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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化办学在新形
势下怎么施展优势？

2015 年，杭州率先实现全国
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市、区）全
覆盖；2017 年初，全市累计有 9 个
区、县进入浙江省基本实现教育
现代化县（区、市）行列，数量居全
省设区市首位。

“还有许多数据可以说明，杭
州 的 教 育 均 衡 是 普 及 的 、优 质
的。但从数据的统计口径来看，
主要还是在县域层面。”杭州市教
育局局长沈建平说。

沈建平的分析不无道理，因
为国内对教育均衡的标准制定和
评估机制，多以“县”为单位。目
前，杭州下辖 9 个区，4 个县（市），
单从任何一个县域来看，都能晒
出一张优异的教育均衡成绩单。
但站在整个“大杭州”的视角鸟
瞰，各县域之间是否均衡呢？

杭州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处
长章潘彪给记者举例说道，他们
去桐庐农村部分农村学校调研
时，发现存在“两少”现象：教师
少、学生少。一方面是生源数客
观在下降，另一个原因是有点经
济实力的家长还是选择到杭州买
学区房，毕竟从桐庐到杭州也就
个把小时的车程。

“大量人口涌入造成杭州教
育资源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地
方上的一些教育资源却没有充分
盘活。”章潘彪说。

加之萧山、富阳等老牌县市撤
县变区，杭州的教育格局面临新的
调整。至此，杭州名校集团化的视
线开始从县域向市域转移。

大江东，新兴的产业集聚区，
人才大量流入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陡增。2015 年，杭州的上城、下
城、拱墅、江干、西湖等5个主城区
与大江东结对，组建30个共同体，
开展为期3年的教育互助活动。

“加快推进大江东与主城区
教育的接轨，能够迅速提升这一
区域的教育水平，这种模式本身
也是优质校集团化办学的一个方
向。”杭州市教育局副局长马里
松说。

同年，桐庐中学加入杭州第
二中学教育集团。杭二中在桐庐
中学设立名师工作站，进行课程、
师资、教研等方面指导，并定期为
桐庐中学学生进行竞赛、高考自
主招生等方面的辅导。同时，桐
庐中学选派优秀青年骨干教师与
杭二中的名师进行结对式培养。

紧接着，建德严州中学挂牌
为“杭州学军中学教育集团严州
中学”。两校互派中层干部挂职
锻炼，双方教师共同备课、观课、
评课，研究教材及举办课程与教
学研讨，实现教学共享。

县市学校或加入市属普高学
校教育集团或与之共同组建教育
集团，建立紧密型合作办学关系
是 杭 州 市 优 质 校 集 团 化 的“ 新

招”。除了杭州二中、学军中学，
长河高中、杭州十四中、浙大附中
等越来越多的名校也加入了这一
行列。

“把地方上的高中带起来了，
改革的效应就会传递到初中和小
学，从而提速整个杭州域内的城
乡一体化。”沈建平说。

不管是县县互助，还是市县
“联姻”；不管是独立法人，还是紧
密型共同体，新形势下的集团化
办学都要直面人财物的问题。

一些学校采用共建共享的模
式，例如萧山、余杭区政府出地，
市本级出资和建设，共建共享杭
二中萧山分校、学军中学海创园
分校，计划按1:1比例面向六个主
城区和当地招生。此外，杭高大
江东分校、中策职校大江东分校
也将于近期开工。

为促进优质教育资源更大范
围共享，主城区与萧山、余杭、富
阳等新设区的省一级重点普通高
中双向定额招生，使九区学生有
更多机会享受优质资源。

集团内部“一”与
“多”的关系怎么处理？

说起优质校集团化办学，很
多人自然就联想起这种模式：就
是“一拖多”，即依靠一所优质
学校的“火车头”作用，带动几
所薄弱学校发展，优质校的校长
当“带头大哥”。

集 团 化 办 学 是 否 只 有 依 靠
“火车头”的动力来牵引发展呢？

这个问题一直在上海市杨浦
区鞍山实验中学校长、鞍山实验
中学教育集团理事长邵世开头脑
中萦绕，他的回答是：不一定。

“ 我 们 开 始 尝 试 一 种 新 模
式。不再用火车头来牵引，而是
使用动车组，不仅有火车头的牵
引，更要让集团每一所成员校都
有电动机。”邵世开说。

在邵世开看来，“一拖多”可能
发挥积极效应，也需要具备一定的

前提条件，即学校之间差距特别
大，“一”远远领先于“多”，或者“龙
头学校”的校长特别有名气，能对
其他薄弱学校的校长产生号召
力。但如果一个地方几所学校之
间已经相对均衡，采取这种模式就
行不通了。领头的学校并不比别
家强多少，你要“强令”其他学校按
照你的办法做，人家根本不买你的
账，反而工作很难开展。

鞍山集团正是这样一种“各
成员学校彼此差距不大”的境况。

鞍山实验中学办学不到 20
年，有特色但算不上很牛的“名
校”；邵世开也不认为自己是那种
一呼百应意义上的“名校长”。但
鞍山实验中学在教师队伍建设方
面有一些好的做法，得到上海市、
杨浦区各层面的认可，区教育局在
组建鞍山集团时，就把探索集团化
推进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侧重点。

“这样我们在推进集团化办学
时，有责任而没包袱，反而容易取
得实实在在的进步。”邵世开说。

鞍山集团是一个相对松散的
组织，理事长更多是召集人、服
务者的角色，完全不是“理事长
说 了 算 ”。 如 果 理 事 长 “ 领 导
权”的意识太强，要把个人办学
理念强加给成员学校的校长，容
易引起抵触情绪。

邵世开介绍，从教育规律来
说，要让理事长去“管”各个学校
的事，也管不过来。我们把理事
会变成服务型机构，激发、释放每
一所学校的办学能量，工作策略
是“项目驱动、自主发展”。大致
每月召开一次理事会议，在几所
学校轮流召开，往往邀请两三位
外部专家与会。除了讨论集团本
身发展的一些事项，有很多精力
花在“诊断”东道主学校的办学，
提供新的思路，协调资源。其实
这有点像校长培训，在实际工作
中展开办学解剖。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开理事
会。”邵世开说。

上 海 市 教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不是千校
一面，而是倡导百花齐放、各具特
色；不是简单挂牌，而是学校、师
资、课程、家校的深度合作；不是
削峰填谷，而是联合体内每一所
学校在原有基础上不断进步。

据介绍，至 2017 年 2 月，上海
市建有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学区
和集团 142 个，覆盖学校 777 所，
约占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总数
的50%，优质教育资源明显增加。

集团化办学，绕不开
的师资难题怎么解决？

“合作办学中还有一个棘手
难题，是师资不够。一方向另一
方派遣骨干教师后，本校老师就
不够用了，想要招人却苦于没有
编制。”杭州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
蒋锋说。

近几年，杭州的市属重点高
中在桐庐、建德、淳安组建教育集
团，人才缺口严重。为此，杭州市
教育局、市编委办牵头协调当地
教育、编办、财政等部门，桐庐、建
德、淳安分别从本地的教师编制
中一次性划转部分事业编制至杭
州市本级，专项用于合作办学、师
资互派。

选 派 到 受 援 学 校 工 作 的 教
师，在受援学校工作时间不少于
一学年。若双方合作终止，则跨
层级编制调整停止执行，相关事
业编制从市本级重新划回原地。
划转编制导致的超编问题，在市
教育局直属学校内部逐年消化。

桐庐中学副校长何国民说：
“我校与杭二中合作办学之后，一
次性划转部分教师编制到杭二
中。这样一来，杭二中能招到更
多好老师和好老师的苗子。师资
宽裕了，能选派更多优秀教师来
我校。”

在集团内部各学校，教师队
伍的成长也非常关键。

鞍山集团有一个核心任务，
就是推动师资队伍建设。

邵世开介绍，我们正在建设
教师联合教研平台，在学科教研
层面，把 4 所学校的力量整合起
来。各学校都有领衔的学科，成
为教研基地，比如英语、综合文科
在鞍山实验中学，包头中学负责
数学，等等。大家都有“当主人”
的机会。一门科目牵涉到的老师
仍然太多，就再细分到年级。

比如 4 所学校的初一数学老
师建立组群，初二英语的教师建
立组群，等等，彼此之间认识，每
个学期举行三次集体教研，每位
教师至少参加一次。这样，校际
研讨的机制建立起来，彼此取长
补短，建立集团之内的归属感。
他们可以围绕课堂提问、课堂导
入、作业设计等分别教研，讲课评
课，每位教师都取得实在的进步。

教师的跨校交流同样体现各
取所长、各补所短的特点，而不是
领头学校派出优势师资、接纳年
轻教师。比如鞍山实验中学和上
海理工大学附属初中，前者派去
一位化学骨干教师，同时接纳后
者一位见习教师。鞍山实验中学
的体育学科比较薄弱，派一名薄
弱教师去有体育优势的学校，而
对方的体育骨干教师置换过来

“支教”。
在邵世开看来，一个集团之

内，优势的教师、薄弱的教师能够
流动起来，资源活了，产生的效益
更大了。课程方面也是如此，一
所学校有好的课程，比如校外名
家去上沪语课，这就可以招呼一
下，兄弟学校的相关老师也去学
习听课。

接下来，鞍山集团将设立名
师工作室，让那些师德好、教学能
力强而没机会设立区级工作室的
教师，在集团之内发挥带教的作
用。“同一所学校之内，带教时可
能碍于人情不好意思，但跨校的
工作室则可以免除这种担忧，工
作室主持人可以在带教中服务整
体，职称职务评聘时拥有更好的
表现。”邵世开说。

集团化办学，怎么“办”？
本报记者 蒋亦丰 董少校 王强

上海正在大力实施学区化集
团化办学推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学区化集团化办学以名校带
动弱校、名校带动新校等共同发
展，既是品牌放大，也是优质资源
的辐射与扩张。但是在学区化集
团化办学推进基础教育特别是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也要结合
区域教育实情进行理性思考。

教育部在制定义务教育均衡
发展标准时，明确指出均衡发展
首先是硬件均衡，其次是师资均
衡，再其次是管理均衡，最后是特
色发展。就当前上海教育发展而
言，硬件均衡不成问题，但师资均
衡、管理均衡和特色发展却不可
能一蹴而就。

促进师资均衡，不是学区化
集团化办学时名优学校领导干部、
骨干教师单向输出，也不是简单地
和薄弱学校进行干部、教师互换，
就可以让薄弱学校“凤凰涅槃”，或
是让新学校“一鸣惊人”；而是要借
助学区化集团化办学平台，搭建优
秀管理者、优秀教师成长的平台，
建立“内生型”优秀教师成长模式，
激发教师队伍的内生活力，有效促
进教师专业发展,培育属于学校自
己的优秀教师队伍。

注重管理均衡，就是要探索
新的办学方式下学校内部治理新
方式。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校制宜
原则，探索多样化管理模式，在学
区（教育）集团内部优化治理结构、

建立共享机制、加强校长教师培
训、构建校长教师交流新机制等方
面积极探索，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
目标愿景；就是要以“绿色指标”衡
量学区（教育）集团内全体学校的
整体办学质量和每一所学校办学
质量。同时也要关注名优学校在
输送自身能量的同时，如何让名优
学校有效保持向上生长的原动力。

最后一点就是要认识到优质
均衡发展是动态的，均衡不是平
均，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更不是千校
一面，或者是一个区域只有一两所
学校，其他学校成为它的分校或校
区；而是在名优学校引领下，学区

（教育）集团内部各校和而不同，注
重特色发展，使薄弱学校能够体

验、学习借鉴名优学校先进的办学
理念、厚重的校园文化、先进的师
资理念、科学的管理制度、高效的
课程教学，逐步提升自身水平，从
而达到整体的优质化。

因此，学区（教育）集团特色发
展的关键就是在办学理念和校园
文化营造上要包容和多元，促进学
区内集团内学校特色发展、个性发
展，让孩子们进入一所学校，就浸
润一种文化，选择一种人生，从而
如陶行知先生所说：“人像树木一
样，要使他们尽量长上去，不能勉
强长得一样高，应当是立脚点求平
等，于出头处谋自由。”

（作者系上海市奉贤区教育
局局长）

“立脚点求平等，出头处谋自由”
——对学区化集团化办学的再思考

施文龙

4月7日，浙江省青田县章旦中学教育集团学生在上篮球课。集团重视音体美、计算机教育，编印体育与艺术校本教材，实行期末统测制
度。章旦中学教育集团组建于2003年7月，是浙江省首个农村义务教育集团，该集团由章旦乡中学、章旦乡小学、章旦乡幼儿园、仁宫乡中学、
仁宫乡小学、仁宫乡幼儿园组成，其中章旦中学是青田县远近闻名的优质学校。 本报记者 鲍效农 摄

位于杭州城西的融创河
滨之城，那里的业主很快就要
迎来家门口的名校——杭州
市竞舟小学分校。就在1999
年，竞舟小学作为杭州市求是
小学的分校，成为当时国内试
水名校集团化的先驱者。十
多年过去了，“子体”蜕变成了

“母体”，2013年独立办学后
的竞舟小学，如今建起了分
校，还兼管着一所农村小学。

“回看名校集团化一路
走来，对学校自身的改革，对
区域内的教育均衡意义非
凡。”竞舟小学校长周爱芬说。

竞舟小学的成长是杭州
名校集团化的一个缩影。到
2016年，主城区中小学名校
集团化覆盖率在81%以上，
名园集团化覆盖率超过
54%。可以说，名校集团化
在杭州的教育版图中占据了
过半的江山。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接受采访
时提及推进教育均等化要做
好的三件事，第一件就是推
进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

集团化办学在一些地方
已经做了十多年，为当地的
教育均衡发展做出了贡献，
走到今天，名校集团化的模
式是否已经定型？未来的走
向和突破口又在何处？

美国知名特许学校集团 KIPP
麾下的第200所学校半年前开张，
这个全称为“知识就是力量”的项
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
gram），1994 年从一间教室起步，
不断壮大，在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发
展、推进集团化办学等方面，影响
力遍及全美。

当下，通过特许学校进行扩
张仍然是美国集团化办学的主流
途径，但同时，办学理念和模式
日益多元，已成为美国集团化办
学的新趋势。

追求教育均衡发展是初衷

“特许学校运动”直接推进了
美国集团化办学的发展。在美国，
九成以上的教育集团管理着特许
学校；而所有特许学校中，四成以
上由教育集团主办。

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立办学模
式，特许学校是政府寻求私人部门
改善公立办学质量、促进优质教育
资源均衡发展的变革性尝试。特
许学校在资金来源、招生和问责等
方面与普通公立学校相似，但办学
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

特许学校出现前，美国已有一
些集团化办学尝试，但因没有撼动
公立教育这棵“大树”，这些实践的
规模和影响力自然有限。1991
年，全美首部特许学校法在明尼苏
达州颁布，第一所特许学校次年在
该州诞生。自此，特许学校制度的
设立，如同一条特别通道的开辟，
给有志教育者，无论营利还是非营
利，无论秉持教育理想，还是追求
投资回报，提供了介入公立教育
变革的途径，也直接刺激了多元
主体办学的积极性。

通过复制成功学校、连锁经
营、中途接管落后学校等方式，
一些办学机构渐渐成长为实力雄
厚的教育集团。

集团化办学的兴盛，也帮助
催生出更多的特许学校。据“公
立特许学校全国联盟”最新数据
显示，2015 至 2016 学年，全美
新增400多所特许学校。

成功的集团都有独特的竞争力

美国“国家教育政策中心 ”
2013 年公布《营利和非营利教育
管理组织》 报告时，201 家非营

利教育管理组织中，KIPP 项目规
模位居首位，其时该集团在美国
多州管理着 98 所学校，短短 4 年
后 ， 其 名 下 的 学 校 已 增 至 200
所，学生总人数超过8万。

KIPP 集团独特有效的办学理
念和方法，是该集团核心竞争力及
制胜原因之所在。这套方法被概
括为“五大支柱”，即“高期待，自主
选择及决心，更多的时间付出，强
有力的领导，关注绩效”。这套方
法有的放矢，专注于帮助贫困家庭
孩子升入大学，走向成功。

集团化办学之路上，也有些
机构走得跌跌撞撞，或黯然收
场。但成功扩张者，都有体现核
心竞争力的独到之处。

加州圣地亚哥特许连锁学校
High Tech High 每年吸引着众
多“取经者”。这所学校颠覆了传
统学校的课程安排方式，注重基
于项目的学习，强调学生从做项
目中发现自己的热情，习得知识
和能力。这个“集团”目前已发
展至 13 所学校，其中高中 5 所，
小学和初中各 4 所。他们还创办
了自己的研究生院，培养能传递自
身理念的师资队伍。

“虚拟办学”延展更多实践空间

“实体办学”之外逐步发展的
“虚拟办学”，也延展了集团化办
学的实践空间。根据各州情况不
同，有的虚拟学校按特许学校法
设立，有的则经由其他方式创
办。截至2014年，特许网络学校
已遍布美国所有州。

这些网上学校，不只受“在家
上学”的非主流学生等青睐，更多
的州和学校开始接受“课程选择”，
这扩展了网校的生存空间。“课程
选择”即实体学校的学生，在自己
的校内课程之外，被允许从其他途
径选课。这种“混合学习”模式的
优劣，仍在实验和探讨中。

事实上，仅仅描述“实体办学”
和“虚拟办学”，仍无法涵盖当下全
美集团化办学的复杂生态。一些创
新力量并不直接“办学”，但他们通
过课程、技术等直接影响“办学”。

集团化办学领域多元探索的活
跃，以及各种创新实践对“办学”过
程的参与和渗透，正在对美国的教
育领域产生着全新而深刻的影响。

美国：

集团化办学趋于多元
本报特聘记者 吴娟

破解“择校热”，让老百姓从
“不能择校”到“不需择校”，是当前
摆在教育管理者面前的重大挑
战。2014 年，长沙出台《关于进一
步推进基础教育集团办学的实施
意见》，完善对口帮扶、捆绑发展、
委托管理和“多校推一”等基础教
育集团化办学模式，力促集团办学
由“贴牌”向“贴心”转变，由“输血”
向“造血”提升。目前长沙城区现
有优质初中 40 余所，城区优质学
位占比超过 75%，学生家长选择空
间更大，由过去扎堆少数几所“名
校”，逐步过渡到更多地选择身边
学校就读。

促进发展理念的有机融合。
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连锁，集团
主校秉承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情感
融合为基础，以机制建设为重点，
注重学校之间的民主协商，营造和
谐共进氛围，进而将深厚的办学理
念和先进的管理文化有机融入每
所对口帮扶学校和委托管理学校，
绝不是简单强加、被动接受。对口
帮扶学校主动学习借鉴集团主校
办学理念、管理制度和校园文化，
在已有的办学基础上取长补短，逐
步提升办学水平，最终实现合作共
赢，美美与共；新建学校无需“万丈
高楼平地起”，可以直接将集团主
校的管理制度和历史文化进行有
机复制和移植，减少探索，避免走
弯路，开办之初就可以赢得老百姓
认可，成为新的名校。

构建教师交流的绿色通道。
以前由于多种原因，教师交流瓶颈
难以突破，实行集团化办学后，我
们运用教师对集团主校的认同，实
行双向交流，集团主校派出管理人
员或骨干教师到成员学校参与管
理或任教，编制仍留在主校。由于
身份没有改变，且有“上升”空间，

干部和教师乐意交流。
集团内教师的双向交流激活

一江春水，一方面给集团内教师提
供更加宽广发展空间，有效解决集
团内教师的职业倦怠；另一方面，
名校骨干教师交流到被帮扶学校，
给被帮扶学校带来新鲜血液，产生

“鲇鱼效应”，带动教风校风有效转
变。

推进办学特色的百花齐放。
为了避免集团内每所成员学校同
质化发展，集团主校带领每所成员
学校准确定位，结合区域优势统筹
发展特色项目，逐步形成各自办学
特色，促使集团内每所成员学校百
花齐放。仅以体育特色项目发展
为例，长郡教育集团对每所成员学
校的体育特色项目进行整体规划，
统筹师资配置，每个成员学校集中
精力各自发展优势项目，避免了内
耗。正是由于集团内部长远规划，
构建初高中相互衔接的人才培养
体系，既节约管理成本，又充分发
挥集团发展优势。

实现教育教学的合作共赢。
长沙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冠名，而
是将教学管理、师资培训、教研科
研有机融合，力求在现行体制不
变、学校法人代表不变和学校拨款
机制不变的基础上，真正实现“五
统一”：统一教育教学管理，统一师
资调配，统一教育教学改革，统一
教学质量评价，统一宣传口径。办
学成效立竿见影：近年被帮扶学校
和委托管理学校的中考合格率大
幅度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稳步
提高，学校发展步入良性循环轨
道。初中毕业考试成绩6A学生的
分布，由原来主要集中在几所名校
到全市几乎所有的初中都有。

（作者系长沙市教育局党委书
记、局长）

集团化办学：

如何实现“1+1>2”？
卢鸿鸣

实践者说

域外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