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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递◢

再访杜郎口
□李镇西

应试教育真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胡欣红

特
别
报
道

教育部启动全国大中小学教
材建设五年规划

本报讯 5 月 19 日，教育部召开会
议，启动部署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五
年规划和教材管理办法研制工作。

据了解，教育部组织研制教材建设
规划和教材管理办法，旨在系统规划未
来五年教材建设工作，加强教材管理基
础性制度建设，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新的
要求。研制任务主要包括大中小学教材
建设五年规划和四个教材管理办法，教
材管理办法覆盖中小学、中等职业教育、
高等教育教材以及引进教材选用，建立
健全各级各类教材编写、审查、使用及引
进等各环节的制度。

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朱之文出席
会议并强调，研制教材建设规划和管理办
法应把握好五个要求，一要坚持政治统
领、把握方向；二要以学生为本、立德树
人；三要讲求科学、尊重规律；四要创新机
制、破解难题；五要强化操作、注重实效。
他最后强调，研制工作要加强组织领导，
注重分工协作，确保研制质量。 （师闻）

教育部力推幼儿园督评全覆盖
本报讯（记者 刘亚文）“《幼儿园办

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重点是幼儿园本
身的办园行为和管理制度建设。”教育部
相关负责人在5月10日举行的教育部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为了建立和完善幼儿
园督导评估制度，促进幼儿园规范办园
行为，维护幼儿合法权益，国务院教育督
导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幼儿园办园
行为督导评估办法》。此项督导评估工
作在评估范围上实现了幼儿园、附设幼
儿班、幼教点的全覆盖，未取得办园许可
的幼儿园也被纳入评估范围。

在评估周期、评估内容、结果运用上，
《幼儿园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办法》呈现新
特点：办园行为督导评估周期性为 3-5
年，在一个周期内，所有幼儿园（班、点）至
少要接受一次督导评估；督导评估的内容
包括办园条件、安全卫生、保育教育、教职
工队伍和内部管理等5个方面；本次评估
强调，既要发现问题又要督促整改，不再
单纯将评估工作作为评判幼儿园优劣、对
幼儿园进行分类定级的手段。

督导评估工作由各省级督导部门负
责制定本省督导评估实施方案，县级教
育督导部门负责具体实施。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采取“双随机”方式对
各地督导评估工作进行专项督导。

发布会上，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还介绍
了《关于实施第三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的
意见》的有关情况，三期行动计划的重点
任务有三项：一是扩大普惠性资源，破解
公办园少、民办园贵问题；二是完善体制
机制，解决发展普惠性学前教育的条件保
障问题；三是提升保育教育质量，解决学
前教育内涵发展问题，不断完善幼儿园质
量评估体系，保障幼儿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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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全国中小学
深化课程改革研讨会

（系列报道）

报道详见

•会议综述（2版）

•专家观点（12版）

•记者手记（13版）

如何重新认识学习？什么是真

实的学习？学习如何走向高质量？

在 2017全国中小学深化课程改

革研讨会暨“高质量学习”包河现场会

上，与会者围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未来走向、如何坚守学生立场、教师如

何成为学习者等话题展开了深度研

讨，探索“高质量学习”如何落地。
近日，一位基层教育局长以《充分认

识应试教育的政治正确性》为题的发言引
发轩然大波。简而言之，该教育局长认为
在基础教育阶段，在中国当前的高考体制
下，抓教学成绩，抓应试教育，就是“政治
正确”。因为这个世界奉行丛林法则，优
胜劣汰、适者生存，尤其是广大的农村孩
子，更需要通过高考获得一个上升的通
道，否则就很难避免阶层固化之痛。

确实，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并非完
全对立，提倡素质教育绝不意味着不要
分数。但与眼中只有分数的应试教育相
比，“目中有人”的素质教育从不刻意追
求分数。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教育质
量与应试教育绝不可简单等同起来。在
现阶段，教学成绩无疑是衡量教育质量

的重要指标，但即便为了分数，也完全可
以不采用应试模式。相比于强行灌输、
拼命刷题，注重激发学生内驱力和全面
发展的素质教育无疑更胜一筹，且更具
可持续性。只要教育者真正静下心来，
遵循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不仅成绩的
提升水到渠成，而且有利于学生的良性
成长。换言之，两种教育模式，就眼前的
分数而言，或许相差无几，在短时间内可
能应试教育成效更显著，但“风物长宜放
眼量”，日久之后，才能见真章。

至于丛林法则和阶层固化在现实生
活中的存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也常常引发人们的强烈共鸣。但是，正常
不代表一定正确，人类社会毕竟不是丛
林，引导人们正视社会弊病、走出丛林，共

同建设一个温暖美好的社会，是教育的神
圣职责。倘若每一个教育人都奉“丛林法
则”为圭臬，那教育的未来无法想象。

其实，该教育局长的论调并不新
鲜。一言以蔽之，就是功利思维下追求
教育 GDP 的典型表现，无非打着“成就
孩子更好的人生”之类的“动听”旗号而
已。但在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共识的大环
境下，公然为应试教育唱赞歌，甚至将之
提升到“政治正确”的高度，如此咄咄怪
事，足以令人拍案惊奇！

联系到这位教育局长在讲话中透露
到县教育局工作才6个月，而且此前对教
育内情所知甚少，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
结论——“外行领导内行”。但我们必须
知道，教育既具有强烈的专业性又具有

明显的非专业性：专业性主要体现在教
育存在一定规律，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办
事；非专业性则体现在人人都可以谈教
育，而且讲起来都有自己的一套。

换言之，如果是其他专业性较强的行
业由一位外行担任管理者，一般情况下管
理者不敢胡乱指示。即便真的作出不恰
当的指示，其谬误也极易显现出来，能够
很快地进行调整改变。而教育则完全不
同，任何一位外行领导恐怕都不认为自己
不懂教育，如果自己的“教育思想”得不到
有效贯彻，会不惜采用行政手段强行推
进。更可怕的是，教育决策的影响大多具
有长期性、隐蔽性，等到问题集中暴露出
来再进行修正，孩子们岂能回炉重造？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面对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每一个教育人都应
该以高度的责任心和使命感遵循教育规
律办事，不是用挤压时间和机械化管理
方式提高学生成绩，而是引导学生学会
学习、学会思考、学会创新，这才是教育
给予社会和家庭最大的回馈。

（作者系蒲公英特约评论员）

5 月 12 日下午，我第四次来到山东
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

一出机场，崔其升校长便上前紧紧
握住我的手，然后把我的行李箱抢了过
去。好久不见，他依然如老农民一般热
情朴实。

崔校长说，学校的教师太好了！学
校有一种正气，向上，敬业，不计较，教师
们都把学校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事，对教
育有一种极其负责的敬业精神，对工作
有一种“反思精神”。当学校工作与个人
利益发生冲突时，教师们都自觉地服从
学校安排。

我说：“这恰恰是许多学校没有的，
也学不会。”

崔其升笑了：“不管别人怎么说，反
正我们学校就是这样的。”

几年不见，杜郎口中学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但走进课堂，好像变化不大。
依然没有讲台，依然四壁黑板，依然是学
生在展示，而教师在一旁站着听——不
时点拨几句。

当然，我说的“依然”是从表面上看到
的。实际上，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模式远不
是当年的“三三六”，也没有了过去那种

“导学稿”——几年前，崔其升便决定取消
“导学稿”，这还引起外界的误解和议论。
现在的课堂不再拘泥于模式，而是根据课
堂需求，教师随时引导和点拨。

杜郎口中学的常态课课堂流程是这
样的：学生板书→晒错误全班剖析→分配
任务小组交流→小组展示分享成果→多
种形式进行反馈（帮扶小对子互查，教师
回访，轮换小组抽查，黑板面前出题检测，
纸面上进行笔头沉淀）→达标反馈（分
层）→课后反思。这样加强了小对子的帮
扶，更有针对性；教师回访对子，因此小对
子利用得非常充分，效果也很明显。同时
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及自己备课过
程中确定的重点进行学案设计。

我转了几间教室，看了几堂语文课、数
学课、生物课。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文科，我
在上语文课的两间教室站得相对久一些。

这两节语文课都是阅读课，一个班
是分享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另一个

班是讨论老舍的《骆驼祥子》（片段）。与
前几次一样，学生在课堂的展示给我留
下很深的印象。每一个站在前面的孩子
都目光自信，落落大方，声音洪亮，语速
流畅，表达清晰。聆听的学生或神情专
注地听同伴发言，或随着展示者的思路
情不自禁地小声应和，气氛非常和谐。
站在一旁的崔其升说：“只有这样，孩子
们才不会开小差。”我注意了一下，果然
每一个孩子都很投入，看不到心不在焉
的学生。

我在初二一个班看课时，一个小学
三四年级模样的孩子正在听前面的学生
展示。我好奇地问副校长张代英：“这个
孩子是跳级生吗？”她说：“不是，他就是
初二的，这个孩子患有侏儒症，所以个子
很矮。”一会儿，我走到另一间教室，又看
到一个“跳级生”，问张代英，她告诉我

“这个孩子也是侏儒症”，类似这样的情
况在学校还有好几个。

由此想到几年前，我在谈一些靠挖
生源而取得中考、高考“辉煌”的学校时，
就有人曾经问我：“难道你认为现在有不
靠优化生源而取得教育成绩的学校吗？”
我当时回答：“当然有！比如杜郎口中
学。这所学校一不挖优生，二不撵差生，
踏踏实实地搞课堂改革，从最后一名抓
起。而且学校成名之后，也不像有的名
校‘一炮打响’就优秀生源云集，学校至
今没有‘优化生源’，依然教着当地农民
的孩子，而且依然一年一年地成绩斐
然。这样的名校，我服！”

一所学校的改革是否成功，最有说
服力的是学生的成长。在学校课堂改革
成果展览室，我看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
心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若干重
大问题研究》报告中对杜郎口中学做了
这样的评价——

课堂转型是一种文化变革，一场静悄
悄的革命。杜郎口中学从改革初期的“让
学生动起来”，到改革攻坚阶段的“把课堂
还给学生”，直到现在日臻成熟的“三三六
自主学习模式”，真正从本原上回答了什
么是教育，什么是学习，老师之职责是什
么，应该有什么样的课堂模式、什么样的

师生关系、什么样的教师队伍等根本性的
问题。通过对杜郎口中学的课堂观察不
难看出，所谓“自主教育”就是通过教育的
影响，充分调动学生的内部机制，引导学
生积极有效地参与教育过程，增强学生的
自我意识，在教师的指导下，使学生逐步
形成自我教育的能力，成为积极主动且全
面发展的人。

观摩完课堂，与教师们进行交流，在
交流会上，我谈了杜郎口中学最让我感
动的地方。

第一，杜郎口中学教师对教育有一
种极其负责的敬业精神。这是杜郎口中
学课堂改革得以推行并取得成功的真正
秘密。全国不少地方的学校学杜郎口，
轰轰烈烈地开始，最后不了了之，一切回
到起点。为什么？许多人都说是因为

“生搬硬套”“没有与本地的文化和本校
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当然是重要
原因，但绝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在
于，杜郎口中学教师善良、勤奋、坚韧的
人格，对职业的高度认同，对工作一丝不
苟的自觉敬业，不讲报酬不计名利的境
界……这点许多学校学不来，有的教师
也不愿学——不但不愿意学，而且不相
信有这样的教师，这恰恰是杜郎口中学
的精髓：人格高于一切。

第二，杜郎口中学不择生源。杜郎
口中学与那些所谓的“牛校”最大的甚至
说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杜郎口中学的生
源没有经过“优化”。学校的地理位置决
定了他们在全县 16所初中里，生源质量
多数时候是最后一名，偶尔是倒数第二
名，但三年后的中考，却能名列前茅，至
少在前五名，去年还是第二名！所以，茌
平县教育局负责同志曾说，杜郎口中学
的中考成绩是“不是第一名的第一名”。

第三，杜郎口中学一直根据实际情
况不断向前发展。现在外界许多批评杜
郎口中学的人，他们眼中的杜郎口中学
还是多年前那个用“导学稿”搞“三三六”
课堂模式的杜郎口中学，实际上，现在的
杜郎口中学不再限制教师只讲 5 分钟，

“导学稿”也取消了。因为这里的教师已
经渐渐养成了尊重学生、让学生多讲的

习惯，便不需要再强行规定了。其实，现
在学校再让教师多讲都不可能了。记得
几年前崔其升宣布不再用“导学稿”时，
还有人嘲笑说崔其升不得不宣布“导学
稿”的失败。其实，取消“导学稿”是发展
的需要，一切都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情
况，不同阶段有不同阶段的做法，哪里是
什么失败？杜郎口中学与时俱进的地方
还有许多，但不变的是对学生的尊重，是
教师的敬业精神和反思精神。

今年是崔其升到杜郎口中学任校长
的第20年。20年来，崔其升让这所当年
县教育局曾经打算撤并的薄弱学校成了
闻名全国的中学。这期间，他们不仅经
历了教育改革本身的艰难困苦，也遭遇
了外界舆论的风风雨雨，但崔其升和他
的同事们始终执着于理想，坚持改革，不
断前行。无论别人说什么，杜郎口中学
始终屹立着。

更重要的是，他们始终保持着虚怀
若谷的心态，张代英希望我给杜郎口中
学提点不足。在对刚刚听的语文课提了
建议后，我说道：“杜郎口中学目前最大
的短板是课程改革还不够，这恰恰是学
校下一步继续改革的突破口。课程改革
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对教师素养提出了
挑战。面对这个挑战，教师可以挖掘杜
郎口中学的各种课程资源，包括每一个
教师本身就是课程资源。我想，现在杜
郎口中学的课堂改革已经在全国赫赫有
名，如果课程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更了不
起。我希望这是杜郎口中学创造的第二
个奇迹，第二个辉煌！”

晚饭时，我对崔其升校长说：“我刚
才很坦率地指出了我认为杜郎口中学的
不足，并提了建议。”他非常高兴，说：“这
才是真正为我们好呢！”

我想，这就是杜郎口中学最让我佩
服的地方，不管外面如何评价杜郎口，说
他们“创造了奇迹”也好，或者“神话破
灭”了也好，他们总是那么从容淡定，不
被舆论左右。说好说坏，都坚持走自己
的路，从不解释，因为行动与成果就是最
好的解释。

（作者系特级教师、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导读

壹周评论

回溯是为了更好地出发。从2006年开始，中国教师报曾经多次大篇幅报道杜郎口
中学的改革，在基础教育界刮起了一场“杜郎口旋风”。11年过去了，今天的杜郎口中
学的课堂是什么样？改革又取得了哪些进展，让我们跟随特级教师李镇西的视角，看看
他眼中的杜郎口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