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的北京 ，秋意浓浓 ，而 “新学校
论坛”的现场则是暖意融融。这里又一次
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0 余名代表 ，
分享与对话 ，观察与思考 ，故事与案例 ，
这一切让“新学校”描绘的理想图景清晰
可见。

这样的论坛已经召开了六届，几乎每
一次都“人满为患”。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
是，不少教育类会议从开幕到结束人会越
来越少，而新学校论坛的人数却是越来越
多。 10 月 18 日下午，会场的过道处也挤满
了人，与会代表对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
贵题为“危机的学校与繁荣的教育”的演
讲充满期待。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智慧从哪里来”。
智慧从哪里来？ 本届论坛给出了别样的思
考———

智慧来自跨界的知识链接与视野打
开 。 跨界人士关于教育的观察与分享 ，
为与会教育者提供了跳出教育看教育的
机会。 百度投资并购部总监杨柳的 “在
线教育观察与观点分享 ”， 中国权威策
划人、 影评人谭飞的 “影视剧如何帮助
塑造中学生人格 ”，建筑企业家 、全国优
秀农民工代表谭双剑讲述的 “创业故

事 ”， 让与会教育者开拓了不一样的教
育视野。

智慧来自变革者的行动研究 。 新学
校倡导的理念是： 把我们的行动拿出来
研究，把研究的成果付之于行动。中国科
学院附属玉泉小学校长高峰多年来一直
致力于行动研究，他认为，学校就如一节
动车组： 一是要有明确的文化和制度设
计； 二是要给每一个车厢装载动力和控
制系统， 就是学校的组织结构与机制的
建设；三是要关注车厢，即关注孩子们的
校园生活。

与高峰不同，沈阳市第五中学校长金
巍松思考的是如何打破边界。 他说，对于
任何一所学校而言，资源都是有限且相对
固定的。 要想资源从有限走向无限，就必
须转型和开放。 转型就是改变工作方式、
重新建立联系。 在学校里，这种转型无处
不在，无论是教学、教师还是课程，都存在
着各种各样的转型。 另外就是开放，开放
就是打破边界限制，提供更多可能。 开放
让世界更小、让教育更大。 开放在学校里
面也是无处不在的， 它可以有实验的开
放，阅读的开放，有体验的开放，也有创造
的开放。

有与会代表在微信中留言：“打破教
育边界，实现无限可能”，这句话给人带来
深深的思考。 无论是学校的制度建设、家
校合作、课程建设，还是资源整合，无一不
是在讲“打破边界”。 学校是一个整体，但
是提供给孩子的生活却是割裂的、碎片化
的，课内和课外“老死不相往来”，校内和
校外是有边界的，这需要引起教育者反思
和警惕。

同样是行动研究者，重庆市字水中学
校长王毅，辞去重庆市綦江区教委副主任
的职务，毅然来到该校当校长。 他讲述了
自己在担任字水中学校长的 50 多天内 ，
开始对学校进行长远规划和结构性思考，
从管理到教研、课程、评价，还有一系列的
朝阳、午阳、夕阳工程等，都是在结构变化
上着手。

北京育英学校校长于会祥在分享中
解读了学校管理上的突破。 为解决学校
的“痛点”，他秉承“让乘客坐到驾驶员位
置 ”的理念 ，让教师成为学校的决策者 ，
改变组织结构 ，实施扁平化 、矩阵管理 ，
把学校一线的重心工作凸显出来； 给年
级主任分权，赋予他们 4 项权力，年级主
任得以快速成长； 实施工作项目制和项

目首长负责制，激活了一大批热爱学校、
对工作有想法、 愿意付出的教职工的积
极性。

智慧来自对 “教师至上 ” 精神的坚
守。 “课堂里走出的教育家”是新学校论
坛为北京十一学校定制的固定板块 ，已
经连续举行三季。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崔
永元应邀主持并对话 3 位北京十一学校
课堂里走出的教育家， 分别是语文学科
首席教师、特级教师史建筑，英语学科主
任、学术委员会轮值主席侯敏华，数学高
端课程负责人、学术委员会委员潘国双 。
这一板块堪称最具故事感、 最令人动容
的板块。

智慧还来自论坛主持人的主题荐书，
这一环节堪称本届论坛的一大创意点。 10
月 18 日上午的同题异构板块， 由上海教
育杂志副总编辑沈祖芸主持。 这一板块分
为“关注教师”、“关注教学变革”、“关注管
理方式”三大主题，旨在发现学校变革中
的痛点、难点，在诊断对话中转化为触点。
围绕每一主题分享中暴露的学校发展难
题，主持人有针对性地推荐了《如何成为
高效能教师》《优势识别器》《领导力》《突
破》等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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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全国中小学作文教学
大赛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廖华） 近日，
中国写作学会中小学写作教学专业
委员会第一届理事会成立大会暨首
届全国中小学作文教学大赛在广西
河池市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 600
多名教育工作者参加了会议， 并就
中小学写作教学改革的热点问题 、
作文教材建设的探索与研究、 新课
程理念与作文课堂教学预设技巧等
进行了研讨。 来自全国各地的 60 多
名教师参加了此次作文教学大赛。

福建德化：“孔子文化教育
奖”结果出炉

本报讯 （通讯员 周锦辉） 日
前， 在孔子诞辰 2566 周年之际，福
建省德化县在县文庙举行乙未年祭
孔暨“孔子文化教育奖”颁奖典礼 。
典礼上，56 名在教育、文化系统中工
作成绩显著、 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个
人获得表彰和奖励。 据了解，“孔子
文化教育奖” 是该县孔子学会利用
建设文庙的结余资金设立的， 其奖
金全部来自于社会捐赠。 相关负责
人介绍，自去年以来，每年在祭孔活
动中同时颁发 “孔子文化教育奖”，
给予获奖者每人 5000 元的奖励，以
凝聚和传播教育、文化正能量。

凤凰传媒、 好未来与学科
网“联姻”

本报讯（记者 金锐） 近日，江
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
凰传媒）、北京学而思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好未来）、北京凤凰学易科技
有限公司（学科网）正式达成战略合
作协议。 据悉，凤凰传媒将向学科网
提供各种优质教育出版资源的优先
使用权， 以及在精品教育资源研发
方面的支持。 好未来将在产业资源、
教研资源、培训管理、人才资源等方
面与学科网全面对接。

史家小学第 19 届学生画
展开幕

本报讯 （记者 崔斌斌） 10 月
26 日，史家小学“史家画苑”开始新
一届展出季。 此次展出的是该校六
年级学生罗芯雨的绘画作品， 该生
用明快的色彩和细腻的笔触描绘的
画作受到了参观者的赞誉。 据了解，
史家小学一直致力于给予学生均等
展示自我的平台和机会。 该校校长
王欢表示， 教师应该给予每个学生
足够的关注， 从而帮助其发现自己
的特点， 使得每个学生都有发光的
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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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教育改革新突破：

课改成为政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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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梁颖宁） “看了课堂
上孩子们和老师的精彩展示后我很高兴、
很激动，对课改也很有信心。 课改的方向
没有问题， 大家要坚持深入下去。 ”10 月
22 日，在现场观摩了集宁新世纪学校和集
宁一中的课堂展示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
委副书记、市长陶淑菊对该市正在实施的
高效课堂教学改革连连“点赞”，并全程参
加了当天由乌兰察布市政府召开的全市
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 来自全市 11 个旗
县市区的一把手和分管领导、 教育局长、
教研室主任、试点校校长等同时与会。

据悉 ，2015 年为乌兰察布市 “课改
年”，以 29 所课改示范校为实验和引领，
该市紧抓课堂教学改革关键点， 整体推
进课堂教学改革， 带动了全市中小学各
项工作水平的大幅提升和办学品味的明
显提高。 到 2018 年，该市将实现所有旗
县以县为单位的整体推进，在人事任用、
资金扶持、相关政策等方面向课改倾斜，
所有学校做到全员、全学科课改全覆盖。
记者同时了解到，从明年开始，乌兰察布
市将设立课改奖励经费， 市里每年拿出
200 万元 ，旗县每年拿出 100 万元 ，并将
其列入财政预算。

“今后区域内师资配置、新教师录用

和干部使用都要围绕课改来转。 对于在课
改上做得好的教师、中层干部、副校长以
及校长，都要大张旗鼓地表彰、奖励；在人
事任用上予以重用或提拔， 打破年龄、资
历等条条框框的限制。 ”乌兰察布市教育
局局长李琮说。

除了加大奖励力度， 未来乌兰察布
市还将在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上开展一系
列具体行动。 各旗县市区将成立由一把
手牵头的课改工作领导小组， 成立专项
推进课改工作办公室， 定期研究课改工
作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 为了保障课
改顺利推进，乌兰察布市还将对校长、教
师重点进行专业化培训。 针对校长，要求
其带头学习课改理论， 全面引导教师聚
焦课堂教学。 教育管理部门对校长的考
核也将与校长业绩考评紧密挂钩， 并将
积极引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和群众监督机
制，对校长进行全方位综合考核。 针对教
师，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示范课、公开
课的方式， 让教师深入了解课改的精神
实质和操作过程， 全面提升教师队伍的
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

“凡是在课改中总结出好经验、好做
法的优秀教师，要大胆任用，并将其好的
经验推广出去。 要把学校建设项目、教育

装备项目与课改捆绑起来，向课改完成好
的学校倾斜。 ”陶淑菊说。

据了解 ， 自课堂教学改革实施以
来 ， 乌兰察布市课改试点学校突出了
师生互动 、合作探究 ，更为注重学生活

动和学习效果 ，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果 ，
未来该市仍将紧抓课堂教学改革这一
关键点 ，全力推进教育领域综合改革 ，
让课改模式进一步呈现 “百花齐放 ”的
状态 。

（上接 1 版）
“许多时候不是学生笨，而是教师不

会教———不管你是不是乡村教师，都不要
迷信书本，要善于发现问题，在关键点上
不能怕浪费时间。 ”俞正强说。

“俞正强的这节课，是‘讲理’的教学，
讲理就是要讲知识的内在联系，帮助学生
学会举一反三、闻一知十。 ”次日，郭华从
教学论的高度给教师们做了一场讲座，她
说，“教师不能给学生冰冷、 干巴的教学，
也不能只求课堂的热闹、 学生的高兴，必
须将儿童经验与历史经验统一起来。 ”

既有理论 ，又有实际 ，这种培训形
式让现场听课的教师们 大 呼 过 瘾 、受
用 ，在提问环节现场一度相当 “火爆 ”。
课堂教学结束后 ，许多听课教师纷纷拉
住导师们 ，讲出心中的疑惑 ，让他们给
支支招……

当然，除了教学，专家们还带来了关
于校长、教师专业成长的更多“用得着的
技能”。

比如，深圳市滨海小学校长李唯介绍
的 “国旗下的讲话 ”课程 ，原本只是简单
“例行公事”的一项活动，但在李唯的改造
下，这一门课程现在成为学校开展德育的
重要阵地，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精神场。

“实施国旗下讲话的课程，校长应成
为贯彻者和落实者，而不是外围打转的管
理者、指导者和说教者。 讲话方式上，要
变单向的说为互动的说， 变训导式的说
为指导式的说。 说的内容要从办学理念
和校训走向学生的日常生活， 紧贴时代
的脉搏。 ”李唯以自己的探索经验告诉在

场的校长与教师，这门课程，每个校长都
可以尝试，只要肯坚持，都可以收到良好
的效果。

沈阳市第 43 中学校长苏虹是参加本
次活动行程最远的一位，从大东北来到大
西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她的任务就是要
给毕节的校长与教师分享青年教师的成长
经验。 这位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年轻
校长， 以自己和学校教师的成长经历为蓝
本，从“育人与育己”、“教书与读书”、“研究
与写作”三个方面展开阐述，其鲜活而真实
的案例引起了在场校长的共鸣。 苏虹告诉
现场教师，要想成为优秀教师，一定要心中
有标准，并能坚定而执着地践行。

10 月 22 日当天，像李唯、苏虹这样分
享办学经验的讲座总共有 8 场，从教学实
践到课程建设， 从教师成长到心理辅导，
从“互联网+教育”到国外教育特色介绍，8
名校长从不同层面为乡村教师指出了成
长之道。 来自毕节市中小学的校长、教师
及教研室人员共 400 多人聆听了他们的
讲座，感觉受益匪浅。

当然， 无论是教学设计还是课程建
设，从理念走向实践尚有一段漫长的摸索
过程，但前来支教的人们相信，他们今天
在这里播下一粒种子，总有一天在某个地
方会生根发芽。

“孩子们生命成长需要高质量教师的
陪伴， 而教师的成长需要整个社会的关
爱。 我们很荣幸能成为这片土地的播种
者。 ”在结束了“让生命绽放”的心理辅导
课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督学冯
力由衷地说。

“支教没有终点，我们还会再来”

“做好事的人更幸福！”为期 5 天的时
间里， 尽管行程颇为紧张， 路途颇为辗
转，但前来支教的专家都觉得，这一路西
行走得踏实、淡然，心中满满当当的都是
幸福感。

“这次西行，让我深刻感受到西部优
质教育资源的缺乏，也感受到支教活动所
引起的效应和效能，备感支教的使命和责
任！ ”深圳市华侨城小学校长袁正芳是这
次西部行中的伤员，但她仍不顾病痛坚持
前来支教，她说，“这是行善之行，造福之
行，这是永无止境的快乐之行……”

尽管没能让更多的教师和孩子分享
他们的经验、没能进入更深的大山去……
时间短暂 、空间有限 ，大家心有所憾 ，但
爱心无限 ，那份 “赠人玫瑰 ”的满足感让
大家都感觉到了快乐。

更值得欣慰的是， 通过这次活动，毕
节从此有了另一个对外的“通道”，局长赵
昌伦一再邀请专家们“择日再来”。 而支教
的校长们也当场表示，乐意接收毕节的乡
村教师前往他们学校挂职学习……

他们，带着幸福的力量继续前行。
“我们为何而来？ 我们就是要走到我

们曾经离开、却不曾回去的地方。 那里有
乡村教师，有国家发展的中坚力量。 ”郭华
教授动情地说，“西部之行有结束之日，但
支教没有止境，公益没有终点，这次活动
虽然结束了，却开启了我们与贵州教育人
一起前行的新起点，我们还会再来……”

为乡村教师做点实事

郭 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

这一次支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通过
活动了解乡村教育的需求和乡村教师的
诉求。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会尽自己的
力量，以更实际的行动，长时间地连续支
持乡村教师走进城市学校，持续地提高教
育教学水平。

钟 樱
四川省成都市金沙小学校长

看到毕节市第四小学的孩子， 我想
起我那些远在四川省蒲江县敦厚乡金钥
匙学校的 100 多个孩子， 想起他们渴望
学习的眼神， 他们激励着我依然满腔热
情地坚守基础教育第一线， 努力做好每
一件事，帮助更多的人。

王冀敏
江苏省江阴市华士实验小学校长

穿着简单朴素，常在山里走，脸上晒
得黑黑的……如果走在大街上， 你很难
认出赵昌伦是一位教育局长， 但他一开
口谈毕节教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赵局长的情怀与行动， 不由得让我们肃
然起敬。

李 唯
广东省深圳市滨海小学校长

此次“西部支教”是我职业生涯中重
要的一站，能把自己多年在教育实践中的
感悟和做法与西部教育同行分享，让我觉
得特别开心，正所谓 “赠人玫瑰 ，手有余
香”， 能为西部教育尽绵薄之力对于我来
说是莫大的荣幸。

邱华国
翔宇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以公益活动这一特别形式庆祝北师
大教育家书院成立五周年，我感到特别自
豪。同时，令我担忧的是，目前尽管东西部
都在发展，但“三轮车追汽车，越追越远”
的非同步发展现象，是否会加剧？ 希望这
样的情况不会发生。

冯 力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教育局督学

在毕节市的活动现场 ，我看到了心
系千万儿童幸福未来的教育局长 ，看到
了心系孩子 、追寻幸福的老师们 ，他们
用信念与行动为孩子 、为教育筑起了一
幢幢遮蔽风雨的广厦 ， 他们可敬又可
爱，值得我们尊敬。

支教者说

图为乌兰察布市市长陶淑菊（右三）现场观摩课堂展示

智慧来自跨界的知
识链接与视野打开 ；智
慧来自变革者的行动研
究 ；智慧来自对 “教师至
上”精神的坚守。

智慧从哪里来
———第六届新学校论坛侧记

□本报记者 褚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