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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教育研究院学术委
员会委员。

万川映月：北京四中文化基因移植

■夏洁 徐加胜

理学家朱熹曾说： “一月照万
川， 万川总一月。” 在名校办分校中，
名校就是月， 万川就是新的具体环
境， 而河上流溢的光影便应是分校。
月影因河流的变化而不同， 但究其本
源， 月亮为一。 这是美， 也是哲学；
是情感， 也是理性。

北京四中璞瑅学校是由丰台区教
委主办， 北京市西城区教委支持， 与
北京四中、 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
合作办学的一所新建九年义务教育学
校。 对于名校办分校， “原汁原味、
名副其实” 应该是大家共同的追求。
然而， 如果总校师资的派出及总、 分
校间教育教学合作， 并不能够带来文
化基因的落地及生长， 那么， 这些只
能是表象， 注定行之不远。 如此， 名
校办分校的过程， 就转化为如何移植
总校的文化基因， 并使其在新的环境
中落地生根的问题。

提取与传递

总校的文化基因存在于学校已然
提炼出的理念和文化符号之中， 在于
学校一门又一门的课程中， 在于一节
又一节的课堂上， 在于一个又一个的
教师那里。 这一部分文化基因的载体
相对外显。 而另一部分文化基因的存
在则是相对隐性的。 比如， 那些总校
并没有明确提出， 但是弥漫在整个校
园里， 师生日用而不知的价值判断；
再比如， 那些隐藏在总校历史传统当
中的文化元素， 等等。 这一切都需要
我们去感知和体悟， 从而将其初步引
进到分校的校园中， 让分校的师生能
够有所感悟。 这是一个潜移默化， 润
物无声的过程。

在文化建设的这一阶段， 我们
通常关注的是校园文化基因的一些
比较外显且比较直观的形态， 如校
徽、 校训、 校服、 课堂、 教师、 校
史等。 北京四中璞瑅学校非常注重
总校校训等核心文化理念的学习。
学校全体师生集体学习北京四中的
校训及首任校长王道元先生的训诫，
从而深入了解了这些核心文化理念
产生的时代背景， 并结合个人的理
解分析其在新的时代的内涵。 北京
四中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杰出的中国
人”， 北京四中璞瑅学校将对这一培
养目标的解读写进了给新生的第一封
信中， 随录取通知书一并下发。 学校

“以人育人， 共同发展” 的育人理念，
在师生群体中也都是耳熟能详。 至于

校歌， 学生不仅能够熟唱北京四中
现在的校歌 《希望与理想之歌》，
而且还能够熟唱四中上个世纪二三
十年代的老校歌， 其中的那句有时
代烙印的文字让学生们感慨不已：

“融融兮师生， 浩浩兮前程。 朝夕
相处共奔竞。 熙然会群英； 劝尔勤
学业， 勿负此嘉名。 良辰美景流若
星， 一逝难再营。”

在教育教学上， 分校在课程设
置和教材版本选择等方面和总校保
持一致， 如此就为总校和分校的合
作教研提供了基础。 学校还构建总
校分校同心结制度， 总校老师走进
分校指导工作， 分校老师到总校听
课学习都已经成为了真正意义的常
态。 分校的学生经常和总校学伴一
起参加各项活动， 而且， 分校学生
还有机会走进总校的校园进行一定
时间学习体验活动。 这一系列的活
动解决了分校教育教学中的一些实
际问题， 更是构建了一条渠道， 让
总校的文化基因随之进入分校， 润
泽师生。

被北京四中派往分校负责管理
工作以后， 跳脱原来环境反观， 则
产生了一种全新的感受。 举个简单
的关于课堂的例子： 北京四中的很
多老先生都说过类似的话， 课比天
大， 作为教师， 课堂就是天大的
事。 所以， 年轻的教师也始终以业
务的精进作为自己的最大追求， 把

“站稳课堂” 看成自己入职后第一
大事。 这些已然融化到“四中人”
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在总校校园中弥
漫， 但校园中的人日用而不知。 然
而， 对于分校而言， 学校需要将这

些文化基因明确提炼并表述。
于是， 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

来重温北京四中的历史与现实， 将其
中那些潜在的、 极有价值的文化基因
进行整理和提炼， 并在分校进行宣
讲。 同时， 将这些整理后的文化基因
符号化， 以北京四中百年历史中核心
文化符号为基础， 设计了一幅大型浮
雕， 立于分校教学楼中厅， 默默无言
而又有木铎金声之效。

经过一段时间的办学实践， 学校
发现， 从各种渠道进入分校的北京四
中文化基因， 带给分校师生的是， 一
种仰慕与一份认同， 还有一种凝聚力
和一份归属感。

表述和整理

“文化” 一词出自 《易传》： “圣
人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表达了古代先贤两个
思维指向， 一是了解外部世界， 让自
身在自然界中从容生存； 二是察觉自
身， 追求一种不同于他物的高贵与尊
严， 呈现独特的生命状态， 这种状态
就是人文。 人类就是用它去教化下一
代， 周而复始， 生生不息。

对于学校的文化而言， 更关键的
可能在“化”， 而不在“文”。 要实现
最终的“化” 需要注意两个因素， 一
是转化的主体， 二是转化的方向。 为
更好地指导学校的办学实践， 我们对
于校园文化建设的表述通常采取学生
文化、 教师文化、 家长文化、 管理文
化这样的分类方式。

在优秀文化基因移植的第二个阶
段， 学校的重要任务是在第一个阶段

的基础之上， 提出更加明确的问题，
引导师生展开讨论， 逐步形成共识，
并将共识加以宣讲巩固。

在师生对于北京四中文化基因有
了初步的了解和情感上的认同之后，
学校需要提升师生对于“四中文化”
的认知层次， 引导师生将北京四中的
文化基因具体化到自己的学习与工作
实践， 去思考其对于自己的指导意
义。 学生、 教师、 家长、 干部都要从
自己的实际出发去思考一个问题： 在
北京四中的文化基因所体现出的价值
判断中， 自己作为学校中的一个角
色，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态？

分校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之下，
经过学习和讨论， 得出了这样的共
识： 四中学生的样态有两个方面， 一
个就是勤奋、 严谨、 质朴的平民风
格， 另外一个就是敢于担当， 追求生
命纯净的贵族格局。 这两个方面的特
质渗透在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 经过
这个阶段， 校园中的每个角色均已明
并确定了自己的转化方向。

落实和实践

一旦将校园文化基因整理表述清
楚，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围绕我们的
目标———特定主体向特定方向的转
化———进行具体的实践。 学校的硬件
建设、 制度架构及活动设计应当形成
系统， 直指转化的目标。 所谓系统，
最核心的特点就是各要素之间有机结
合而非无序并存。

在文化建设的这一阶段， 我们的
主要任务是通过具体实践引导校园内
的各个主体， 实现大家期待的转化。

前期的思考给后期的实践提供了明确
的方向， 而后期的实践则将前期的思
考与构想变成真正的现实。

师生在前一阶段已经形成共识，
即北京四中的学生样态的两个方面。
那么，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学校的文
化环境应该如何凸显这些文化基因，
学校所设计的活动又如何有针对性地
支撑学生的样态养成？

北京四中学生样态中一个简单的
词语“严谨”， 需要通过很多具体的
教育细节才能够真正落实到位： 从教
室的卫生到听讲、 作业的相关要求再
到每一次考试前的考试说明、 试题的
双向细目表、 严格的组考等。 教育者
在做这些工作时， 要深刻认识到细小
背后的宏大， 今日所为的影响长远。
只有如此， 教师平凡的工作方能铸就
出真正的不平凡。 学校、 年级、 班级
在制定工作计划时， 都要反思， 计划
中的哪些内容是指向学生的各项素质
培养的， 这些内容是否能够形成合
力， 相互促进。 如此， 学校的文化基
因移植后， 才会呈现出真正生机勃勃
的生命状态， 才会真正产生化璞为瑅
的效果。

在文化基因移植的这一阶段， 我
们依旧要注重反思。 对照我们要转化
的方向， 评估现在的具体状况， 思考
教育实践和目的之间的关联度： 是否
构成正相关， 如果是， 那么关联度是
不是够大等。 然后根据反思继续调整
具体实践， 这样就能够保证在调整后
更加准确、 更加有力地前进。

（作者夏洁系北京四中璞瑅学校
校长， 徐加胜系北京四中璞瑅学校中
学部校长）

以评价改革
引领学校变革

■王烽

考试在中国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 古代
考试与现代考试有相同的目的， 即为国家选
拔人才， 只不过现在选拔人才不仅是“取
士”， 而是要选拔各行各业的建设者。 新中
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高考以其强
大的政策性和实用性， 成为中国基础教育的
指挥棒， 影响着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及其测
验， 考试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教育评价。 从
国际上看， 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教育测
量运动兴起以后， 教育评价逐步与教育目的
衔接起来， 成为诊断和改进教育教学、 学校
管理和教育政策的重要手段。 新世纪以来，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 不少地
方和学校都开始尝试冲破高考的影响， 寻找
符合各学段教育定位、 体现学生全面发展和
个性发展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 特别是近
几年， 各地纷纷在考试机构之外成立专门的
教育评估机构， 各高等学校、 社会组织和学
术团体纷纷成立教育评价研究机构， 有的地
方开始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这些机构
开展教育评价。 可以肯定， 一场教育评价运
动正在中国兴起。

在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短缺的背景下，
教育评价与资源配置、 行政管理分不开。 在
内涵建设、 质量提升、 多样化发展的阶段，
教育评价开始进入学校内部， 关注教育教学
过程和学生发展水平， 成为更加专业化的行
为， 行政管理与教育评价分离成为必然趋
势。 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 中， 我们可以解读出关于教
育评价的两个重要信息： 一是考试招生制度
要以高考为重点， 建立一个反映学生多方面
发展成效的人才选拔体系， 给学生更多对学
习和考试的选择权， 将高考的人才选拔作用
和教育评价作用结合起来； 二是教育管理体
制要实行“管办评分离”， 委托社会组织开
展教育评估监测， 将教育评价作为社会性、
专业化的工作， 并与政府管理和学校办学体
制改革同步推进。

教育评价是现代教育治理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 把评价教育的权力由政府转向专业
机构、 社会公众， 是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转
变的重要抓手。 更为核心的是， 学校的办学
水平和教育质量高低， 由更为多样、 灵活的
标准体系和更加多元的评价主体认定， 将打
破原来依靠单一标准和政府主导进行评价的
局面， 为学校基于教育规律和社会需求调整
办学方向， 以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改
进教学和学校管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促进教
育改革、 引领学校变革， 是时代赋予教育评
价的重任。

为把这场新兴的教育评价运动引向健康
发展的轨道， 首先， 必须明确政府在教育评
价中的职能， 将评价改革与放权相结合。 政
府如果在原有权力格局下强化评价， 简单地
以评价代替管理， 那么就有可能对学校管得
更多、 更细、 更死， 对学校办学自主权形成
新的侵蚀。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
《深化教育督导改革转变教育管理方式的意
见》 提出要形成督政、 督学、 评价监测三位
一体的教育督导体系， 这里的“评价监测”
应当集中在基本教育质量、 教育公平状况、
教育投入状况等方面， 更多是履行监测职
能， 避免由政府制定过多、 过细、 过高的教
育评价标准， 捆绑、 干扰学校的教育教学自
主权。 其次， 要支持学校自主开展诊断性评
价。 高质量的教育应当是多样化、 精彩纷呈
的教育。 在国家和地方的基本教育质量标准
之上， 学校应当多样化、 特色化发展。 要允
许学校按照自身办学理念和发展目标， 自主
选择教育评价机构开展学生发展、 课程教
学、 学校管理等方面的评价， 通过购买诊
断、 咨询服务改进教学和学校管理。 政府应
当重点支持薄弱学校开展诊断性评价。 再其
次， 培育和规范教育评价市场。 目前， 我国
教育评价机构整体水平不高， 专业人才奇
缺。 政府应当放宽教育评价机构的准入， 通
过事业单位改革、 科研项目支持、 人才培养
等扶持社会评价机构成长。 同时， 要建立政
府购买教育评价服务的机制， 鼓励各类教育
评价机构平等竞争、 优胜劣汰， 避免地方保
护等因素制约教育评价水平的提高， 让学校
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评价服务。

办学亮点

名家专栏

对于名校办分校， “原汁原
味、 名副其实” 应该是大家共同
的追求。 然而， 如果总校师资的
派出及总、 分校间教育教学合
作， 并不能够带来文化基因的落
地及生长， 那么， 这些只能是表
象， 注定行之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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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教育与“超级” 无关
■陈启华

近年来， 围绕素有基础教育“寡
头” 之称的超级中学而展开的争论，
时时见诸于报章、 网络， 质疑者有
之， 辩解者有之， 为之喊冤叫屈者亦
有之。 若撇开立场冷静分析， 确实有
进一步厘清说道的必要。

超级中学耀眼眩目、 夺人眼球，
不外乎“三”： 一是规模体量超大，
在校学生一般3000人以上， 甚至多
达万人之众。 二是办学条件超强， 仰
仗地方政府倾斜性的政策扶持， 硬件
水平在区域内无疑是一流的。 三是升
学率超高， 决定地方一本升学比例的
高低， 包揽区域内重点高校录取生
源， “升学大户” 的显赫地位无人能
及。

如此超级中学， 何以发迹？ 一是
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渴求， 推动超
级中学规模性扩张。 在一定地域内，
从一般高中到市示范高中， 再到省级
示范高中， 这样梯级结构设置， 造成
了超级中学坐享得天独厚的资源优
势， 自然师质好、 条件优。 加之， 领
跑当地升学， 管理“严”、 升学率高，
逼迫家长、 学生费尽心力向上攀爬，
奋力择校。 “爬地效应” 形成， 不可
避免。 二是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及规
模办学效应， 监管缺位甚至扶持纵

容。 “以县为主” 的教育投入机制，
地方财力投入教育永远不足。 对于
非义务的高中学段， 既然无刚性的
政策阻拦， 以教育布局调整实现规
模办学， 可操作性强， 成本不大，
见效快。 区域内有这样一所超级中
学存在， 可以极大凸显地方官员重
视教育的大手笔、 大业绩。 这样，
既可多争取财政拨款， 满足群众对
优质教育的需求， 又能择机收取择
校费、 捐资助学费、 赞助费等费用。
何况， 超级中学巨型体量所释放的
巨大消费和超强的“虹吸效应”， 可
以刺激地方税收、 就业、 房地产等
业态， 又可拉动地方经济和社会
“发展”。 三是学校自身办学目标窄
化， 固守既得利益， 已形成路径依
赖。 在新高考改革效果尚未释放、
应试教育依然风头强劲的背景下，
惨烈的生存竞争， 逼迫学校要千方
百计实现选拔功能的最优化和升学
效益的最大化。 现实残酷， 事实再
明白不过： 只有升学率尚可慢慢死，
但没有升学率马上死。 超级的办学
模式高居不下的升学率， 可以博眼
球、 聚人气、 上荣誉、 化风险、 多
收费。 开弓再无回头箭， 上马容易
下马难， 为避免“超级” 崩盘， 既
然现实找不到有力的系统支撑， 作
为既得利益者， 对理想化改革必然

带来的风险， 超级中学无意担当，
也无力去转移化解。

不可否认， 在可预见的时间里，
社会依然以“片追” 为主要价值取
向， 地方官员依然以升学率、 GDP
为主要政绩考量， 学校依然以筛选、
选拔为主要办学追求。 由此，超级中
学“蛮性生长”，并一直自我陶醉，感
觉良好。 可以说，当今社会和教育有
怎样的“病灶”，超级中学的前世今生
就会有怎样的“体质体量”。

不论站在何种角度， 不管持何
种态度，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超级
中学办学过程中暴露出诸如抢夺生
源、 恶化生态， 极端管理、 压制人
性等种种问题， 被公众广泛质疑和
诟病。 事实上， 超级中学一直是在
“名素质实应试” 的道路上一路狂
飙。 时时、 处处刺激以“高分”、
“名校”， 近乎“洗脑”； 管控得动辄
获咎， 强迫到手不释卷， 精细到论
分计秒， 无自由、 无闲暇、 无自主、
无协作。 这样办学， 确实违规律、
反人性。

当前， 教育不公还在持续， 城
乡二元分化， 社会流动单一、 扁平，
通道逼仄不畅。 对于学生及家长而
言，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现时
困境赫然在前。 不可否认， 围绕升
学， 超级中学们爱得纯粹， 追得执

着， 做得认真。 借此通道， 贫寒子
弟得以向上跃升， 进而打开别样的
命运之门。 人性里， 逃避困境， 人
们往往选择先解燃眉。 毕竟， 奇高
的升学率捂热了为人父母那颗望子
成龙的心， 其花样百出的激情教育
也稀释了笼中众生深深的无奈与愤
懑。 一干校友怀念母校、 感恩母校，
自有过中情由， 亦无可厚非。

当然， 当前背景下单向度责难
超级中学有失公允。 种种诘问质疑，
其实透露出的是对基础教育“沉疴”
经年累月难以纾解的无奈： 你说分
数、 升学不是首要、 唯一， 但家长
学生用脚投票， 削尖脑袋拼尽全力
以求得一纸通知书； 你说要以人为
本，让孩子自由、幸福、快乐，但被管
控、被压制、被反复高强度应试训练，
日日“炼狱”，三年总是常态；你说要
追求合作、探究、自主生成，但现实逼
迫，常常堕入竞争、灌输与驯服。只关
心学习与智力， 罔顾情绪与能力；只
盯着眼前考分，罔顾长远素质；只有
标准生产、整齐划一，罔顾差异发展、
个性特长……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
感： 在真切无比的考试升学面前，什
么教育要浸润心灵、淡化竞争，什么
教育要遵从规律、唤醒自觉，什么教
育要懂得尊重、 实现完成， 统统可
以置之脑后， 弃如敝履！

事实上， 超级中学的“逆生长”，
折射出的是社会转型期太多的困惑和
迷茫： 地方治理， 政府是依法行政、
规范办学， 还是施政失范、 唯地方唯
政绩至上？ 学校办学， 教育者是秉持
情怀、 坚守理想， 还是背叛规律、 沽
名逐利？ 家长育子， 父母是理性放松、
科学均衡， 还是短视功利、 患得患失？
不可否认， 透过超级中学现象， 地方
监管失职、 社会治理失和、 社会环境
失迷、 学校办学失守、 家庭教育失准、
教育生态失衡等等乱象， 以其所在区
域言之， 或存一二、 或存三四， 程度
不一而已。 凡此种种， 谁之过， 谁不
堪， 谁最终为之埋单？！ 理想与现实，
育心与育分， 快乐与恐惧， 舒展与挣
扎， 自由与压制， 觉醒与灌输， 眼前
与长远……你怎样抉择， 你就有怎样
的境界与遭遇。

是的， 今天做教育难， 难在任重
道远， 难在人人好像都懂教育， 都可
以对教育指手画脚， 品头评足。 但教
育， 方向第一。 真正有情怀、 有视野、
有追求、 有底线， 不能不立志高远，
奉献真爱， 秉持大义， 坚持良知， 放
眼未来， 保有自由而轻灵的灵魂， 不
忘初始， 一路前行。 “真” 教育， 真
与“超级” 无关。

(作者系湖北省武汉市新洲一中副
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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