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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周刊
探索治校之道 展现办学智慧

本刊微信公众号：
第一缕阳光

2018年新年伊始，教育部公布了新
版高中课程方案和 14 个学科课程标
准。这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中的一件大
事，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大政策调
整。这次课程方案的调整涉及课程理
念、课程目标、课程设置、课程结构、课程
实施方法、课程管理运行、课程评价制度
等多个方面，尤其是学科课程标准的编
制结构和内容，具有跨越式发展，标志着
我国高中课程进入“新时代”。

高中校长作为课程领导者，落实好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是重要职责。因
此，高中校长应敏锐把握新高中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的精神实质，切实迎接新
挑战、新变化，为落实好高中新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做充分准备。

挑战
领导学校课程观能力

本次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研
发，体现了我国课程哲学和课程思想的
新发展。一方面，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是对世界课程哲学发展潮流的顺
应。自上世纪末开始，由于互联网的发
展而带来的知识爆炸，使现代课程模式
受到挑战，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变革在
世界范围内发生。这种挑战直接指向学
校课程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滞后。因此，
以学习者为中心、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基
于人类真实活动构建课程体系的课程理
论，逐步引领各国课程变革。我国从
2001 年开始的基础教育第八次课程改
革核心思想，体现了世界范围内课程改
革的理论发展。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高中课程在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很多
不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地方，必须进一
步从课程哲学和课程指导思想上进行提
升。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坚持“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思
想重要的哲学观，也是本次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修订的重要课程哲学基础。

挑战
落实课程责任能力和意识

课程权是国家教育主权的核心载
体。每一位校长和教师都要树立国家课

程主权的责任意识。本次高中课程方案
修订突出体现了国家课程主权意识：在
培养目标方面强调“具有理想信念和社
会责任感”；在课程内容方面强调注重

“思想性”，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
物主义，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全
面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和要求，有机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
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法治意识、
国家安全、民族团结和生态文明建设等
教育。这些内容体现了对高中课程社会
责任的新要求。高中校长要提高政治站
位，切实树立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中、
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意识。在课程实施上，确保开齐开足
国家课程；在课程内容上，高效落实涉及
培养学生理想信念、社会责任、国家意识
的课程内容；在实施方法上，要鼓励教师
学生创新探索，用贴近学生、贴近生活、
贴近社会环境的资源和方法，培养学生
理想信念、思想品德、国家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

挑战
领导课程建构能力

本次高中课程设置类型首次提出了
“选择性必修课”的概念，形成了必修课、
选择性必修课、选修课三种课程类型的
课程结构。这一结构，有利于促进学生
个性特长发展，为高等学校专业学习做
专业准备，形成学校办学特色，突出学校
学科优势。这种课程结构的设置，需要
学校更加精细化构建学校课程体系，以
便学生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修习。校长
作为学校课程体系建构的第一责任人，
应建立学校课程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学
校年级负责人、学科负责人及学生家长
和校外专家，共同研究制定学校课程体
系方案，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符合新课程
方案思想的学校课程体系方案。

挑战
课程实施和教学组织能力

课程实施是课程体系建构之后的行
动环节，是课程方案中最具挑战的部
分。本次课程方案给学校课程实施提供

了很大的自由空间，也给校长提出了课
程实施领导的挑战。首先是学校课程发
展的挑战。根据新课程方案的设计，对
于必修性选修课和选修课课程，学校需
要根据学科课程标准的要求，结合学校、
地方和教师特点开发具有特色、符合学
生发展需要的特色课程，为学生个性特
长发展服务，尤其为每一名学生报考高
等学校相应专业做好准备。因此，学校
要结合学校教师学科优势，指导教师扬
长避短，科学开发特色优势课程。课程
实施的另一个挑战是教学组织的挑战。
新高中课程方案，需要学校为每一名学
生提供个性化的培养方案和教学组织方
案，因此，学校应较早指导学生确定未来
职业生涯发展方向，并据此按照学生选
择进行专业领域分班，为学生提供定制
化的选修课程，为未来高考做充分准备。

挑战
课程评价体系建构能力

评价授权是本次高中课程方案赋予
学校课程管理的重要权利。高中学校负
责对学生修习课程学分认定，以此评定学
生高中课程学习情况，并据此发放高中毕
业证书和成绩单。同时，高中学生课程修
习成绩和评价将作为高考录取的参考成
绩。因此，高中学校应制定综合素质评价
制度、学业科目修习评价方案、学分认定
和管理制度，并根据相关规定制定学分认
定的具体办法，形成学生修习高中课程全
过程、全方位评价体系，综合反映学生发
展情况，为学生持续发展提供专业评价支
持，为高校录取提供参考。

挑战
课程资源多元建构能力

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特别强调将
学生生活经验和身边生活环境引入课
程。课程评价中注重学生对社会实践的
参与、对生活经验的认知、对社会环境的
了解。如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能够在交
流的过程中，结合实际情境解释相关抽
象概念；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图形直
观进行交流”。此外，高中设置的综合实
践活动课程由研究性学习、社会实践和

志愿服务三部分组成，主要通过考察探
究、社会服务、职业体验等方式进行。可
以说新的高中课程方案要求每一个学科
都要有拓展的超越教材的课程资源。因
此，高中校长和教师必须有超越教材、超
越学校的课程资源意识，结合学生生活
环境和生活经验，尤其是结合学生未来
发展的职业生涯规划，规划丰富的学校
课程资源基地，建立基于课程资源的学
校特色选修课程体系；与选择性必修课
程、研究性学习、职业生涯规划、社会实
践相结合，形成学校特色课程群，为学生
高考参加自主招生或综合素质评价提供
课程支持，为高校持续学习提供理论和
实践基础。

挑战
领导课程宣传能力

本次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修
订，是我国高中课程理念和实践较大的一
次变革，从教育系统到社会各界都非常关
注，尤其是广大家长，更加关注自己的孩
子在未来高中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过程
中如何发展。这是高中课程文化的一次
重大变革，也是高中校长面临的课程宣传
的巨大挑战。高中学校校长应充分意识
家长对学校课程变革的重要性，主动制定
高中新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高考改革相
结合的教师培训方案及家长宣传沟通方
案，让每一位教师都全面系统领会高中新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理论本质、主要体
系和重点内容，让每一位学生家长都了解
课程变革的主要内容、学校落实新课程方
案的主要实施策略、家长应配合学生学习
和学校课程方案的主要参与形式和内容，
并鼓励家长从课程资源角度参与学校课
程建构。如在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课程中，
请家长邀请学生到本单位考察了解职业
工作流程和环境及所需主要专业知识
等。也可邀请部分专家型家长，为学生作
专题讲座，拓展学生学科专业视野等。总
之，学校主动宣传有利于形成家长、学校、
社会相互融合，共同支持课程建构，学生
课程学习的共同体，有利于优化和强化
学校课程建构，为学生提供更具特色的
学校课程服务。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高中校长迎接课程“新时代”
杨志成

赵逸朔是北京潞河中学 CYPT（中国高
中生物理创新竞赛）社团的一员。前不久，
他的微信公众号连续推出关于黄昆、侯仁
之、秦馨菱等潞河前辈校友的生平介绍。他
说，这样做就是想让每天走进以前辈名字命
名的教学楼的后代学子们，不要只把前辈的
名字当作一个符号，而是要以他们为榜样，
引领自己的人生。“春风化雨，久久为功。学
校从课程设置入手，将学校传承与优秀传统
精髓，融入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养育他们
潞河人独有的气质，在他们身上留下学校的
印记。”校长徐华说。

走进师生们口中的这所“潞园”，在山屏
水镜、曲径通幽的自然之美中，设计考究、庄
重古朴的教学楼，革命烈士的纪念碑以及陈
昌祐等老校长的墓冢和雕像，印证着这所学
校 150 年的办学取向，即“一切为了祖国”的
校训和校风所倡扬的“爱国、乐群、自律、修
身”。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则把这一切内化
进课程肌理之中。

在语文教研室，可以看到学校成系列开
发的国学经典课程、运河·潞园文化课程、文
学社团课程。在历史教研室，梁然老师讲起
他的“宋明理学”课，他说：“这个课以张载、
文天祥、于谦、林则徐等一系列先贤诗句作
支撑，让孩子们感受先贤思想与人格的光
芒，引导学生得出理学的积极影响——刚健
有为，强调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潞河中学金帆书画院里，学校建起了
艺术教师工作室，如吴琳老师书法艺术工作
室、江宇辰剪纸艺术工作室等。据了解，工
作室的老师们不仅在课堂上带领孩子们欣
赏、感悟、体验传统艺术之美，更把潞河人眼
中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美好传扬到世界
各地。吴琳老师为来自欧亚美澳众多国家
的留学生教授中国书法课程，她所创作的书
法、篆刻等作品多次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外友
好学校或国际友人。

根据不同年级特点与学科设置而开发
的融合课程，是该校所津津乐道的。这一课
程通过开展漫游潞园、潞河溯源、漕运古镇

张家湾探源等系列活动，将多种学科课程融
在一起。其中既有语文课的诵读鉴赏与写
作，又有历史课的寻根探源，还有地理课的
五河交汇地貌勘察、数学课的河道宽度测
量、生物课的大运河水质检测，更有美术课
的路线实景描绘。“课程融合中，孩子们兴趣
非常浓厚，满满都是收获，他们算是真正体
会到了学习的快乐。”徐华说。

在漫游潞园课程开发中，老师们深入挖
掘本校教育资源，在不断摸索中设计出融传
统教育与文化学习和审美鉴赏于一体的《漫
游潞园，畅想明天》课程手册。手册图文并
茂，首先是一张生动而清晰的校园平面图，
以引导孩子们认识广阔校园中的建筑、景观
和路径。然后按照游览顺序，以生动的图
片，对学校建筑景观一一介绍，还有今昔对
比图，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时代的变迁、现
实生活的美好。其中，对著名校友的详细介
绍，让孩子们油然升起敬慕之情，树立学习
的目标；而为激励学生游园而提升兴趣的

“通关文牒”盖章处，则引导孩子们到每一个

重要景点去盖上一枚标志性的图章。课程
中有关校史馆、黄昆生命地学馆、体育馆的
内容，让孩子们充分体会到学校历史的悠
久、科学世界的广阔和发展体育运动的意
义。结合这些内容，一个个富有启发性、激
发创造力的问题，促成孩子们由表及里、由
感性到理性的认知升华。

据悉，融合课程还走出校园，充分利用地
方传统文化资源，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培养学
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怀和为建设家乡、建
设祖国做贡献的责任意识。一个孩子这样
描述自己在学习“运河·潞园文化课程”中的感
受：“在这次活动中，我感受到了古运河对于中
国的伟大作用，也感受到了团队协作的力量。
五河交汇处，学到了关于运河的地理知识，在
老师的讲解下慢慢变成了一个懂得历史、地理
的真正通州人。无论是合作绘制地理方位
图，还是在河边测量河宽，这个团体都让我感
受到了温暖。是同学的互帮互助，让深奥的
地理简图变得简单易懂；是同学间互信互助，
让原本寒冷的季节，变得格外温暖。”

北京潞河中学

传承与融通传承与融通：：养育学生独有气质养育学生独有气质
本报记者 齐林泉

北京有一所著名的“一零一中
学”，校名是郭沫若题写的。很多
外地人问，这是北京的“第101
所”中学吗？当然不是。“一零一
中学”的校名寓意“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正如校歌唱的那样：“一
零一，一零一，你是永不自满的象
征。”“一零一”表达着这所学校以
及这所学校师生永不自满、昂扬向
上的精神气质，更是对教育的目的
以及教育在人类发展进步中的价
值、功能与意义的生动表达。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表达
了教育活动“承前启后”的积极意
涵：正是经由教育，学生能够在短
时间内于知识、能力、精神境界等
方面达至人类已达到的“百尺竿
头”的高度，能够在离开校园进入
广阔社会实践以后，有担当、有使
命感、有责任心，也有能力去有所
创造、有所贡献，推动人类的“更
进一步”。而人类的每一次“更进
一步”，都汇入人类的总体成果
中，刷新着“百尺竿头”的标杆，
成为更年青一代学习和成长的精神
源泉。在这个意义上，“一零一”
最能说明教育的立场、目的与精
神，即“树人”“育人”。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表达
着年青一代的成长机制以及这种成
长超越个人的意义与价值。达到

“百尺竿头”，对学生而言意义非凡
——可以在短时间内吸取人类历经
千百万年实践探索的认识成果与精
神成果，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对民族、国家、人类而言，“百尺
竿头”是育人的重要指标，是人类
昂扬前行、继续发展的前提：即使
到达“百尺竿头”，也还需“更进
一步”；只有年青一代达到“百尺
竿头”，人类才可能“更进一步”。
人类的“更进一步”，并不是自然
而然坐等的结果，而是自觉努力地
昂扬阔步，怀着创新意识以及推陈
出新的能力与勇气、担当与责任。
而这些品质，正是年青一代在继承
人类历史实践成果过程中、在抵达

“百尺竿头”过程中培养形成的。
这个过程，主要是学校的教学过
程。

在人类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
难有不经过专门教学活动便拥有能
力去促进人类“更进一步”的人。
但是，现实中的教学又是各不相同
的。教学是怎样的，相当程度上决
定着学生是怎样的，决定着未来的
社会是怎样的。进步主义教育主张

“做中学”而忽视基础知识的学
习，难以迅捷地将学生提升到人类
实践（认识）的高度，难以帮助学
生具备从事社会实践活动的知识与
能力，空有一腔热情却无济于事。
传统教育主张在学校学好知识、打
好基础，只把掌握知识作为教学的
第一要务，没能在知识教学的过程
中，自觉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
践能力，以为学生只要掌握了知
识，就会自然而然拥有进入社会实
践的勇气、毅力、自信与能力。事
实表明，真正有意义的教学是促进
人的发展的教学。这样的教学，绝

不是片面化的只是知识传递与学习
的过程，更不是只要满足儿童兴
趣、只从事低水平摸索的个人经验
活动；教学活动的目的绝不是为了
将知识从一处“挪”至另一处，从
书本“挪”至学生的头脑里，也绝
不是为了让儿童换个空间自然自发
地生长。

作为培养人、促进人的发展的
重要活动，教学主要通过化解人类
历史认识与学生个体认识的差距，
去帮助学生能够作为主体去学习、
继承人类已有的社会实践（认识）
成果，在知识、能力、思维方式、
境界等各个方面达到人类已然达到
的高度。因此，经由教学，外在于
学生的人类实践（认识）成果能够
转化成为学生个人内在的力量；人
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式能够转
化成为学生认识世界、创造未来新
世界的重要方式；蕴含于人类知识
以及知识发现过程中的高级社会情
感、态度、价值观能够潜移默化地
成为学生个人对待世界、看待人生
的价值观。总之，通过教学，将人
类认识成果的精华，转化为年青一
代自己的鲜活的现实实践。在这个
意义上，教学的意义，就在于它能
够通过对人类历史实践成果的学
习，使每个年轻人能够进入到人类
历史长河中，了解人类过往的努力
与成就，帮助每个年轻人有能力、
有力量、有信心、有毅力去“接
力”人类实践的步伐继续向前，成
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推进人类历
史向前发展的主人。

培养这样的人，既是教学的根
本目的，也是教学存在的根据，同
时，也是教学不断改革改进的动
力。

不让贫困阻断儿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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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
国教师》杂志主
编。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教育
部课程教材工作
委员会委员。

郭华

近日，教育部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17年版）并于今年秋季开始执行。那么，学校对此该如何认
识与落实并积极应对其过程中方方面面的挑战呢？为此，我刊热点观察栏目特辟“推进学校落实高中新课程方案和标
准”系列，邀请名家进行专业解读并探讨学校落实的方法与途径。 ——编者

热点观察
推进学校落实高中新课程方案和标准①

名校现场

每每到了期末年末，优秀、模
范、先进、标兵等的评比如火如
荼，考绩表也需要在学期结束前的
几天甚至是前十几天上交。但有一
种怪象却在评比的过程中屡见不
鲜。在一些学校的评比中，教师的
教学成绩在评比中并不起作用，那
些在课程创新上花费了心思、兢兢
业业的教师反而在这样的评比中处
于弱势地位。

长期以来，教师评比制度在学
校管理中发挥着正向激励的作用，
但由于一些学校管理的不科学，评
比制度要么形同摆设，要么存在着
严重漏洞，不正之风因此乘虚而
入。领导好恶、人情关系等，形形
色色应有尽有，并呈愈演愈烈之
势。如果校长对此呈放任态度，那
就会让这些不健康的、庸俗的因素
在评比中起着较大的甚至是决定性
的作用。在工作中勤勤恳恳的“老
黄牛”型的教师，由于疏于此道，

就会在评比中吃亏。如此下去，教
师们怎能专心安心于教育？教师们
的态度价值观怎能不扭曲？教育质
量又该如何得到保证与提升？

其实，教师们心里都有一杆
秤，而维持好这杆秤的平衡，就需
要校长让公平效率充分发挥指挥棒
的作用，这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
发点与落脚点。因此，学校在评比
工作中需要不断完善制度，更需要
按制度不折不扣地去兑现。要以实
际教学成绩、工作态度等大量的事
实为依据，阳光透明；同时，也要加
强对于评比工作的监督，尤其是基
层教师的民主监督不能形同虚设。
只有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评比，才是
科学的评比，才能移除滋生不正之
风的温床；也只有让兢兢业业获得
嘉奖，才能让教师凝神聚气，实现学
校教育工作真正的提质增效。

（作者单位：河南省洛阳市宜
阳县香鹿山镇赵老屯小学）

科学的评比更“提气”
刘根旺

开栏的话

在新时代，中
小学如何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化教育改革，加
快教育现代化，努
力让每个孩子都能
享有公平而有质量
的教育？又如何适
应今天教育发展趋
势，打造新时代的
学校教育？为此，
我刊开辟“名校现
场”栏目，着眼名校
具体的实践探索，
现场呈现他们的创
新成果，从而给予
全国广大中小学的
改革与发展以引领
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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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自己设计图书交易广告板招徕“顾客”。 徐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