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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期50位培养对象中， 大
多数都主持或参与了多个团队建设
工作， 不仅有学校管理团队、 教师
集体和学科教师团队 ， 而且有市
（区、 县） 的名师团队、 骨干教师团
队等。 其中， 领衔市 （区、 县） 名
师团队、 骨干教师团队的培养对象
有34人， 占到第一期培养对象总人
数的68%。 培养对象在团队建设中
较好发挥了专业引导作用， 带动了
一定范围内教师的共同发展。 李万
龙老师在创建常州市中学地理名师
工作室之初 ， 就提出 “以德为先 ，
创立合作进取的专业团队”、 “基于
标准， 创生丰富多彩的学校课程”、
“增效减负， 创造动态生成的魅力课
堂”、 “学研结合， 创设品位高尚的
研究氛围”、 “携手共进， 创建幸福
成长的专业平台” 五大团队建设战
略。 他带领的团队中78%的成员获
得常州市优秀教师五级梯队称号或
在原称号上晋升了一级； 开设各类
各级公开课62节 ， 专题讲座16次 ，
获奖61次， 发表文章200多篇。 王兆
平校长所领导的团队共有40名语文
教师， 其中江苏省教授级高级教师2
人， 特级教师1人， 盐城市、 东台市
学科带头人、 教学能手17人， 35岁
以下中青年教师占70%。

丰硕成果彰显了江苏教育家培
养对象的群体素养 。 学术上 ， 自
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 他们共
开设县级以上公开课、 讲座2039节
（次）， 人均公开教学、 讲座近42节
（次）；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1275
篇， 其中核心期刊218篇， 占发表论
文总数的17.1%， 人均发表论文近27
篇 ； 出版 、 编专著231部 ， 人均出
版、 编专著作近5部。 申请省市和国
家课题171项， 其中国家课题43项，
人均主持科研项目近4项。 在2014年
度国家教学成果奖评选中， 江苏人
民教育培养工程培养对象作为第一
成果人获得了3项基础教育一等奖、
6项二等奖。 教学办学上， 他们不仅

善于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运用到实践中
去 ， 而且非常注重特色成果的形成 ，
芮火才校长创建的 “自由学校” 不仅
理念先进， 而且成效显著。 在学校管
理过程中 ， 他秉承自由理念 ， 倡导
“反对也是一种建设” 管理观， 鼓励并
引导师生对学校提出意见和建议， 尽
量满足师生的合理要求， 努力解决办
学中切实存在的问题。 自由学校中的
民主管理行动， 孕育和弘扬了老师们
的自由精神， 培养了他们的自由意识
与民主参与能力。 张援老师针对化学
教学中情境化缺失和学生课堂参与不
积极等问题， 对情境视频资源进行了
收集、 编辑和研究， 初步建立了内容
丰富的 “化学情境视频库”， 涵盖从高
一到高三教学的情境视频资源近千个。

省域教师发展共同体构建必须有
核心群体成员的引领与带动。 从省域
范围看， 江苏基础教育阶段所有教师
组成了一个大的教师发展共同体， 每
位教师都是共同体成员， 组成共同体
的成员没有统一的标准， 但有一个相
同的地缘背景和文化环境， 这也就是
德国古典社会学家滕尼斯称之为的
“地缘共同体”。 尽管共同体成员能力
的累加构成了共同体能力， 但共同体
的发展走向并非共同体成员发展方向
的简单集合与统一， 而是由共同体领
导者 （或领导群体） 领导力决定。 换
句话说， 没有优秀领导者或领导群体
的共同体， 其发展将会偏离方向， 共
同体成员的潜在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工程遴选的每期50位， 四期共200位校
长、 教师也即成为了江苏基础教育阶
段教师发展共同体的领导群体。 他们
拥有被教育相关者所认可的道德示范
性、 学术话语权和成果影响力， 他们
共同担负起引领江苏基础教育发展的
未来走向， 担当起引领教师队伍整体
素养提高的责任。 为推动江苏基础教
育阶段教师共同体中每一位教师的发
展， 促进教师队伍整体素养提升必须
充分挖掘这群人作为领导群体的潜在
力， 发挥他们的领导作用。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江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 纪实

有群人， 他们有教育家的梦想
与追求， 注定他们永远都要风雨兼
程在远航的路上。

那群人， 是50位校长、 教师组
成的共同体。 他们是江苏省基础教
育阶段最优秀的校长和教师代表 ，
他们师德高尚， 忠于人民教育事业，
乐于奉献， 为人师表； 他们具有深
厚的教育理论素养、 文化素养和专
业素养， 在区域和学科专业领域声

望高、 示范性强； 他们坚持在全面实
施素质教育和推进课程改革中积极探
索， 勇于创新； 他们有丰富的办学经
验、 突出的办学成果、 显著的办学业
绩、 鲜明的办学特色； 他们更有为人
民教育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定理想和不
懈追求。

那群人 ， 只因承载了一份神圣 ，
便多了一份担当； 这是江苏人民的嘱
托， 一诺而成为永恒。

一群风雨兼程的追梦人

创设了多部门 （多主体） 合作
的组织领导机构。 工程不仅成立了
由省负责人为组长、 副组长的 “江
苏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领导小组”，
负责培养工程的领导和规划工作 。
为凸显工程培养的学术性、 专业性，
还委托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负责
了具体实施工作； 同时， 还根据培
养对象岗位不同， 创建了中学校长、
小幼校 （园） 长、 中学教师 （一）、
（二） 和小幼教师五个研修小组， 并
为每个小组配备导师团队， 负责每
一位培养对象成长方向的把握和专
业发展的引领。

搭建了促进发展的多元服务平
台。 服务平台搭建的最直接体现是
多样计划的实施和丰富活动的开展。
五年来， 工程实施共设计并推出了
“催生教育主张———培养对象理论素
养提升计划”、 “牵手农村教育———
培养对象责任修炼计划”、 “聆听高
端讲座———培养对象知识结构更新
计划”、 “推动教育创新———培养对
象实践模式构建计划”、 “走近教育
家———培养对象分类 阅读计 划 ” 、
“聚焦实践问题———培养对象小组合
作研究计划”、 “带动共同发展———
培养对象团队建设计划”、 “教育家
办学———影响力论坛计划”、 “行者
无疆———教育考察计划” 等九大计
划。 围绕计划， 共开展省级集中活
动 ， 如 “走进南大 ”、 “走进北师
大 ” 学术周 ， “牵手农村教育 ” ，
“教育思想报告会” 等40余次， 小组
活动近300次， 为教育家培养对象提
供了多样发展空间。

发挥了过程评价与终期考核的

管理导向作用。 工程实施较为注重过
程性评价和终期考核。 每年度， 培养
对象需依据自定的 “目标责任书”， 以
报告形式呈现工作总结和研究心得 ；
第三年度和第五年度需进行中期评价
和终期考核， 评价考核内容基本保持
一致， 主要围绕 “目标达成”、 “思想
创新”、 “实践建构”、 “风格形成”、
“活动参与”、 “成果影响” 六大指标、
18项考核要点对培养对象进行综合性
评价。 不同的是： 中期评价更为关注
考核的过程性、 发展性、 实践性和主
体性 ， 旨在增强培养对象在 “工程 ”
实施中的主体意识 ， 发挥主体作用 ，
指导他们自觉提高自身修养； 终期考
核需通过教育思想报告会、 集中答辩、
现场考察等多种形式， 对培养对象五
年培养期间获得的整体发展进行了解
和综合评价。 不管是年度总结、 中期
评价还是终期考核， 淡化了监督考查
的意味， 更为强调通过考核及过程管
理等对培养对象进行指导， 凸显了评
价考核的管理、 引导作用。

提供了人力、 时空、 舆论与政策
的全方位保障。 工程实施之前， 省教
育部门就出台了 《江苏人民教育家培
养工程实施办法》 专项文件 ， 对培养
指导、 考核管理、 舆论宣传等进行了
政策规定。 五年时间里， 专家引领和
自主研修相结合、 理论学习和实践锻
炼相结合、 国内培训与国外培训相结
合的培养方式 ， 强大的导师团队阵
容， 高标准的评价考核， 充足的经费
投入以及教育家专项课题的开设等
等 ， 为培养对象快速成长从人力指
导、 自由时空、 积极舆论和政策支持
等方面提供了全方位的条件保障。

搭建现代化立体运转平台

在所有人一起努力下， 工程实
施五年来， 第一期培养对象不论是
在个人思想凝练、 实践建构， 还是
在带动团队发展、 产生社会影响等
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

凝练的教育思想深化拓展了素
质教育的内涵。 鼓励每一位培养对
象凝练教育思想是工程一贯坚持的
做法， 第一期20位校长和30位教师
都从学校办学与管理 、 学科教学 、
课堂模式建构等方面进行了思想凝
练 ， 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教育理解 。
如唐江澎、 张元贵、 蒋建华、 李宏
伟、 芮火才、 戴铜等校长分别提出
了 “教育成全人 ”、 “担当教育 ”、
“负责任的教育 ” 、 “大道普爱 ” 、
“建设自由学校”、 “幸福教育” 等
办学思想； 秦晓华、 梁杰、 朱占奎、
刘红、 陈杰、 潘建明等老师分别提
出 “诗性语文教学”、 “规范语文”、
“简中求道高中数学教学”、 “追求
乐学境界的语文教育”、 “人格语文
论纲”、 “自觉数学” 等学科教学主
张； 庄惠芬老师在 “不求第一， 但
求唯一” 儿童观指导下， 提出了重
自主 、 重体验 、 重童性 、 重素养 、
重人格的生本数学课堂。 尽管每位
培养对象有不同的话语表达、 差异
的立场解读、 多样的思想指向， 但
有一个共同的旨归， 那就是始终围
绕素质教育培养人的根本要求进行
深化和拓展。

个性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了思
想理念向实践行为的转换。 教育思
想只有转化为实践行为才能发挥其
引领作用。 每一位培养对象在凝练
教育思想的同时， 更为注重理念指
引下的实践行为变革。 潘晓芙校长
在提出 “爱就开心” 办学理念基础
上， 从体制机制、 课堂教学、 德育
教育、 队伍建设、 课程建设、 学校
管理、 学校文化建设等方面对办学
行为进行了整体建构。 李伟平校长
提出 “教育是一种生命关怀”， 并着
重建构了学校课程， 搭建了 “BEC”
学校课程框架、 创造了八大类 “单
元课程” 的具体实施方式， 为每一

个儿童提供了个性化、 综合性、 实践
性的课程体验。 陈平老师构建了以目
标与内容、 学情与师能、 收获与发展
为主要内容的三维动态课堂， 形成了
明确目标—研究内容—分析学情—整
合教法—优化学法—追求过程优化的
实践路径。 李勤老师提出了有生长力
的儿童语文， 主张打破教师牵引、 包
办、 控制、 教为主线、 精密设计的线
性教学结构， 形成学生主体、 话题推
进 ， 个体先学—小组互学—互动提
升—拓展延伸的板块式教学结构。 王
雄老师则倡导师生要共同遵守学习规
则， 建设安全课堂， 即真诚表达从自
己开始 ； 倾听哪怕是最微弱的声音 ；
尊重每一个人； 放空自己， 主动学习；
庆祝错误， 积极纠错； 鼓励不同， 求
同存异； 为每一个人保密， 不传课堂
上的错误等。

教育家成长必定源于教育实践 。
扎根实践、 学生为本是教育家成长及
其思想形成中不可颠覆的法典。 从第
一期50位教育家培养对象相关成果分
析看出， 不管是教育思想凝练， 还是
实践模式建构或行为变革创新， 都无
法与他们的教育教学和办学实践相脱
离， 也正因为丰富、 鲜活、 灵动的教
育实践， 才凝练出众多异彩纷呈的教
育思想。 促进每位学生发展是教育的
根本任务和最终目标， 也是每一位教
育家必须坚守的教育之 “根”， 任何偏
离该目标任务的教育教学和办学行为
都失去了教育的最终意义。 每一位培
养对象都以学生为本为理念引领， 并
在实践中践行。 薄俊生校长提出 “让
学生自己成长”， 认为要让每一位学生
自然地 、 自由地 、 自能地 、 自觉地 、
自律地成长； 任小文老师认为要让每
一个生命生长为他自己； 袁保金老师
努力建构着他的生态课堂， 在他的课
堂中， 教学不再是教师个人的才艺表
演， 而是师生之间民主、 平等的对话
与交流， 是心与心的互动。 赵晓娟老
师也提出， 教师不要试图用话语去掌
控课堂， 掌控学生的思维。 教学效果
的好坏不在于教师讲得好不好， 而在
于学生学得好不好。

一次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历史性收割

教师大军的集体飞跃

教育发展需要教育相关者的共同
努力和投入 ， 当各级政府 、 社会组
织、 市场和家长等相关者都参与教育
公共事务管理 ， 并承担起相应责任
时， 便形成了健全的教育公共治理体
系。 尽管现阶段我国教育公共治理体
系是在一元化结构框架内建构的， 主
要在于培植非政府公共组织和其他行
为者发挥其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
作用。 但实施这种治理有助于降低治
理成本、 减轻核心治理结构的治理负
荷,扩大治理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增加治
理的理性， 从而大幅度地提高现存治

理结构的治理绩效； 同时， 有助于形
成多元主体、 培养其治理能力， 为实
现典型意义上的 “治理” 准备条件。
可以看出， 工程实施最大程度地体现
了教育公共治理的基本理念， 教育行
政部门、 社会组织、 其他学术团体等
不同利益相关者构成了一个相互依存
的复杂体系， 各方通过参与、 对话、
协商等方式共同发挥着积极作用。 就
教育行政部门而言， 其在转变管理职
能、 建立治理体系、 发挥各方积极性
达到 “善治” 目的过程中， 也实现了
自身教育行政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对教育公共治理体系的大检阅

目前， 江苏以及全国各地许多
省市都在推出类似的教育家培养工
程， 各地工程的先后实施不仅意味
着我们需要教育家， 也意味着教育
家的缺失， 更是在呼吁我们的教育
人应该有成为教育家的理想、 抱负
和追求。 尽管工程是伴随 “教育家
是培养出来的吗” 争议声启动并实
施的， 无需去辩解或证实要培养出
一个或几个教育家来， 但需遵循教
育家成长规律。 工程实施始终以理
想的教育家素质引领每一位培养对
象， 希望他们成为道德完善者、 思
想创新者、 实践先行者、 经验提升

者和信念追寻者； 也始终鼓励他们探
索出教育家办学的实践路径， 在遵循
教育规律基础上实施规范办学， 把自
身办学理念运用到办学实践中去， 以
提高教育质量为学校办学的核心任务，
注重走个性化和特色化办学之路。 不
可否认， 我们无法复制出杜威、 苏霍
姆林斯基、 陶行知等教育家来， 也无
法再成为那一个杜威、 苏霍姆林斯基
或陶行知 ， 但教育家不是谁的专利 ，
每位校长、 教师都可以拥有教育家的
素质， 探索出个性化、 特色化办学之
路， 只有这样， 才会离教育家的理想
再近一点、 更近一点。

每一位教师都可以成为教育家

对第一期教育家培养对象而言，
工程即将结束， 50位教育家培养对象
带着满满的收获， 将暂时告别。 因为
沉甸甸的嘱托 ， 也因为那未完成的
梦， 他们注定要踏上新的征途， 在新
的起点继续远航。

成就教育家群体梦想。 在现代社
会追求统一、 崇拜权威的大众心理被
崇尚多元、 怀疑批判、 自我建构等后
现代思想所代替的当下， 很难诞生一
个被所有人认可的教育家， 但是我们
可以共同发展， 成为在江苏、 北京、
上海甚或是全国都公认的教育家群体。

确保教育家办学主权和自由。 这
需要所有教育相关者共同努力， 最大
限度地改变官本位、 形式主义、 急功
近利的社会环境 ， 改革教育管理体
制、 转变政府管理职能、 建立现代学

校制度， 确保教育家办学的主权和自
由， 鼓励教育实验并提供政策支持，
从而回归教育本真 ， 实现教育家办
学。

拥有成为教育家的自信。 我们还
需要有足够的教育自信， 处处以教育
家的条件要求自己， 敬畏教育， 赋予
自己神圣的教育使命； 苛求自己， 努
力实现完美的自我； 超越世俗功利，
使所办学校成为圣洁的地方； 无悔奉
献， 把整个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去，
进而离教育家近一点， 再近一点。

远航的路漫长、 辛劳， 但再远也
要有梦想 ， 再累也要找到坚持的力
量， 不为别的， 只为那无言的嘱托。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喻
小琴 王国强）

在新的起点， 继续远航……

江苏
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
特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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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校长组
（左）

小幼校 (园)
长组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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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教师
一组

成锦平

李宏伟

潘晓芙

唐江澎

王兆平

王志勇

张天若

张元贵

邹 正

杨金林

薄俊生

戴 铜

李伟平

孙双金

芮火才

钱阳辉

陈 杰

陈 平

梁 杰

钱留华

谢友明

谢兆贵

徐 杰

张 援

赵晓娟

朱占奎

秦晓华

崔利玲

蒋建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