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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以管理创新促深度均衡

记者手记见到林勇超是在一个助学基金

会换届选举的间隙，作为一方教育主

政者，他希望看到社会各界关注教

育、支持教育。

刚刚上任不到两年的林勇超，曾

经当过 5年历史教师，从学校到政府

部门再到教育局，兜兜转转又回归他

的“老本行”。但多年的历练，教育

“局外人”的身份让他对教育有了新

的理解和认识，所以一上任，他围绕

“人”做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和创新。

如何激发一线教师、校长的工作

积极性？林勇超给出的答案是让他

们看到成长的希望，工作有奔头。除

了校长“职级制”，林勇超还构建起教

师、班主任、中层干部、校长的金字塔

结构评价考核体系，每个层级都有与

之相匹配的奖励政策，他开创性地把

中层干部的考核与校长、学校工作挂

钩，弥补了中层干部考核的空白。

“许多时候，我们把教育的目光都

聚焦于学生的学、教师的教，对于一些

常规性工作和岗位考核评价却淡化

了，如学校的中层干部、教研室的教研

员等。”林勇超知道，一个区域教育的

发展，离不开教研人员的深入一线、深

入课堂、深入教师。

在新罗区，所有学科的教研员都

要与一线教师同台竞技，让一线教师

点评教研员的课，打破教研员研而不

教的状态，倒逼教研员的再成长。

林勇超推动新罗区中小学校成立

家长委员会，他深知家庭教育对学生

健康成长不可或缺。或者说，如果失

去家庭教育的支撑，学校教育将成为

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在新罗区，家长

委员会要针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

突出问题，重点做好德育工作、保障学

生安全健康、推动减轻中小学生课业

负担、化解家校矛盾等工作。“只有把

家长拉入学校教育中，让他们参与、体

验学校的教学、管理、文化等各方面工

作，与学校形成命运共同体，学校教育

才会事半功倍。”林勇超心有感触。

林勇超坚信，没有评价的管理是

残缺不全的。所以，他改革学校评价

制度，优化教育督导评估体系，积极探

索实践建立社会评价机制，推进办学

条件、学生发展、教师专业化、学科教

学、学校综合质量评价等标准体系建

设。改变单纯以分数和升学率评价学

生、教师和学校的倾向，把学生的进步

程度和发展水平作为考核学校的重要

指标。

在许多人眼里，林勇超的步伐或

许有些大，但在他看来，这种改革与

其说是管理创新，不如是回归教育的

本真。“改变是为了激发教育最关键

因素，人的力量。脱离了人，教育就

失去了色彩和味道。”他说。

管理创新的背后

□本报记者 孙和保

周刊区域教育区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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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罗区地处福建省龙岩市主城区，教育、经济、资源等区位优势明显，伴随着城镇化大力推进，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的同时，作为民生基础工程的教育
面临巨大挑战。如何保持教育的高位均衡？如何实现教育的再次腾飞？新罗区教育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与实践。

2017 年暑假，龙岩市实验小学校

长蓝赠庆终于可以享受一个没有“被

打扰”的假期。作为一所家长趋之若

鹜的优质小学，每到招生季各种“打招

呼”接踵而来，让蓝赠庆疲于应付的同

时也加剧了家校矛盾。但新罗区教育

局的一纸“阳光招生”令，让校长们的

不厌其烦、家长们的入学焦虑都在这

个假期戛然而止，让教育恢复了平静。

阳光招生：破解“上学难”

7岁的涂宸松到了入学年龄，每次

路过溪南小学，他特别羡慕在校园里

嬉戏玩耍的哥哥姐姐们。而溪南小学

往年只招收区域内有房产或有户口的

学生，作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他想

进入溪南小学近乎是一个“梦”。

随着“阳光招生”的全面落实，溪

南小学严格控制学位，把剩余的 30多

个学位拿出来，针对片区内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进行电脑派位，涂宸松就是

其中的一个“幸运儿”。

学生赖俊宏是一位“台湾宝宝”，

父母婚后一直在龙岩生活、创业。赖

俊宏到了入学年龄就遭遇了“阳光招

生”的新政策。但赖俊宏父母通过舆

论宣传了解到“阳光招生”政策中有

“台胞、军人与重点企业的高管子女可

以择校”的相关规定。通过办理相关

手续，赖俊宏被龙岩市实验小学录取。

“不放过一个错的，也不辜负一个

对的，真是一个公平、公正的招生政

策。”赖俊宏父母道出了许多家长的心

声。新罗区教育局通过招生政策阳

光、招生过程阳光、招生结果阳光的

“阳光招生”三原则，把招生工作“暴

晒”在“阳光”之下。

其中，社会最为关注的招生过程

阳光的有力举措，让家长连连称赞。

招生过程公开透明是提升“阳光招生”

公信力的重要途径。区教育局通过报

纸、电视、网站及公开栏等形式，主动

公开学校基本情况、招生方案、招生原

则、招生计划、招生办法，以及招生工

作咨询方式、监督举报、信访接待，让

家长明晰招生入学全过程。

“阳光”不仅是立规矩，更要明规

则。在招生模式上，新罗区教育局要

求各校制定详细规范的操作流程，全

过程阳光操作，根据招生工作实施方

案分批次自主招生。录取过程中，遇

某一批次学位不足时，采用电脑派位

的方式确定录取对象，派满为止；对参

加电脑派位未被录取的，由区教育局

统筹安排到相对就近有剩余学位的学

校入学。招生工作伊始，新罗区教育

局就开展“阳光招生”工作操作流程培

训，全体招生干部签订了“阳光招生”

工作承诺书。

“一项区域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

施，只有好的出发点还不够，还需要过

程监测和结果监督，在实施‘阳光招

生’过程中，我们不只制定了‘十不准’

‘十公开’的具体要求，还在开学后开

展‘回头看’，确保每一个孩子享有公

平、就近入学的权利。”新罗区教育局

局长林勇超说。

而对于新罗区的校长来说,“阳光

招生”既解放了家长，也解放了自己。

“区政府、区教育局通过新闻舆论宣传

‘阳光招生’政策，让家长自觉了解、相

信、执行政策，无形中减轻了学校的压

力。打破了原本不在片区内、不符合

条件的家长想通过‘关系’上学的幻

想。”蓝赠庆心有感触，“学校只需要公

布招生区域、对象、条件，让家长心里

有‘一杆秤’，不妄想、不盲目、不慌乱，

从容应对孩子入学”。

组团制：从“有学上”到
“上好学”

刚刚建起的北城中学位于新罗区

西北部，在职教师18人，在校学生280

人。麻雀虽小，但这所中学的成立打

破了北城街道没有中学的尴尬局面，

也寄托了许多家长的期望。

如何让一所新建学校迅速走上发

展的快车道，这不只是学校校长的责

任，也拷问着区域教育主政者的智慧。

新罗区教育局通过教育组团、科学整合

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通过创新办学体

制和管理机制，实施“名校带动工程”，

充分发挥优质教育资源的影响、辐射、

示范和带动作用，不断缩小区域间、校

际间差距，努力办好老百姓家门口的每

一所学校，让学生享受优质教育。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北城中学与龙

岩初级中学“捆绑”到一起，形成教育组

团。“龙岩初级中学是一所名校，北城中

学作为一所新成立的学校，看似两所学

校的发展有太多不同，实则对好教育的

追求是相同的。”龙岩初级中学校长戴

茜红说，“组团制让我们形成命运共同

体，也是优质学校生命力的拓展延伸”。

新罗区教育局以优质品牌名校为

牵头学校，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名园

（公办幼儿园）带民园（普惠性民办幼

儿园）”“名校（园）带新校（园）”“名校

（园）带弱校（园）”等形式建立了11个

“优质校组团”。组团的具体方式为：

“名园带民园”，采取公办名园领

办普惠性民办园方式（相对紧密型），

依托公办名园支持普惠性民办园发

展，在保持责任主体、产权属性、人事

关系“三不变”的前提下，从名园中派

出管理人员入驻普惠性民办园担任园

长，输入管理及教育理念，最大限度扩

大优质资源，提高民办园办园质量。

“名校带新校”，采取单一法人式

（紧密型）。牵头学校为组团总校，其他

组团内学校为校区，挂总校校区校牌。

由总校校长担任学校法人，对各个校区

统一负责，以“一套班子、多个校区、统

一管理、资源共享、捆绑考核”的运行模

式，实行“五统一”管理模式，即人事管

理统一、经费管理统一、制度建设统一、

质量评价统一、评估考核统一。

“名校带弱校”，采取多法人协作

式（联盟型）。组团内各学校人、财、

物、事独立，办学经费独立支配。通过

组团内学校在办学理念、学校管理、队

伍建设等方面多层次的互动交流、多

形式的融入互补，提升组团内各学校

办学水平，整体提升教育质量。

“组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不是

成为彼此的‘拖油瓶’。”林勇超说。当

教育主管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后，学校

间有效、有序、高质互动，评价就变得

异常重要。

新罗区教育局对组团学校的教育

教学工作，交流干部的学校管理工作，

交流教师的教学常规工作，以及校园

文化建设等其他有关工作，实行全方

位、捆绑式联动考核，并纳入年度学校

绩效管理考评量化。在对组团牵头学

校考核时，将该组团中其他学校的教

学成绩作为重要参考依据。

考评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持发

展评价的原则。注重发展性增量评价，

从起点看变化，科学客观地评价学校管

理和教育教学工作的新作为、新增长、

新发展。二是坚持优质均衡的原则。

积极推进组团内优质教育资源的辐射、

下沉、融合、互补，不断扩大覆盖面和受

益面，促进中心城区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三是坚持创新发展的原则。以夯

实基础为前提，积极探索实践创新发展

的路径和方法，努力实现教育教学理念

的不断优化和办学水平的迅速提升。

“保持与优质学校发展的同一脉搏，

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动力源泉。”

北城中学校长沈明辉对未来充满期待。

校长职级制：破解成长
“天花板”

长期以来，学校领导干多干少一

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缺乏有效激励

机制。为改变这种状况，进一步加强校

长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和发挥中小学校

长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中小学

校长专业化、职业化发展，新罗区在全

区中小学幼儿园推行校长“职级制”。

校长职级是将中小学校长的职位

按照不同的任职资格、条件和岗位职

责要求，分为若干个等级，形成职务等

级序列，为校长的聘任、考核、奖惩、晋

升、工资待遇提供依据和管理标准。

它既是一种职务标志，也是校长学识、

资历、教育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以及

工作业绩的综合体现。

“职级制”将中小学校长职级设置

为四个级别，即特级、高级、一级和二

级。除特级外，其他每个级别划成两

等。职级评审考评总分为 100 分，其

中学校绩效管理考评占 50%，校长个

人素质占30%，学校教职工、教育部门

民主测评占20%。职级评定由符合条

件的人员自愿申报，区中小学校长“职

级制”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初审；校长面

向全校教职工对学校工作进行述职，

区评委会成员在全校教职工范围内对

校长进行民主测评；最后由区评委会

成员通过听、看、查、访等多种形式全

面考核校长工作，在民主测评基础上，

按照《新罗区中小学校长职级评审指

标》标准，逐条进行打分。

新罗区教育局虽然不是校长“职

级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但制度一公

布还是让平静的新罗荡起阵阵涟漪。

区教育局相关科室通过走访，校长对

制度的实施是拥护的，但如何真正发

挥校长“职级制”的作用，让能干、多

干、会干的校长从中受益的同时找到

职业幸福感，这是校长们的担忧，也是

林勇超必须面对的现实。

在林勇超的大力争取和努力下，

新罗区教育局多措并举为校长“职级

制”保驾护航。在经费保障方面，2017

年在新罗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新罗区教育局争取 200 万专项经费，

保障校长“职级制”的切实落实；在制

度保障方面，除了出台《新罗区中小学

校长职级评审指标》标准，区教育局组

织起草了《新罗区创建教育名城推进

教 育 优 质 均 衡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2017—2020年）》及 9个配套性文件；

在执行保障方面，学校按照区教育局

整体部署，制定切实符合校情的方案

和规定，打通校长“职级制”落地的最

后一公里。

“校长‘职级制’的实施，对于一线

校长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校长

们既要思考要成为什么样的校长，又

要思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成长。”

中街小学校长陈文彪说。

校长“职级制”在实施过程中还通

过采取挂职交流、定期支教、城乡一体

化管理等方式，引导校长在城乡间、校

际间合理流动，逐步实现制度化和常

态化，最终实现城乡教育协同发展。

“校长‘职级制’不只是健全绩效

工资、职称评定、职务晋升等激励制

度，还可以激活新罗区教育的管理机

制和构建新的教育生态。”林勇超说，

“校长‘职级制’有利于破解校长‘天花

板’现象，有利于推动中小学校均衡发

展，促成校长职务能上能下、待遇能高

能低、流动能进能出，全面提高中小学

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正如林勇超所预料的那样，改革

过程中有阻碍、有痛点、有收获、有成

长，但都在有序、高效的轨道上运转。

而他以及所有新罗人教育人自上而

下、自下而上的改革，最根本目的是实

现新罗区教育的高位均衡发展，这是

他的期待，也是新罗区教育人的共同

期待。

精彩观点：

•无论哪一项改革都不能脱

离人，教育改革一旦脱离了人，就

失去了根本。

•我们要以“等不起”的责任

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

的紧迫感，撸起袖子加油干，扑下

身子抓落实。

•发展教育，功在当代，利在

千秋。大家要牢记时代赋予的使

命，把个人理想、本职工作与新罗

教育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勇于创

新，无私奉献，以钉钉子精神做实

做细做好各项工作。

•通过“阳光招生”把孩子

“播撒”在每一个角落，让学校看

到发展的希望，也让家长看到孩

子成长的希望。

•让孩子读好学校是每一个

父母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教育工

作者应该做到的最基本工作。

•创建教育名城，迫切需要

我们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

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

专业化教师队伍。全区教育工作

者始终保持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

的使命感，抓住机遇，扎实工作，

做一个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历史的好教师。

区域教育地理·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

局长出镜·林勇超

家长义工进课堂家长义工进课堂

河南洛阳西工区

——“心教育、心管理、心文化”

的教育高地，本报曾用16个版

报道过该区的教育变革。

→服务热线（同微信）

18610378011 18611016809

《中国教师报·区域教育周

刊》首期教育局长公益游学活动

将于近期走进河南省洛阳市西

工区，探访“心教育”。欢迎各

市、县（区）教育局长踊跃报名。

“教育局长公益游学”

火热招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