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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代人之所以如此敬重改革

开放，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我们的受益者

身份。1978年，我走进了大学校门——

像做梦一样不可思议，然而又真实地改

变着我们的命运。因为亲身经历过改

革开放前的那段日子，就愈加珍惜这段

非凡的轰轰烈烈和如火如荼。回忆40

年来走过的路，与大家分享其中关于

“试点”的那些事。

一

1981 年，我接手了山东省高密四

中高一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工作，同

时教他们语文，因为不太满意曾经的

语文课堂学习，便试着在自己可以“主

宰”的小天地里开始了磕磕绊绊的语

文教改探索。

探索是从阅读开始的。回首我自

己的语文学习收获，大多不是因为语

文课堂，而是缘于大量的自主阅读，甚

至是语文课堂上的“地下”阅读。上学

时自以为这是一件无人能发现的事，

后来当老师了，才顿悟当初老师对自

己的包容，也愈加感觉到给学生提供

一个安全的阅读空间的重要性。

阅读的探索从扩大学生的课外阅

读量开始。我从朋友那里收集了一大

批文学杂志，找来木头箱子做个书橱

放在教室里，没想到一个破旧的木头

箱子像一团火苗，一下子点燃了学生

的阅读热情，甚至很快成为全校传播

的新闻事件。

被打开的阅读大门有点关不住，

有些老师也表现出些许担忧。如何让

学生有选择性地高效阅读？我开发了

一个“每天十分钟”的阅读项目，这些

材料大部分有着较好的趣味性，或是

教材内容的延伸，或是与体裁、题材关

联，或是课文作者的姊妹佳篇，选文短

小精悍，附带一两个问题，学生阅读后

在10分钟内即可完成。

那段时间，我晚上大部分时间都

在选择并用钢板蜡纸刻制阅读材料，

自选、自刻、自印一条龙作业。“每天十

分钟”的项目一直伴随着我的教学生

涯，那个时期也倒逼自己翻阅了大量

的图书资料。

再后来，我把选择“每天十分钟”阅

读材料的任务分包给学生，学生的遴选

辨别能力以及多元性视角超出了我的

想象，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从此，我

一发不可收，把语文学习的许多任务交

给学生，譬如在文言文单元的学习中，

全班学生自主选择成立了“实词部”“虚

词部”“文言句式部”“通假字部”等，任

命了各部“部长”，由他们牵头学习相关

内容，校内的学习机构也多了起来，如

“文学常识部”“议论文论据部”“病句

部”等。同时考试命题也面向全班学生

征集，在每位学生命题题目的基础上，

组合试卷，并在每个考试题目后面标注

命题人的名字，以示鼓励。

感谢领导、同事和学生的包容，我稚

嫩的语文教改尽管一路探索、一路忐忑，

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那年的语文高考

也取得了令人意外的好成绩。当然，这

次“试点”，为以后高密四中和高密一中

的语文教改实验埋下了一个伏笔。

二

1990 年秋，我被任命为高密四中

校长。当时的高密四中有点积重难

返、制度失灵、活力不足，教师们大多

失去信心，坐等观望。后来我才知道，

领导之所以打破常规，让我这个刚刚

而立之年的“毛孩子”担纲，就是希望

用一用年轻人的闯劲。

上任两年间，我没敢轻举妄动，而

是不断地寻找和发现，通过各种方式

发现教育发展的制高点，寻找学校改

革的突破口。

1992 年，《北京教育》杂志系统报

道了北京教育以“校长负责制、教职工

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岗位目标责任

制”为主要内容的“四制改革”，给了我

很大的启发，我立即托人联系到北京

最好的两所名校进行考察学习，得到

了很好的经验，但他们也好心地嘱咐

我们，“四制”改革中“结构工资制”可

搞不得，工资的蛋糕就这么大，把张三

的“肉”割给李四，风险很大。

带着沉甸甸的经验和同行的好心

提醒回到高密四中，我和学校的管理

骨干整整讨论了两个多月，有一个问

题始终难以绕开，就是“结构工资制”，

如果“结构工资”不动，干多干少干孬

干好与工资薪酬不挂钩，其他“三制”

改革都是空的。

后来，我们决定向县教委打一个

报告，申请进行学校内部体制改革试

点，在试点方案中特别突出了教职工

聘任制和结构工资制。

1993年6月，我们以试聘的方式拉

开了改革的大幕。改革给学校带来了

巨大的活力，教职工希望多干工作、期

待干好工作蔚然成风。但是，6名落聘

教职工的去处却成为改革的最大难

点，高密四中地处远离县城 15 公里的

双羊镇，镇驻地的所有单位都还是计

划经济的管理模式，能够接纳落聘员

工的口子没有打开。后来，经过各方

帮助，这 6 名员工才算找到了新的工

作，这其中充满了矛盾冲突、内心的纠

结和利益的博弈。

1995年7月，我被调任高密一中校

长。高密四中的经历让我充分感受到改

革的力量，特别是教职工聘任制和结构

工资制，是启动学校发展的引擎。然而，

四中的改革也让我反思了许多，譬如改

革的目的，特别是教职工聘任制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难道我们是为了通过聘任

淘汰不好的教职工，还是通过聘任促进

教职工的成长？答案当然是后者。

1995年8月，在我到任高密一中后

的第二个月，教职工聘任工作如期进

行。有了高密四中试点的经验，特别是

对改革目的的认识，高密一中的聘任制

有两个变化，一是全员聘任岗位的设

置，超过了现有教职工的总数，当时全

校共有200名教职工，我们向全校公布

设置的岗位是 203 个。也就是告诉大

家，聘任制并不是淘汰制，只要各个年

级、部门间双向选择达成意愿，每个人

都可以找到岗位。当然，在双向选择的

聘任中能否找到自己理想的岗位，仍然

取决于你自身的能力素质，有些教师尽

管最后也勉强找到了职位，但并非是自

己理想的，这也就促使其本人反思。二

是设置了校内职称，有意区别于国家原

有的职称系列，规定了 10 个不同级别

的教师职务，即见习教师、三级教师、二

级教师、一级教师、初级教师、骨干教

师、中级骨干教师、高级骨干教师、副主

任教师、主任教师。每个职务都要履行

相应的职责，通过职责要求的引导，把

教师的积极性导向对学生的尊重和教

师自身全面素质的提升。

从高密四中到高密一中，再到后

来的北京市十一学校，大家看到的往

往是学校的课程、教学、学生的全面发

展，其实真正的发动机却在冰山看不

见的最底层部分，比如人事制度和分

配制度的试点工作，始终在造就一个

良好的校园生态，让每个人的潜能最

大限度发挥。

三

1999年6月，举世瞩目的第三次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那时我已

调任高密市教委主任，只是仍然兼任高

密一中党委书记，作为山东省唯一的中

学界代表，我有幸成为山东代表团的5

位成员之一。会前的晚餐，我恰好与时

任教育部长陈至立坐在了一桌。席间，

陈至立部长不停地向我询问基层的一

些情况，对高密进行的一些探索表现出

浓厚的兴致，同时也一一听取了我对会

议下发文件的看法，我记得当时谈了8

个字“上下呼应，如坐春风”。因为中央

文件中提出的许多政策措施正是基层

特别渴望的，还有许多是意料之外却又

正中下怀的改革措施。

会后不久，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司长李连宁来到高密，他用了整整一天

的时间，全面考察了高密一中和高密教

育，对全市课程教学改革给予了充分肯

定。最后的座谈会上，他提出国家正在

准备实施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准

备在全国选择30个基础比较好的县区

作为“全国课程改革试验区”，如果山东

省同意的话，高密可以成为这 30 个试

验区的第一个。山东省教育厅的领导

当然高兴，于是高密就这样成为国家试

点。接下来，国家总督学柳斌主任来

了，全面考察之后，他留下了“风展红旗

如画”的题词。后来，时任教育部副部

长王湛来了，他不仅给高密教育高度评

价，而且在我调任潍坊市教育局长之

后，又两次视察潍坊，在潍坊先后召开

了“全国教育督导工作会议”和“全国基

础教育工作会议”。许多年后，他告诉

我，两年时间在一个地区连续召开两次

全国性会议，部领导下了很大决心。

当然，因为接受了国家课程改革

试点的任务，潍坊市委、市政府同样下

了很大决心，将县市区党委一把手履

职的教育责任纳入考核内容，并在每

年市人代会开幕当天，在《潍坊日报》

公布各县市区的教育督导结果。教育

是全市的金名片，成为当时的市委书

记张传林、市长张新起的口头禅。

与课程改革配套，潍坊又成为全国

中考改革试验区。2002年，潍坊市中考

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开始着手对新

课程背景下的中考改革进行调研，在反

复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确立了制订中考

方案的三条原则：第一，方案必须能够

引导初中学校全面落实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第二，方

案应该以减轻学生负担为前提，给学生

更多选择的机会；第三，打破传统学段

间的分割，让前一个学段的综合学习成

果能够得到后一个学段的认可。根据

这些原则，在征求各方意见的基础上，

“化整为零，增加机会”的考试方案，“综

合评价，下放权力”的录取方案一并出

台。2002年10月，方案刊登在《潍坊晚

报》上，正式向全社会征求意见。11月，

方案提交市政府常务会审定，市长张新

起风趣而又严肃地说，市政府研究中考

方案还是第一次。2004年7月，作为国

家级课程改革试验区，高密第一次按照

新的中考改革方案招生录取，在近万名

学生参加考试，6所高中学校同时录取

的情况下，一切都显得顺理成章，没有

一个举报电话，没有一封群众来信，一

切风平浪静。

后来，潍坊又推行了诸如校长职

级制、教师评聘分开等一系列试点工

作，同样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四

2007 年 10 月，在离开校长岗位 9

年之后，我再一次回到了校园。因为

李金初校长的邀请，我有幸成为北京

市十一学校的第十任校长。

当时，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刚刚启

动，课程的选择性成为新的课程方案

的最大亮点，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成

为高中校园育人目标的追求。

事实上，课程改革的方向完全呼

应了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从工业

化社会到信息化社会，人们已经普遍

意识到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多样化特

征。在中小学阶段挖掘人的潜能，充

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为社会服务，已

成为基础教育的重要使命。

后来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也明确提出“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的

育人目标。

从建校开始，北京市十一学校就有

着“为国育才”的崇高使命。1952年，因

为解决抗美援朝战场上高级将领和新

中国驻外武官子女入学问题，才有了十

一学校的诞生，第一任校长林月琴女士

呕心沥血，为学校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

础。20世纪 90年代以来，李金初校长

在全国率先推动了诸如学校内部体制

改革、国有民办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为

解决教育发展的矛盾突破了许多体制

性障碍。面对今天经济社会所处的转

型期，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2007年12月，改革从转变中层部门

职能开始，将原有的中层部门合并压缩，

将原有的管理部门转型为服务部门，“取

消”这些部门对年级、学科的指挥权，改

为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并接受师生的

评价。副校长则“下沉”到年级，直接兼

任年级主任，他们既可以直接面对师生

需求，又可以把需求直接带到校务委员

会这一学校的决策平台上来。

越是关注、满足师生的需求，需求

就会越来越多。有时会产生五花八门

的诉求。慢慢地，有些学生提出了不

上课、不交作业的要求。

这样的要求乍一听像是胡来，仔细

分析却很有道理。长期以来，在我们的

课堂上学习一样的内容、做同样的作业

被视为理所当然，然而，在大部分课堂

上，1/4的学生早已无须学习，另有差不

多同样数量的学生既听不懂也学不会。

但是，会的学生必须佯装听讲，不会的学

生则天天照抄同伴的作业，这种现象像

皇帝的新装，谁都心知肚明，但谁也不愿

捅破这个真相，因为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但是，按照我们一贯必须正视问题、

解决问题的思路，终于有教师开始答应

学生可以不听课，只要不干扰别人就行，

甚至有教师给这样的学生开辟了教室的

一角作为他们的“特区”。

没想到，这样的学生越来越多，无

奈之下我们在每个年级各辟出一间教

室，成立了“自主研修学院”，规则明

确，进入自主研修必须个人申请，家长

同意，教师批准，同时每个学生必须拿

出自己的研修方案，报教师审核，且由

教师定期监控研修效果。

后来，有的年级超过 60 人进入研

修学院，占到年级总人数的 1/7，而每

位学生的研修内容、学习进度、学习方

式千差万别，教师必须针对每一个学

生研讨、跟进，工作量奇大无比。

当时，正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出

台，从国家到北京市正在寻找试点单

位，时任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利民一直关

心十一学校的发展，他运筹帷幄，协调

人社、财政、编制、发改各部门，最终把

十一学校确定为北京市唯一一所综合

教育改革实验学校，让学校通过课程教

学、人事聘任、薪酬分配、经费编制等各

领域的改革，构建新型育人模式。

2010年，以选课走班为特征的育人

模式启动，到 2014 年全校所有年级完

成了整整一轮的探索。2014年 2月 27

日，教育部在十一学校举行新闻发布

会。在一所学校召开新闻发布会来推

广一所学校的经验，这在教育部的历史

上是第一次。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二

司副司长申继亮代表教育部在会上表

示，“十一学校全体教职工高扬改革旗

帜，探索创新，着力深化课程改革，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

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全国提供

了鲜活的案例和宝贵的经验，值得认真

总结、宣传和推广”。2014年教师节，十

一学校的育人模式试点成果荣获国家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回忆 40 年那些试点故事，内心已

波澜不惊，认真想来，故事之外也有些

感慨。

首先，弄清为什么要试点，厘清改

革的目标至关重要。同样是聘任制，

到底是为了淘汰人还是为了促进人的

成长进步，是让人无望还是给人激励，

这些既决定着试点改革的方向，有时

甚至左右着改革的成败。

其次，先人后事是试点改革的重要

原则。无论你把改革的愿景描绘得多么

宏伟，如果不是参与者从中获益，就不可

能成功，即使短时成功也不会长久。我

们必须把个人目标嵌入到组织愿景中并

融为一体，让每一位教职工与学生拥有

一个共同的未来。在充分关注参与者需

求的基础上，再来设计推进试点改革的

步骤、流程、策略。切忌满眼是事，满脑

子是工作，必须腾出大脑和眼睛，关注各

方人的期待与内在需求。

再次，试点改革需要遵循先易后

难、难点分解、系统整合，同时不拘泥、

不固执、不照搬，以问题为导向，发现

问题背后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不断纠偏、校准、完善。当然，这个

过程还要学会与问题和平相处，试点

改革不是为了消灭一切问题，有时候

恰恰是问题的“层出不穷”在告诉我们

事物在发展、学校在成长。

最后，改革不是为了出彩，而是不

断向规律靠拢的过程，我们之所以要

改革试点，就是因为我们发现了行进

过程中那些被扭曲、被异化，违反本来

规律的陋习痼疾。

另外，试点有时候并不一定是为

了全面推广，即使是大获成功的试点，

也不宜大面积推开，尤其是在大家还

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即使看上去

热情似火，也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理

解了改革，掌握了改革策略、路径。同

时，成功的试点也是阶段性的成功，这

种成功不宜复制，但可以选择基础、文

化、观念都具备的领域或学校进行小

面积嫁接。二次嫁接的经验往往更具

有普适性，许多一拥而上然后又陆续

败下阵来的改革，大多会对起始的改

革带来伤害。因而，试点尤其不要背

着“推广”的包袱推动自身的起步。

“试点”，砥砺着我们最初选择教

育的那个最深层的价值观，也让我们

不断积淀下接近理想的更多方法论。

因此试点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它无须别人证明。

（作者系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

4040年关于教育改革年关于教育改革““试点试点””那些事那些事
□李希贵

改革不是为了出彩，而是不断向规律靠拢的过程，身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李希贵在从教的日子里，也在不断地推行教育改革，在“试点”中
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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