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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关注
《中国教育报》微信

不同视角看十一
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

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 才是最好
的教育。 要以学生为主体， 把选择权交给学
生。 北京十一学校全校4000名学生， 有4000
张课表， 学生们学得主动、 学得愉快、 学得
刻苦、 学得成功。 这是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的
一条正确道路。 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应
该从课程改革入手， 放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革上， 使各种人才脱颖而出。 北京十一学校
的改革值得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

作家郑渊洁：
北京十一学校让我感到震惊， 每个学生

的脸上都有幸福的笑容。 当我在休息室为学
生签名时， 校长李希贵等在一旁， 我给很多
学生签完名后， 他才和我交谈。 李校长在学
生面前如此平等， 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师道尊
严。 学生们在校长面前没有恐惧， 而是像朋
友那样。 我以为该校的素质教育， 足以成为
全国学校素质教育的标杆。

学生家长林先生：
孩子刚进入十一学校的时候， 有过一

段不适应。 老师不手把手教了， 孩子不知
道怎么自学， 很苦恼。 后来， 在导师的关
心下， 孩子按照学校的过程性管理要求一

步步走过来， 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新的
自主学习方式。 作为家长， 我很感谢十一学
校这种把传统的“要我学” 转变为“我要学”
的教育改革。

学生陈天泽：
选课制度给了我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

会， 我可以连续两个学期选择影视编导与设
计， 对拍摄电影有了初步积累。 对于必修课
程，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课程和老师。
更重要的是， 选择的自由让我对自己更负责。
这就是教育改革的意义， 让我们从依赖学校变
成自己主导。

十一学校实行
的是一种扁平化组
织架构， 在这种架
构中， 校长的权力
明显受到了限制。
比如， 教职工的聘
任，由各年级、各部
门双向选择。 财务
方面， 校长只有批
准年度预算和监督
预算执行的权力。
教育教学方面，校
长只有规划课程的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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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学校举办夏季社团巡礼。 图为天文社学生在参加活动展示。
图② 所有教师都是学生生涯规划、 心理疏导和学业指导的导师。 图为高一学生和导师在一起沟通交流。
图③ 学校充分考虑学生兴趣，教室成为学生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图为学生在声乐教室练习读谱发音。

（图①、 图②为资料图片， 图③为本报记者樊世刚摄）

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 筲

■本报记者 李曜明 高靓

北京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改革，
是一场涉及课程形态、 班级组织形
式、 学生管理方式、 学校组织结构，
最终改变整个学校生态的全方位变
革。 其中的每一项改革举措， 都“伤
筋动骨”。

为什么这样一场改革能够在十一
学校顺利进行？ 为什么许多学校觉得
不敢改、 不想改、 不能改的地方， 在
十一学校都能被彻底颠覆？

深刻的变革往往带给人挣扎。 过
去的辉煌、经验、习惯，未来的变化、未
知和渺茫，就像一道道围墙挡住去路，
让教师们纠结、失落、痛苦。 改革要想
成功，必须突出重围。 突围，既需要先
破后立的勇气， 也需要先立后破的智
慧，更需要等待的耐心与包容。

个人理想与学校愿景
的握手

李希贵在业内不是一个按部就班
的人， 其过往的多次改革探索， 在基
础教育界很有些名气。 2007年， 他
从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的官
位上请辞， 主动要求掌管十一学校，
教师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位

“能人” 的三把火。
谁知， 开学一个多月， 既没等来

全校动员大会， 也没有等来暴风骤雨
式的改革。 教师们只看见校长经常在
校园里遛弯儿， 走进办公室找教师聊
天， 走进教室和学生说会儿话。

渐渐地， 平静的校园里， 循规蹈
矩的教师们显现出另外一面：

教生物的王爱丽是个博士， 但怎
么也学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一字一句

地讲解知识， 还得让学生爱听。
英语老师侯敏华害怕开学， 不是

因为教得不好， 而是因为害怕在一年
比一年高的高考分数里迷失了方向。

物理老师秦建云在课堂上挥洒自
如， 课下却和绝大多数教师不说话，
还扬言“你要是相信了领导， 实际上
就背叛了自己”。

……
“干了一辈子教育， 谁都希望找

到一条对的路。” 李希贵在自己的随
笔中写下了美国教育学者的一句话，
“但是， 大多数老师都曾经历过一两
次对过去学校改革的失望， 因此， 迅
速拥护一种新的改革， 这个想法在一
些人看起来很傻。 要在这样一些经历
过变革坎坷和挫败的老师中启动变
革， 必须细心培育变革的种子。”

与教师们共同勾勒未来的愿景，
是诱发变革的第一步。 2007年暑假，
十一学校启动 《十一学校行动纲要》
的制定。

会上， 不知是谁抛出了一个既理
想又现实的问题： “在升官发财的同
学、 朋友面前， 老师们拥有哪些值得
骄傲的资本？”

几番争论后， 答案浮出水面，“从
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求自己的价
值”。 大家一致同意教师的职业定位
应该是“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
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记者在研读中发现， 这份总计
100条的学校纲要， 没有一句空话、
套话。 今天教改的一切举措， 几乎都
可以在这份纲要里找到依据。

比如， 课程怎么改？ 纲要上写着
“课程建设应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
课程建设应立足学生成长需求， 符合
学生认知规律， 尤其要关注不同类型
学生的成长需要”。 怎么管理学生？
纲要会告诉你“坚持主体教育， 学生
能做的， 教师不要包办”。

纲要还提出要把学校“建设成为
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 “就这句，
开始我特别不理解。” 务实的王春易

觉得学校把话说得太大， “但是， 当
我看到要把学生培养成‘志存高远、
诚信笃志、言行规范、思想活跃的杰出
人才’这句时，我恍然大悟，身为教育
者，我们确实应该让自己站得高一点，
从民族和国家需要的角度去考虑培养
人才。我们的改革最重要的使命，就是
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勇于担当、富于创
新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

这份纲要的制定历时长达两年，
经过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三轮讨
论， 最终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
过。 在构思、 表述、 争论、 修改的过
程中， 教师们心中的教育理想和激情
不知不觉被点燃了。

当教师个人的教育理想与学校的
改革愿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 就会产
生一种强烈的突出重围的愿望， 而共
同价值观的形成， 让这场突围有了明
确的方向。

一大批老师有了教育
家的心态

改革让某些教师感到绝处逢生，
而另一些教师却痛不欲生。

经验告诉改革者， 这个时候如果
用行政命令硬推， 只会加深教师们对
改革的焦虑和抵触， 为学校的未来埋
下隐患。 所以， 改革最好在没有行政
要求的状态下发生。

学校决定请秦建云出任课程研究
院院长。 这个机构没有行政级别， 没
有专职人员， 却是十一学校改革构思
中的技术研发部门、 学校的“大脑”。

“改革开始的第一个学期， 没干
别的， 就是找人聊天。” 秦建云回忆
说， “有的老师要沟通七八次， 才略
动一动。”他笑称：“这一个学期说的话
比过去10年都多，成果是40%左右的
老师认可了调整课程的思路，60%的
老师表示怀疑、 观望或不赞同。”

对这样的结果， 十一学校的改革
者们心中早有对策， 那就是“鼓励先
进， 允许落后”。

在设计分层、 分类、 综合课程

时， 语文和英语没有参与， 因为教师们
觉得这两个学科不适合分层， 但应怎么
改还没想清楚。

拆掉教室里的讲台也没有一步到位，
而是时机成熟一个拆一个， 前前后后花
了两年多。

王春易在对课堂变革感到迷茫的一
年中， 校领导从来没有向她提过要求。

“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 去等待老
师的觉醒呢？”

秦建云说， 自己看到过太多表面一
套、 背后一套的改革， 因为得不到教师
真心接纳， 最终都走不下去。 所以， 十
一学校给教师空间， 给教师选择， 让每
一个教师朝着自己的梦想， 凭智慧走到
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十一学校的改革没有从一开始就全
面铺开， 而是根据各年级的实际情况逐
步实行。 刚刚开始改革一个多学期的高
一学部主任田俊告诉记者：“这个地方的
改革没有‘一刀切’，也没有共同的模式，
它是一个百花园。 渐渐地，一大批优秀老
师成长起来，开始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
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教育家的智慧，
来影响学生成长，推动学校发展。 ”

不走寻常路， 不按年级进度备课上
课的数学老师潘国双被吸收进课程研究
院。 被学生评价“有想法” 的历史老师
贺千红成立了“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
坊”， 总揽全校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开发。
曾经发愁讲课的生物老师王爱丽， 被推
荐到全校老师面前， 分享自己的自主学
习教学法。 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老
师们都可以自主成立课题组进行实验。

“那段时间， 每天可高兴了， 心里就
想着改革， 走在路上也想， 躺在床上也
想， 恨不得第二天赶紧到学校看看有没
有效果， 还有哪儿需要改进。” 在这样的
环境下， 王爱丽第一次唤起了对教师职
业的热情。

教师们还发现， “学校的会少了，
不检查考勤、 备课情况了， 就连分数这
样的评价指标也不出来兴风作浪了。 看
来真要让我们自由成长”。

（下转第三版）

教育部印发通知要求进一步做好政
府采购工作

严禁通过拆分项目
来规避公开招标

本报北京4月2日讯 （记者 高毅哲） 记者
今天从教育部获悉，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政
府采购工作的通知》 印发。 通知强调， 教育部部
属高校和直属事业单位要加强政府采购预算和计
划管理， 科学、 细致地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和计
划， 对达到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项目， 必须实行
公开招标， 严禁拆分项目规避公开招标。

据了解， 当前政府采购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是： 政府采购预算编制不完整， 无预算、 超预
算采购； 达到公开招标规模的采购未进行公开招
标， 化整为零、 规避公开招标、 随意改变招标方
式， 采购招标活动中存在未按规定发布招标公
告、 缩短招标时间等。

对此， 通知要求， 各单位要着力推进政府采
购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对采购预算、 采购程
序、 采购结果实施动态监管。 加强对采购需求、
采购效果的管理， 确保物有所值， 确保资金的使
用效率。 各单位要认真执行政府采购法、 招投标
法等法律法规， 做到依法采购。 各单位应完善内
部控制体系， 严格规范政府采购活动。

（相关报道见三版）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发布毕业生
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进一步健全毕业生
就业状况反馈机制

本报北京4月2日讯（记者 宗河） 记者今天
从教育部获悉， 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近日分别在
学校网站发布2013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对各高校就
业质量年度报告进行了链接发布。 这是教育部首
次组织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编制和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是高校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 是提高教育质量的
一个重要抓手和举措， 对进一步完善就业状况反
馈机制， 引导高校调整专业结构、 创新培养模
式、 强化以生为本， 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接受社
会监督具有重要意义。 为做好这项工作， 去年
11月， 教育部办公厅发出 《关于编制发布高校
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 按照通知要
求， 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在2014年2月底前率先完
成本校首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编制发布工
作。 （下转第三版）

新疆认定首批新型职业农民

43名农民获得“双证”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在日前举行的新疆

首批新型职业农民认定大会上， 许兵等43名沙
湾县农民获得证书， 还获得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
院颁发的新型职业农民中专毕业证书。

获得“双证” 的43名农民在新疆农职院接
受了为期3年的半脱产教育。 “参加新型职业农
民班让我受益多多。 我利用所学技术， 发明了清
沟覆土机和挖沟机， 大大节省了人力。” 许兵说。

新型农民职业中专班开设园艺技术和畜牧兽
医两个专业， 采用半脱产学习模式， 即农闲时上
课， 农忙时学员回家从事农业生产， 由专业教师
负责到农民生产现场进行实践指导。 3年来， 这
43名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自己扩大生产、 增产增
收， 还带动身边农民建立了33个合作社， 种植
蔬菜1.1万亩、 红薯6000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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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公布本科预警专业名单

今年7个专业被亮黄牌
本报讯（记者 董少校） 上海市教委日前公

布2014年度本科预警专业名单， 7个专业被亮黄
牌， 其中社会工作、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与计算
科学3个专业连续3年被预警， 应用物理学、 社
会学2个专业为3年来首次被预警。

今年被预警的7个专业包括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市场营销、 电子信息工程、 信息与计算科
学、 应用物理学、 社会工作、 社会学。 这些专业
在上海高校重复设置较多， 连续多年招生第一志
愿录取率偏低， 调剂和征求志愿录取率偏高， 且
毕业生签约率偏低。 上海从2012年起对部分本
科专业实施预警， 当年有18个专业被列入目录，
2013年有15个专业被预警。

上海市教委提出， 对于列入预警的本科专
业， 相关高校要淘汰质量低下的专业点， 办学条
件严重不足、 教学质量低下的专业要严格控制招
生计划， 甚至暂停招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