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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2016：那些人，那些事
本刊编辑

校长话题年度热词

【中国教育的生长点】
包括“教育质量的生长

点”“教育公平的生长点”“教
育改革的生长点”“教育结构
体系的生长点”“教育决策的
生长点”和“教育改革发展的
战略定力”6个方面。

【学制改革】
学制改革涉及教育方方面

面，在基础教育领域，有关学
校性质、任务、入学条件的规
定，是学制更为根本的内容。

【农村小规模学校】
农村小规模学校，是中国

曾经的自然村办小学布局经历
城市化进程和人口出生率下降
后，共同造成的学校形态。

【学校转型】
学校转型必须首先回到价

值观这一原点中去，重新审视
并建构学校教育的价值观。

【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在接受

教育过程中形成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校长领导力】
校长领导力，是随着教育

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建设现
代学校教育的必备能力。

“校长·人物”年度热词

【课程改革】
“课改不仅是‘课’改，

课改不能止于面子，还应该包
含着更有内涵的里子”

《赵桂霞：课改不仅是“课”
改》《宋建东：为生命教育绘制

“思维导图”》《宁致义：“半天授
课”重构学校教育时空》等。

【生本教育】
“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

堂充满生命活力”
《吴献新：传承中释放学

生自育空间》《朱毛智：将发
展选择权还给学生》《周大
战：学生的问题才是教学的起
点》《孙广杰：用教科研书写

“实验”真义》等。
【幸福教育】

“一切为了每一个学生的
幸福人生奠基”

《程誉技：幸福教育词典从
“轻负高质”写起》《林启福：一
千个孩子就有一千种幸福》《靳
海霞：给时光标注幸福》等。

【乡村教育】
“我的理想，就是帮助你

们实现理想”“朱校长来了，
我们这里就变美了”

《王春彦：在倾听中找寻
学校生长点》《朱扬华：“朴”
文化点亮海岛学校》《毛章
晋：给山里娃的未来“开一扇
窗”》《石明生：打造“参悟
式”农村新教育》等。

“校长·视野”年度热词

【教育变革】
主旋律依旧洪亮，改革在

校园不断发力
回看：基础教育的改革主

旋律一经奏响便持续保持强

音。校园中，改革体现在课
程、管理等方方面面。我们的

“办学亮点”栏目中，时常闪
现出变革带来的变化：将“校
长组阁制”进行到底、重构审
美的中学生活、实验一些新的
小学教育、多元课程释放学习
力，等等，无不折射着中小学
校园里的变革力量。

【治校智慧】
探索独特路径，大家共同

分享
回看：当今时代，治理一

所学校已不能仅靠下苦功卖力
气了，而是需要用管理的智慧
去“巧”领导、有艺术地领导。
我们看到了一些校长的尝试：
规矩，核心素养的“压舱石”、在
校园创设公民的生活、有温度
的管理最高效、学生有未来学
校才有品质，等等。这些经验，
堪称教育领域的一笔财富。

【专业引领】
有价值的深度反思 展示

名家风范
回看：名校长之所以“名”，

是因为他们长期学习、思考、践
行、积累结出了硕果。他们根
据自己的观察、理解提出问题
及解决的思路、方法，为同行
提供借鉴，是读来很有意味、
本身也很有意义的事情。让儿
童成为儿童、让学校课程成为
孩子的向往、把成长的“土
地”还给孩子、让孩子“直接
吃盐”的德育该反思了、重建
常规的教研制度，等等，引人
深咂其味。

“校长·平台”年度热词

【成长教育】
着眼核心素养，耕耘适宜

自然生长的土壤：《“蓝天”下的
生命课堂》《看见孩子心里的
话》《“读诗的孩子不骂街”》《小
孩人小心不小》《那一黑板的爬
山虎》《病梅与小草》等。

【留守儿童】
校园弥散“家”的味道，弥

补缺席的家庭温暖：《一节特殊
的压堂课》《给留守孩子一个
家》《校园里飘进了“家”味儿》
《十年，留在山路上的歌》《坝上
的娃儿有书读》等。

【教师专业化】
专业培训与多元激励结

合，提升教师从教素养：《校
长职级制改革——专业舞台更
宽广》《教师管理专业化：“相
马”变“赛马”》《校长的听
课“进化论”》等。

【家校合作】
与家长、社区协力承担，

实现教育共赢：《家校合启新
生开学“解压阀”》《用善意
编织家校纽带》《家校一心

“激活”家委会》等。
【依法治校】

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
推进学校发展：《在任校长当有

“离任思维”》《把“灵活性”关进
“规矩”的笼子》《用章程“星”定
学校“盘”》等。

校长周刊2016年度热词2016 年，校长周刊与每位校长一
起走过的那些日子，在回首中历历在
目，又催人奋进。

岁初第一期，我刊揭开了学校教育
追求教育公平的序幕。“探寻”栏目祭
出深度采访系列 《底部攻坚：农村小规
模学校突围》《坚守在城市的边缘》《破
解农村小规模学校的“定身咒”》《依
托乡土实现小规模校“逆生长”》《农
村小规模校如何走向优而特》，以及名
校长相关探索 《“滴灌”帮扶成就好学
校》 等文。接着,重磅推出“集团化办
学”系列 《求“同”存“异”的集团化
办 学 思 维》《依 托 “ 百 花 ” 独 “ 争
艳”》《农村校齐打“翻身仗”》 等，
对全国各地代表性的学校实践探索进行
了深入报道并持续半年之久。此外，我
刊还关注了更大范围内的其他教育公平
问题。

对于学校教育质量的关注，“探
寻”从对北京三十五中办学实践报道

《涵养天才成长的土壤》 开始，到追踪
佐藤学“学习共同体”的采访报道 《寻
找未来学校发展的核心》。接着，从新
高考改革入手，重磅推出了陆璟研究员
开辟的名家专栏“高考改革与学校教育
发展”系列 《学校怎样回归育人本质》

《真实，综合素质评价的生命线》《学以
致用，学校教育转型之重》《以生为
本，教师队伍转型原点》，并在“探
寻”推出“高考改革与学校转型”系列

《多一些追问，就会添几分明智》《唯有
体现特色，方可广为借鉴》《“选”出
来的个性化教育》 等文。除此，我刊也
展示了其他新时期提升办学质量的可贵
探索。

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深入，对
致力于建设现代学校的校长们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本刊“探寻”下半年重点打
造的“校长领导力”系列，截至年底，
已经刊发了“教学领导力”系列 《自觉
觉人：校长教学领导力应然之境》《教
学领导力，根本在课堂》《第二课堂涵
育更开放的教学领导力》 等 6 篇，“课
程设计力”系列 《丰富课程：校长课程
设计力新追求》《指向生活：体验课程

激发成长力量》《午休课程：真实情境
“逼”出设计力》 等 5 篇，“队伍引领
力”系列 《带着思想去实践》《着眼整
体去变革》 2篇。

与校长领导力相得益彰的是，“名
家专栏”中尹后庆的“新质量时代的校
长领导力”系列 《学校教育必须直面

“新质量时代”》《校长要明晰新质量时
代教学方向》《核心素养要落地，学习
方式必须变》《坚守专业立场，探索评
价改革》《学校当成为教师专业发展的
舞台》《确立综合评价制度，关注学生
全面发展》 6 篇，和钟启泉的“学校教
育中的课堂转型”系列 《“核心素养”
的国际潮流》《“核心素养”的习得养
成》《区域推进学校课堂转型》《“国际
理解教育”的创造与启示》《从课堂出
发的学校变革》《从“测定评价”到

“问题解决评价”》 6篇。
依法治校是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的核

心内容。教育部法制办公室副主任王大
泉在名家专栏的“依法治校”系列 《尊
重和保护学生权利时治校核心》《依法
尊重和保障教师权利》《依法治校，建
设平等家园》 等，为更有效更科学地破
解办学实践中的难题支招。

为学校教育指明发展方向是本刊义
不容辞的责任。“名家专栏”在“两
会”期间约请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
主任杨银付以 《教育新理念与“十三
五”中国教育的生长点》 为题撰写专题
研究文章，分“教育质量的生长点”

“教育公平的生长点”“教育改革的生长
点”“教育结构体系的生长点”“教育决
策的生长点”和“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
定力”6 期刊发，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
响。

“两会”期间，“探寻”所开辟的
“热点对话之学制改革”系列 《中小学
学制：改还是不改》《莫言学制提案：
买不买账》《学制探索：结构能否突
破》《九年一贯制，如何“贯”起来》，
引发社会热点，关注社会热点，引领社
会热点。以一颗担当之心，担负起作为
行业报专业周刊的职责，以专业的胆
识，向改革更深处迈进！

那些发人深省的话题
他们，或是在办公室内处理应接不

暇的事务，或是在课堂驻足流连；他
们，用脚步丈量出了一方锦绣校园，用
情怀支撑起了一片育人天空，也用智慧
谱写出了一首首教育行歌。他们，被称
为校长，但他们还有一个诗意的名字
——教育追梦人。

2016 年初，中国教育报校长周刊
正式改版，增设“人物”版，除保留原
有栏目“剪影”外，还与教育部教师工
作司合作，走近教育部“校长国培计
划”——中小学名校长领航班的第一批
学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经验分享和风
采展示的舞台。

这一年里，在错落的铅字中，我们
与 70 余名校长邂逅，并定格下他们治
校生涯中的生动场景。坐而论道，不如
起而行之，这群来自教育一线的实践家
们，以他们的办学探索，感染了一批批
教育工作者，推动了区域教育的均衡发
展。我们的目光被他们牵引着，为他们
所感动。

在教育之路上，他们呵护孩子天
性，回归教育本真。办学校教育，要听
听孩子的话，这是吉林市吉化第一实验
小学的校长陈福的教育秘诀。他以“顺
应教育”理念改造课堂，改变评价体
系，呵护了儿童天性。青藏高原上，于
大伟放弃了企业的优厚待遇，回到魂牵
梦萦的校园，用孩子创造的生活教育孩
子⋯⋯

在教育之路上，他们懂得传承与创
新。海南的山水之间，你会看到一名叫
张勇的朴实校长，他认真研究学校历史
文化传承，并以此为养分，生成学校仁
智文化，让学生乐学智学。在 《邱成
国：天山之南的教育“侠客”》 和 《卢
建新：创设“有意义的人生”现场》
中，你会看到，身上流着兵团血液的校
长邱成国和卢建新，如何在不断变换的
教育背景下，将自己的家国情怀植入教
育热土，致力于培养新时代的“兵团
人”。你还会看到，南京市拉萨路小学
校长严瑾如何从一名扎着马尾辫的代课
教师，百步向上，传承学校智慧教育，
带着师生们在“智慧园”里一起生活一

起学⋯⋯
在教育之路上，他们敢于改革与试

验。新绛中学从一所普通的农村校逆袭
成为当地优质教育的名片，离不开校长
宁致义的大胆课改尝试。他精心设计的

“半天授课”模式，真正将“自主、探
究、合作”落实到每节课上，让学习和
教学不再是苦差事。而校长赵桂霞更是
明确意识到“课改”不仅是“课”改，
尽管改革阻力不小，但她毅然进行更深
层次的改革与探索，摒弃将升学率作为
唯一评判指标，更加关注学生源自内心
的接纳和认同，更加关注“人”的发展
⋯⋯

在教育之路上，他们着眼现在与
未来。《索朗：在雪域高原上播种未
来》 一文中，以至诚之心为至诚之事
的校长索朗，为达孜县中学的孩子们
许下一个美好的未来。广东省南海实
验中学校长黄新古，为化解现实教育
困境，面向未来发展教育，演绎减负
三部曲和添彩三重奏，用“新六艺”
铺就幸福教育底色。“欣赏每一位教
师，尊重每一位教师”是晋中高师附
校校长郭长安的两个法宝，他相信，
学 校 的 未 来 发 展 ， 需 要 教 师 成 长 助
力⋯⋯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在“老校
长·新征程”系列文章里，蔡林森、吴
国通、李金初等 5 位老校长，虽年逾古
稀，但依然秉持着让教育回家的初心，
在孩子们的笑靥中，毅然行走在教育求
真路上。

寄情乡土，助茧成蝶。在“乡村校
长系列”文章里，我们遇到了来自苏
州、嘉兴、衢州、温州以及北京郊区的
校长们，他们坚守在乡村教育的第一
线，以一颗朴实无华的教育之心，扎根
于田野、大山、竹海、茶园、海岛之
中，默默践行着“办老百姓满意的学
校”的诺言，带领着一所所农村校蜕变
成蝶，点燃了乡村学子心中的求知火
焰，为他们打开了一扇未来之窗。

他们在夯实教育热土，他们在引领
教育航向，我们将继续聆听他们的故
事。

那些令人感动的校长

在基础教育第一线，地不论南北，
校不分大小或城乡，身负重任的校长们
兢兢业业，借改革之力前行。因校情不
同，个人风格不同，校长们会形成有独
到之处的办学经验。

在这一年中，“校长·视野”以主
力篇幅刊发了大量办学亮点文章。这些
典型或非典型的经验，为中小学校长同
行们“趟出”了许多条新路。《多元课
程释放学习力》《在校园创设公民的生
活》《有温度的管理最高效》《将“校长组
阁制”进行到底》等办学亮点，在我们的
版面上频频闪烁。不讲校长的名气，只
论经验的价值，“办学亮点”汇集了一批
可资借鉴的探索和观点。

有时出现在你眼前的，可能是“治
校方略”。在这里，我们希望借助一些
专家或校长的智慧，探讨一些校长们普
遍会遇到的问题：“学校为了课程创新
而分离推进的‘革命’，相当多的忙碌只
是在‘应付一个又一个让你忙碌的阴
谋’，有些忙碌甚至是对学校基本教育秩
序的破坏。”北京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校
长林卫民在《课堂深层处，教育本质事》
里提醒校长们；“眼下，在我国，对于学生
使用手机的管理是大多数中学面临的难
题。而大洋彼岸的美国高中也面临同样
的问题，”他们是如何解决的呢？江苏省
扬州中学校长严济良在《规矩，核心素养
的“压舱石”》告诉大家；“过去多少年来，
虽然我们都意识到学科教学对学生成长
的重要性，但学科育人的实然效果与应
然目标还是存在着差距。”

“名校长专栏”里的校长，总是乐

于“合盘”托出自己的治校“秘籍”。
这一年中，我们推出了浙江省杭州市建
新小学校长闫学的学习生态改变与优化
系列，包括 《做一个跨界校长》《为学
生十年后负责》 等文章；上海复兴高级
中学校长陈永平的选择学校发展的最优
方式系列，光看这些题目就叫人想读：

《从火车头拉动到动车组跑：领导前置
的扁平化管理》《从东北乱炖到本帮精
点：推行精致务实的定量式考核》 等；
浙江省杭州市学军小学校长汪培新的实
施多元发展性评价改革系列，《学技术还
是悟艺术》《问题即需要，满足即成长》等
论述发人深思；江苏省天一中学校长沈
茂德的关注学校优质发展方式系列，题
涉《把成长的“土地”还给孩子》《让孩子

“直接吃盐”的德育该反思了》等，直指学
校实际工作中的观念问题；正在连载的
江苏省锡山高中校长唐江澎的学校学科
建设系列，更是接“地气”，《学科教研组
长哪去了》《重建常规的教研制度》《手机
上建起专业群》等文章，为当今学校改革
贡献出名校长的智慧。

我们也为一线的作者提供了一块
“地盘”，“校长探索”栏目里的 《评估
太细，学校难“长”出特色》《教师例
会变个脸》《双向选择捆绑考核激活

“惰性元素”》《校本研修须念好“三字
经”》 等，道出了学校实际工作中的操
作难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还有校
里校外中，《学校管理要善于经营人
心》《学校发展要有“蹲苗”期》 等议
论，从第三视角为校长工作提个醒。

如果将这份盘点套一套刚刚评出的
2016 年十大热词或网络词汇，还真能用
上一些，比如：校长们“不忘初心”，秉承

“工匠精神”，带领全校师生直奔自己的
“小目标”⋯⋯嘿，这么一回头，便有了这
感觉：厉害了，咱们的校长们！

那些值得珍视的探索
办学路上，常常需要办学者跳出圈

外，在热情中冷静地思考，换一个视角
审视自我。“校长·平台”致力于为办
学者们提供一个“说事儿”的平台。

最醒目的栏目当是“叙事”。读一
篇学校教育叙事，就像品尝一锅鲜汤，
智慧与情感的盐，悄悄溶在了味觉里。
在这些故事里，我们可以得到各种办学
启 示 ： 教 育 者 要 《看 见 孩 子 心 里 的
话》，教留守孩子自我保护需要 《一节
特殊的压堂课》 等。我们还可以从 《校
长的听课“进化论”》 等故事里读到校
长们与时俱进的探索。

我们可以走进 《蓝天下的生命课
堂》，细嗅 《校园里飘进了“家”味
儿》，悠然地欣赏孩子们在“草根舞
台 ” 上 尽 情 表 演 ， 静 静 聆 听 那 《十
年 ， 留 在 山 路 上 的 歌》 ⋯⋯ 今 年 的

“ 叙 事 ”， 有 近 三 分 之 一 来 自 乡 村 山
区 。 一 位 校 长 向 我 们 展 示 了 “ 城 里
人”难以想象的山区教育景象，一位
校长讲述了让乡村孩子在校园里“出
国游学”的故事。从他们的讲述里，
我们看到了教育者满怀深情的面庞和
执着前行的背影。

能从平凡日常中，提取值得品味的
故事，其实并不容易。我们试着想象，
作者在案头提笔回顾，那些令人思绪翻
滚的场景再次浮现，他们捕捉着每一个
细节，再次体验心灵的震颤，回望自己
的初心——书写的同时，也在享受愉
悦，沉淀的同时，也在实现升华。他
们，是善于“看见”的人。

“三味”，是一个为办学者提供更多
样性思考的平台。话题涉及诸多方面，
有像 《校长要做农夫式的教育家》 那样
谈如何当好校长，有像 《课改规划更应
植 根 自 身》 那 样 谈 学 校 课 改 ， 有 像
《“为腹不为目”的激励最有效》 那样

谈教师培养问题，有像 《“诗教”与
“骂教”》 那样探讨教育方法等。最多
的是关于治校方略的话题，有人强调办
学得 《把“灵活性”关进“规矩”的笼
子》，有人认为 《仅办出一种特色是不
够的》 等。而读者对这些文章的热情反
馈，成为我们最大的支持力。《校史当
为学校办学之师》 刊发后，很快就有校
长回应：“从办学历史中找当下的办学
智慧，从办学的历史中开发有益于师生
的校本课程，这是何等实事求是的办学
智慧⋯⋯美美品读，真是一种难言的收
获和愉悦。”

“微议”采撷校长周刊微信公众号
“第一缕阳光”等媒体平台话题探讨的
言论，着眼于服务学校教育，如：《艺
术列为中考科目应谨慎推行》《体育入
中考须当好“牛鼻子”》 关注艺术、体
育加入中考科目，《校本课程：丰富≠有
价值》 针对校本课程开发误区等。对于
学校常规，如在学段衔接、毕业典礼、
新生入学、校运会、期中期末等节点，
我 们 邀 请 微 友 提 供 多 角 度 的 建 议 。

“微”时代为我们提供了更轻盈的思想
连接方式，我们的微友主要是来自五湖
四海的校长。这样一群满怀热情的教育
者，时而翩然潇洒，时而慷慨激烈，火
花散尽，呈现出充满教育智慧的言论。

也许，没有任何一种办学经验能被
照搬，但是我们能从每一篇经验介绍中
获得思考和行动的灵感。在“探索”
中，从 《用善意编织家校纽带》 到 《家
长学校：接“家”气儿才能有实效》，
从 《用章程“星”定学校“盘”》 到

《校长职级制改革——专业舞台更宽
广》，探索者说“在对教育规律、师生
成长规律、科学管理规律的探索中，我
开始找到了校长专业成长的尊严与力
量”。

那些让人回味的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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