市化进程加快， 开放的
程度越来越高，经济、社会高速发展，日
益暴露出人的素质与城市化发展不相协
调的问题。 张云鹰和她的团队敏锐地发
现了这一问题， 明确提出学校教育应培
养开放社会所需要的、 具有现代科学文
化素质和国际视野的城市人， 努力建构
开放式课程、教学与评价体系，打破学校
与社会之间的制度壁垒。 这样的办学定
位有高度、接地气。

综观开放式教育，既从培养目标、课
程体系、课堂教学、考试评价、教师发展、
学校管理与文化建设等方面展开实践探
索，全面诠释了开放式教育的内涵；又对
低、中、高不同学段进行统筹设计，形成
了系列成果； 还重点对小学语文开放式
教学进行改革尝试，建构了开放式阅读、
写作与主题综合活动 3 个体系， 提出了
自己的大语文教学观。 这样的开放式教
育设计有宽度、有深度。

张云鹰曾经长时间从事教学研究和
教师培训工作， 但当教育教学一线需要
时，她作出了大胆的、在今天看来也是正
确的选择，从教科研机构走到学校，担任
小学校长，以实践方式回应学生、家长及
现代城市对教育的诉求和挑战， 创造了
许多鲜活的教育教学经验， 成为从课堂
里走出来的教育专家。 这样的开放式教
育可行性强、有温度。

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是一个老话题。
杜威百年前提出“学校即社会”，并曾创
办学校检验他的思想， 在传统的赫尔巴
特教育模式之外开辟新路。 杜威当年面
临的问题在当代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仍然
十分突出， 不少中小学育人模式严重脱
离社会生活实际与儿童发展需要。 开放
式教育的实质是要让学校教育回归儿童
的社会生活，是对传统的课堂中心、教材
中心、教师中心的大胆革新，有着很强的
现实意义，但推进却十分艰巨。我们期待
张云鹰和她的团队， 在这场攻坚战中创
造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作者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专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离你最近的地方，路途最远，最简
单的音调，需要最艰苦的练习……”

8 月 14 日， 在北京举行的中国首届
“全人教育奖”颁奖典礼上，该奖首位获
得者、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罕台新教育实
验小学教师马玲，用泰戈尔《吉檀迦利》
中的诗句表达自己的获奖感受。

5 年来，为了实现让孩子们从“毛虫
到蝴蝶”的转变，在艰苦的条件下，马玲
通过实施 “全人之美” 课程，“强健其体
魄、优雅其仪容、细腻其感官、砥砺其思
维、渊博其知识……”努力将来自草原农
村的懵懂而体弱的孩子培养成知书达
理、身心健全的少年。

颁奖典礼上，3 位获得提名奖的教师
也分享了自己的教育实践和理念， 他们
分别是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科学课教
师陈耀、 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数学教师
华应龙、 湖南省长沙市育才小学语文教
师朱爱朝。 此外，湖南省桃源县茶庵铺镇
中心小学语文教师敖双英、 陕西师大附
中历史教师杨林柯等 7 位“入围”教师也

参加了颁奖礼。
全人教育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教

育理念， 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教育思想
已经蕴含了这一理念，全人教育在 20 世
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系列报告中被屡
次提及， 并成为当今西方国家的重要教
育理念。 全人教育强调应使儿童身心获
得全面、完整、均衡的发展，反对片面、狭
隘、畸形的发展。

“全人教育重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养
成 ， 通过人文教育达到全人发展的目
标。 ”在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看来，全人教育首先是立人，注重开发人
的理智、情感、美感、创造力和精神潜能，
是培养“全人”或“完人”的教育。 “全人教
育之‘全’，不仅仅意味着人的全面素质，
同时蕴涵着一种广博的世界观， 关心环
境、关心和平、关心全人类，培养出理性
的、人文的、道德的、精神的各方面和谐
发展的全人。 ”杨东平说。

“我对‘全人教育’的理解，更倾向于
它是指‘整个人的教育’。 ”北京中学校长、

特级教师夏青峰认为，教育应关注人的方
方面面，“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这 11 位入围教师和获奖者是中国
中小学教师的优秀代表， 像他们这样的
教师在全国还有许多。 如何充分发挥他
们的引领作用， 帮助中小学教师提升整
体水平，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中国出色的教师还有许多，我们所
需要思考的是， 怎样让这样的教师变得
更多。 ”担任颁奖典礼主持的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教授梁国立说，“尤其对年轻教师
来说，我们怎样培养他们，让他们拥有非
常好的功底， 尽快踏入与世界发达国家
教师比肩的行列？ 我们一步步去做，总会
有美好的明天！ ”

“全人教育奖”正是为此而设立的。
该奖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和心平公益
基金会共同主办， 旨在鼓励和引领更多
拥有健全人格与专业精神的教师， 实践
并推广“全人教育”理念。 该奖项每年评
选 1 次，由专家学者、教师、校长、教育公
益组织等方面的代表组成评审委员会 ，

经过实地调查和公开投票，选出 1 名“全
人教育奖”获得者和 3 名提名奖获得者。

与传统奖项大多强调教师牺牲奉献
精神或教学专业技能不同的是，“全人教
育奖” 更关注教师在人文教育和学生全
面发展方面所作出的努力。

然而，在当前的现实国情下，让一线
教师推行全人教育， 面临着体制环境和
文化氛围等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

杨东平对此并不讳言，“全人教育奖
就是希望树立起这样的榜样和标杆，让
人们看到， 在我们的现实环境中仍然可
以有所作为。 ”

“即使是在最幽深的洞穴里，在最僵
化的体制中 ， 也一定会有寻找光明的
人”。 “全人教育奖”资助方心平公益基金
会秘书长伍松表示， 希望通过全国范围
的评选，增加一线优秀教师的曝光度，给
他们以支持和鼓励，从而去影响、点燃和
改变更多的一线教师， 并且将这些同路
者吸引到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中来，让
他们通过自身的行动改变中国教育。

全人教育：培养健全完整的人
□翟晋玉

（上接 1 版）
“说不辛苦是假的，但正因此，教师

才会成长。 ”张明春坦言。 以前的她是区
信息技术教研员， 曾拿过全省教学大赛
一等奖。 “那时候感觉，我的专业发展到
顶了。 ”如今在坪洲小学，张明春身兼多
重角色，教科学、信息技术，还教一门机
器人配方课程，负责学校办公室工作。

回顾这 4 年，张明春笑称，自己迎来
了事业发展的“第二春”。 在她的带领下，
学校的机器人社团先后在国内外多项比
赛中获大奖。 “这些是我以前不敢想象
的，同时也让我明白，人的成长是没有天
花板的。 ”

数学教师沈晓燕也深有同感，过去一
门心思教数学的她，如今还担任了配方课
程美食烹饪的授课教师，深受学生喜爱。

“说到底，教师们也是在这些节日、这
些配方课程中，找到了自身的存在感。 ”邓
梁说，“如果这么多活动里都看不到你的影
子，在坪洲小学一定会感觉很寂寞。 ”

办有灵魂的学校

熟知张云鹰的人都知道，她很爱美。
在学校里， 她是许多女教师和女学生的
成长楷模。

张云鹰也从不讳言对美的追求。 在
她看来， 教师一定要在学生面前展现美
的形象、美的气质。

每到年末，学校都会举办一场以“读
书的女人最美”为主题的大型主题晚会。
这天，全校教师要盛装出席。 女教师们化
了淡妆， 穿上晚礼服； 男教师们西装革
履，文质彬彬。 大家各展才艺，载歌载舞，
尽情抒发对生活的热爱。

不用说，有了这样一位爱美的校长，
坪洲小学的校园环境自然美不胜收。

走进校园，入眼的是小桥流水、亭台
楼阁、花溪竹径，可谓一步一景。 更难得
的是，张云鹰以她独有的审美情趣，让校
园充满了创造的灵性。 校门一侧有一个
垃圾房，大煞风景，张云鹰请设计师将它
设计成一个“蘑菇屋”，顿时童趣盎然。 教
学楼每一层的卫生间原本很显眼， 经过
改造，门前树起一排镂空的屏风，以名人
画像做装饰，可谓深得藏拙之趣。

但是，张云鹰深知，她不仅仅是建一
个美丽的园子，而是办一所学校，一切都
要为学生而设、为教育所用。

学校首先是读书之所， 要处处散发
出书香。 在坪洲小学，书是学生们随手可
得之物。 这里的图书室和阅览室设在教
学楼一楼，目的是让书离学生近些。 教学
楼每一层分别以琴、棋、书、画为主题，设
计了四个开放式书吧， 像强大的磁场一

样吸引着学生们。
“和小伙伴们一起静静阅读，是一天

中最快乐的时光。 ”学生蒋力权说。 每天
放学到开放式书吧读书， 成为他自觉的
习惯，常常读得忘了回家。

只有细细品味才能发觉， 在校园美
丽的景观背后，都潜藏着教育的意蕴。

小学生好动，在校园里追逐打闹是常
事。但在坪洲小学，这一现象却很少见。原
因何在？ 张云鹰道出了其中的奥秘：“你
看，我们的校园，一进门就是小桥、流水、
假山。 在这样错落有致的环境里，孩子们
不得不放慢脚步、平复心情。 ”

在这个校园， 文化与景观自然融合。
学校以“蒙以养正”为校训，所有校园建筑
因此都以“正”为名：正德楼、正言楼、正心
楼、正观亭、正己台、正气门……校园天井
里 ，端坐着老子 、孔子 、韩非子的铜像 ，
象征着道、儒、法文化共存。 天井的一角

陈列着后天八卦图， 张云鹰曾在这里给
高年级学生讲解国学。

但同时， 这里的校园文化又是包容
的、多元的，时代精神与国际元素随处可
见。 牛顿空间、云领课堂、生命克隆、轻舞
飞扬……

还有英语村，这也是张云鹰的得意之
作。 这里原是直通操场的走廊，她却大胆
做了改动，把走廊封起来，变成一间教室，
仅在旁边留一个去往操场的通道。如此一
来，校园便有了曲径通幽的美感。

这多出的一间教室， 做什么用呢？
“布置成英语活动室吧，就叫英语村。 ”张
云鹰有了灵感。 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化符
号，英式电话亭被摆在了英语村门口。 教
室内被布置成咖啡厅、超市、礼品店、酒
店前台等国外生活场景。

“现在，孩子们最兴奋的，是每周到英
语村上口语交际课。 ”教师马媛说。

看了这个校园，参观者都很诧异，这
里一点也不像创办仅 4 年的学校。

殊不知，4 年来的每一天， 张云鹰都
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一点一滴地经营
着这个校园。 “我希望学生能记住在这里
生活的 6 年，甚至 60 年都忘不了这个校
园。 ”张云鹰说。

做有智慧的教师

2014 年 12 月，宝安区“新课程·新理
念”教学大赛决赛现场。

台上是坪洲小学年轻教师叶素珊，
台下是学生、评委和几百位观众。 虽然只
有两年教龄，但初生牛犊的她，居然一路
过关斩将闯进决赛。

决赛中，叶素珊抽到的课文是《晏子
使楚》。 出人意料的是，刚讲了个开头，叶
素珊就提出问题 ：“一位外交官评价晏
子，逞口舌之能进行外交对话，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智慧，也得不到对方的尊重。 你
们是否赞同呢？ 请用 15 分钟认真思考，
然后进行辩论。 ”

15 分钟？ 台下有人惊呼。 一节课 45
分钟，15 分钟都不讲一句话，这可是比赛
啊？这个年轻教师咋想的？人们都替叶素
珊捏一把汗。

15 分钟终于过去了， 学生们开始讨
论。 他们分为正反两方，展开激烈辩论，
论据之充分，观点之犀利，让观众难以置
信。 听到精彩处， 观众们忍不住报以掌
声。 比赛结束，叶素珊获得一等奖。

谈及那 15 分钟的沉默，如今的叶素
珊依旧自信 ：“教学不是追求场面的热
闹，也不是展现教师的精彩，而是把思考
的权利、学习的快乐还给学生。 ”

开放式教学， 是校长张云鹰一直坚持
和探索的教学主张。 基于语文教学的弊端，
张云鹰提出，关注生命自由成长，构建以活
动、体验、多元表达为特征的个性化教学。

2014 年 9 月， 喜讯传来， 张云鹰的
“开放式小学语文教学探索性研究”，获首
届国家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面对荣誉，张云鹰很平静，教师们却
无比激动。 在他们看来，身边有这样一位
能给予悉心指导、 让他们学习和观摩的
对象，是一种难得的福气。

在这所年轻的学校，有一支同样年轻
的教师队伍，教师平均年龄只有 31 岁。面
对这些年轻人，张云鹰总想着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的经验传递给他们。 每学期，她都
要在校内开好几场教学讲座。

叶素珊还记得，刚入职不久，她上了

一次校内公开课。 那节课讲的是 《有趣的
圆》，张云鹰也坐在台下。但因为缺乏经验，
又有些紧张，这节课上得磕磕绊绊。

到了评课环节， 张云鹰也不拐弯抹
角， 直接指出问题：“这节课的导入部分
不够准确，有些拖沓，可以删去。 ”倔强的
叶素珊不服气：“我倒觉得， 这是我这节
课的一个创意，因为……”话没说完，就
见教学主任瞪着她，赶紧闭口不言。

几天后， 张云鹰将叶素珊叫过来：
“把你们班学生借我用一下，我来上一节
课。 ”那天，张云鹰上的也是《有趣的圆》，
整个教学设计精巧而简练， 教学过程如
行云流水。 叶素珊被折服了，从此每次听
张云鹰分析教学，她都是虚心接受。

对叶素珊这样的年轻教师， 张云鹰
打心眼里喜欢。 从年轻教师身上，她依稀
看到了当年那个倔强而有个性的自己。
但她更希望教师们明白， 要践行开放式
教学，教师首先要成为一个开放式教师。

在坪洲小学， 张云鹰倡导的核心理
念是，“让智慧做主人生”。 她希望创造一
个充满活力的空间， 用智慧引领教师和
学生们成长。

回顾成长，有着十多年教龄的陈敏思，
很庆幸自己选择了坪洲小学。 以前在村小
任教的她来到坪洲小学， 就像一条鱼缸里
的小鱼，被陡然放进了大海，既新奇又兴奋。

最初接触开放式教学，陈敏思觉得一
点都不难。 “校长已经出了 4 本书，照着
书上说的做不就行了。 ”她想。不久，区里
举行教学比赛，她被推荐参加。 她满怀信
心地去参赛，却铩羽而归。

回到学校，张云鹰找她谈话，没有一
句批评， 只是语重心长地说：“你未来的
路还很长，要尽快丢掉过去的束缚，放开
自己，融入新的教学生活。 ”

这些话， 陈敏思记在心里。 从那时
起，她老老实实像个新教师一样，捧着校
长的书认真研读，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
“在这个集体里，只要你想进步，大家就
会扶持着你，让你没有理由不成长。 ”陈
敏思满怀感恩地说。

4 年来，在这些年轻教师身上，一些共
同的价值观念正在慢慢建立， 他们正变得
自信、自强，积极进取，不断追求完美。

十多年前，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
沿城市，面对教育转型，张云鹰提出了“以
开放式教育培养现代城市人”的理念。

十多年后的今天， 从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出发， 深圳市确立了加快建成
创新型、开放式城市教育体系的目标。

对此，张云鹰颇为欣慰。 “我们正以
课程为根基， 构建一个融课程、 校园活
动、 环境文化及教师发展为一体的开放
式教育。 ”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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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老兵讲抗战故事
20 年来， 江苏省南京晓

庄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大学
生志愿服务队先后有 400 多
名志愿者，为 260 多万各界群
众讲解南京大屠杀历史。 为
此，志愿者们不断搜集和整理
一手抗战资料。 图为 8 月 12
日，他们走访新四军老战士晏
明，听老前辈讲抗战故事。

本报记者 张学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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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式教育:
让智慧做主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