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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校长周刊 实务·

学校要发展，教师最关键。怎
样才能激发教师的教育教学热情，
怎样才能最大程度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校本研修成为学校变革的第一
抓手。

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成
立于1964年，是北京市海淀区教委
所属的一所完全中学。2014 年 3
月，在北京市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大背景下，首都师大二附中由百年
老校首都师大附中承办，学校步入
快速发展期。也正是自那时起，学
校整体性、全方位的校本研修拉开
序幕。

激发动力，定位发展新方向

一所学校的改变，首先是教师
的改变；教师的改变，首先是评价
和激励机制的改变。2014—2015年
是首都师大二附中机制变革年，《工
资改革方案》《教师综合评价方案》

《教师职称晋升方案》《教职工岗位
聘任方案》 等一系列制度出台，激
励教师敬业进取，努力提升业务能
力和教育教学业绩。学校明确规
定，积极参加校本研修、教育教学
业绩突出的教师可以低职高聘，优
劳者优酬。激励机制的改变，激发
了教师队伍的研修内动力，学校教
育教学效果明显提升。2015 年，学
校中高考成绩在北京市所有承办校
中提升幅度最大。

2015—2016学年度，是学校的
文化建设年。认真梳理办学历史
后，学校提炼出自己的文化亮色，
组织干部、教师、学生、家长反复
座谈，引进专家团队帮助搭建文化
框架。最终，全校师生一致同意做

“弘美教育”，把“立仁弘美”作为
学校的核心价值追求。学校的办学
目标为“立仁书院，弘美花园”；育

人目标为“培养依于仁、志于学、
游于艺的俊美学子”。为实现学校的
办学理念，学校搭建起“管理文
化”“课程文化”“教师文化”“课堂
文化”“学生文化”“环境文化”等
六大实践体系。对学校文化的全面
梳理与构建，也为全校师生定位了
校本研修的大方向。同时，一批市
级课题的研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全
面带动了学校的发展，以此为“龙
头”，形成了多项不同层级的“弘
美”课题群和课题链，聚焦了学校
发展的关键问题和重要领域。

课程建设，拓展研修新领域

在“弘美教育”理念统领下，我
校课程专家团队搭建并逐步完善了

“三三三弘美课程体系”。横向分为
“立仁课程”“志学课程”“游艺课程”

三类课程群，每个课程群又分为基础
通修、拓展选修和进阶融合三个层
级，以实现“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
会生活”三大课程目标。

“三三三弘美课程体系”的构
建，为全校教师拓展了校本研修新
领域。各学科教师充分参与，成为
学校课程建设的研究者和创新者。

为构建学科课程体系，各部门
各学科教师学习研究教育理论、课
程标准，制定课程目标，开设校本
课程。“立仁课程”旨在教孩子“学
会做人”，以“参与实践”为主要方
式，使仁爱之心、感恩之情和家国
情怀植根于每个孩子的灵魂之中；

“志学课程”旨在教孩子“学会学
习”，通过基础通修、拓展选修、进
阶融合等课程形式，培养学生的人
文精神、科技能力和终身学习能
力；“游艺课程”旨在教孩子“学会

生活”，充分发挥学校作为北京市艺
术教育示范校的传统优势和底蕴，
打造出门类齐全、丰富多彩、选择
性强的艺体科技和实践课程，使每
个学生通晓一门或几门体育、科
技、艺术项目，培养他们健康生存
与生活、和谐发展的能力以及科技
素养、审美情趣等。

为实践学校弘美课程体系，各
部门各学科需要整合教育教学资
源，编写校本材料，制定课程评价
标准。在反复学习与研讨过程中，
学校 《中华旅游景观赏析上下册》

《高中语文现代文选读》《中国历史
学案》《数趣》 等 30 多本校本学习
材料精美呈现。在校本学习材料编
写过程中，各学科教师聘请专家指
导、组织学术研讨、修改完善，在
明确的编写目标和任务驱动之下，
校本研修质量不断提高。

专家资源，推高校本研修层次

学校是首都师范大学附中教育
集团校之一，学校教师充分享受集团
大教研的优势：共同备课、共同教研、
相互听课交流，集团内师徒结对等研
修形式不断提升着校本研修的质
量。高中化学教研组参加北京师范
大学组织的“高端备课项目”，教研组
整体教学能力明显提升。“弘美论坛”

“智美课堂”等校内教研活动形式多
样，精彩纷呈。学科研修特色突出：
专家引领，高层次；集团教研，多层
面；高端备课，树典型；校内研修，多
形式。目前学校专任教师 130人中，
硕士以上 28 人，特级教师 3 人，市区
级骨干教师达到35人。

首都师大二附中的校本研修基
于文化共识，基于制度保障，基于行
动研究。4 年多来，全校教师在国家
级刊物发表文章，获得国家、市、区各
类奖项共计 500 余人次。仅 2016 年
全校教师参与市、区级课题总计达
130 余人次，荣获市、区级各类教学
技能比赛奖项达 150 余人次。目前
学校共开发校本教学材料 30 余套，
学校组织教师从开发背景、课程性
质、课程目标、课程实施、实施效果、
管理与绩效评估、课程创新七个方面
对课程开发与实施进行梳理总结，并
结集为《校本研修——“弘美课程”之
拓展选修课程开发与实施》一书。

通过校本研修，教师的教育科
研意识被唤醒，学校也成为百姓向
往的热点学校，教育教学成绩实现
了跨越式提高。4 年来学校高中招
生录取分数线提升了 54 分，被誉为
北京教育“黑马”。弘美校园也成为
学生热爱的成长乐园。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
中学校长）

握紧学校发展的“金钥匙”
阮翠莲

当下，国家发展对教师的要求越来越高，
社会及家长对教师的挑剔也越来越多，而教师
自身专业的高度及长时间工作的性质，加上不
高的工资待遇，使很多学校都面临着教师辞职
或去私立学校赚取更多报酬的情况。我校也不
例外。我曾想，清华附小处在清华大学，清华
园的历史文化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应
该很吸引人吧？成立于 1915 年的成志学校、
而后成为清华附小的这所“小清华园”，在百
年发展史上一直承担着课程改革引领、公益服
务引领及价值观引领的重任，然而，这样强大
的文化氛围和历史积淀，也有年轻人、男教师
甚至管理者“跳槽”了。

此时，你是做人情领导、愿景领导、还是
行动力领导？

我开始在历史中、在人性中寻找凝聚教
师、吸引教师、厚植教师的力量或灵魂。我想
到了成志学校百年后的成志教育，让师生以此
为指针去成志。在国家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
求之下，结合清华附小教师现状，我从价值观
的塑造与认同入手，以学校百年来“成志教
育”的精神特质为引领，拟定了《清华大学附
属小学办学行动纲领》（以下简称 《纲领》）。
从自己任校长的第一年开始，通过学一学、议
一议、改一改、测一测、评一评的方式，逐年
与全体教职员工、家委会成员以及少先队大队
委一起进行纲领的修订、学习、反思和内化。
例如，对党员和 40 岁以下教师进行闭卷考
试，40 岁以上则是开卷考试，之后评一评、
青年教师五四青年节赛一赛，考试内容入口入
心入行。目前在我校形成了朗朗上口的 50 条
金句，我说上句，教师就能接下半句。例如，
不做漏气的发动机；学校第一，心往一块想，
话往一块说，劲往一处使；事情的发生不重
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反应；部门合作要“拧麻
花”，结果还要敢于“拧螺丝”；讲大是大非，
不讲是是非非；情绪是本能，而控制情绪则是
本领，等等。

至今，我们的 《纲领》 已修订了 8 年，成
为全体清华附小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语言密
码。在《纲领》指导下，学校管理的“神经网
络”也高效运行。例如“选择了清华，就选择
了一生的责任”这句，强调每个人的责任意识
——让自己成为别人的榜样，成为学生的审美
对象；每个人都是自己的领导者，也是学校某
一领域、某一项目的领导者。

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功能是激活每个个人
内在的潜能，让每个人都有斗志、都想赢。清
华附小没有绝对的领导者和权威，作为学校管
理者的最重要领导力就是将管理消弭在队伍
里，使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领导者”。而如何
激活每个人某一方面的“领导”潜能？如何保
证这些“领导”沿着正确的方向行使权力？其
依据就是 《纲领》 中大家共同遵守的价值观。
清华附小有着灵活的运行机制。比如，段长负
责制，将学校分为三个学段进行分权，决策下
移，减少行政关系。段长相当于小校长，拥有
管理年段教育教学、教职工聘任和考核、决定
本年段预算内经费使用等权力。这样，就能做
到在信息获取最充分的层级进行决策，使管理
高效运行。在清华附小，20 多岁的年轻人担
纲这一关键岗位早已不是新鲜事。再如，青年
教师担当“影子校长”，即让具备管理素养潜
质的青年教师阶段性担任管理者，体验、参与
学校的管理决策。我们用这样的实战培训方
式，给青年教师提供体验、管理、锻炼的平
台。通过这种深度参与，一方面深层次影响他
们的文化认同、教育教学乃至生活态度；另一
方面，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发现有管理潜
质的人才，为学校快速发展储备管理者力量，
甚至快速任用。

每所学校都有各种各样的琐碎事务要处
理。如何让校长从琐事中解放出来，思考学校
发展的战略和要务？我校已经形成了用 《纲
领》解决问题的工作方式：除了重大决策，遇
到问题无须“逐级”汇报，而是以《纲领》为
价值准绳，寻找解决方案。如果有教师工作上
出现松懈甚至敷衍，任何一位同事都可以引用

《纲领》的话劝诫。
实行价值领导是清华附小在管理上的一个

十分重要的特色和底色。我们强化使命责任，
激励教师成志，从价值认同到价值践行，因

“选择了教育，就选择了一生的责任”。同时，
教师主动向社区和家长传播成志价值观，让更
多人成为成志教育的“一致行动人”。价值领
导从根本上解决了包括管理者在内的附小教师
的动力问题，让管理和自我管理成为近乎“自
动化”的运行机制。教师们主动适应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提出的新要求，跟踪脑科学对儿童
认知规律的新发现，以更专业的职业素养和更
积极的心态从事教育。而作为校长的我，不再
是一个人的领导，也不是随便“领导”了，而
要在我们创建的价值密码里“对暗号”，寻求
解码器。

创建管理学校的
价值密码

名校长专栏
学校价值引领教育教学系列①

在以“讲学稿教学模式”而闻名全国的江苏
省南京市东庐中学，如今农村娃娃们已经全部用
上了平板电脑进行学习。从 1999 年使用纸质版
开始,讲学稿几经完善设计，到 2015 年实现了

“讲学稿+云互动平台”，创造出一种新的教与学
“生态环境”。

通过云平台，学生使用平板学习的方式呈现
多样化，大大提高了兴趣；通过课堂互动和课后
在线答疑，使学习变得无处不在；通过安装在各
班的数字化分布式自主学习管理系统，学生只需
刷卡就能打开书柜取、还自己喜欢的图书。图为
日前东庐的学生们在上语文课。

张元龙 摄

讲学稿插上
云互动“翅膀”

窦桂梅

清华大学
附属小学党总支
书记、校长、特
级教师，正高级
教师，教育学博
士。

办学亮点

画说学校

如今，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城
东小学的家长们只要在手机上登录
学校的微信企业号，在菜单中找到

“三有好学生评价体系”并输入学号
和登录码，就能及时了解自家孩子
在学校的所有动态。几年下来形成
的每个孩子成长记录的“完整版”，
相当于一份电子档案——我校利用
现代信息技术探索学生核心素养评
价，以大数据为背景的“三有好学
生”争章评价软件受到教师家长学
生的青睐。

智慧做评价 评价出智慧

评价不光是激励，更是一种方
向。全面深化学生评价改革，且让
评价过程可视化、数据化，让评价
的历程成为由全体学生共创生成的
一个新的学习场，是我校开发智慧
评价系统的初衷。

我们最大的难点是找到一个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科学的框架体
系。研发组欣喜地发现：我校提出
的“有爱、有梦、有才”三有好学
生育人目标正巧与 2016 年 9 月发布
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相吻合，

同时“三有”的培养目标还与学校
的学风不谋而合：爱，展现一个人
的视野与胸襟；梦，体现一个人的
精神和追求；才，反映一个人的实
力和潜能。于是，我们以“三有”
建立顶层设计，根据现有课程、活
动、竞赛、考试及展示等体系为基
础，围绕“一个核心”“三个维度”

“六大素养”“十八个基本点”，初步
形成了全新的评价体系轮廓。我们
对十八个基本点进行了分类、取
名，最终形成十八个章：有才系列

（国学章、孝德章、艺术章、表达
章、思辨章、慧玩章）；有梦系列

（阅读章、自省章、信息章、生命
章、自信章、自理章）；有爱系列

（诚信章、爱国章、包容章、服务
章、创新章、实践章）。

为了更好地推进这个评价体系，
我们开发了基于互联网+评价的“三
有好学生”评价软件。它利用大数据
采集，使用多样化、开放性的评价方
法和手段，对学生的争章过程进行成
长记录与分析。评价软件共有 18 个
章，每个章分成三个学段，多个“课
程”（任务）。学校的所有课程和活动
都融入到争章中，两年为一个周期，

每学期争 4—5 个章。教师、学生、家
长都是评价软件体系的成员：教师设
置奖章内课程及活动并发布任务，学
生及家长上传相关活动资料，系统及
奖章管理员进行打分，其中的资料还
可以自动转化成为学生成长电子档
案，相关数据直接导入学生素质报告
单。

避态度陷阱 变成真主动

为了共同设计开发好三有好学
生评价体系，全校 26 位老师组成了
一个团队，具体设定每一个“章”
的争创标准，再经过教育专家最终
敲定。六个年级分成三段，每段设
立具体的标准和要求，每个章都被
设计成孩子们喜欢的模样。根据教
学要求，学校在一个时间段，会让
学生进行有序的争章活动，每个学
生在两年时间内争创完18个章。

“三有学生”评价体系不仅是对
现有相关体系的有机结合，还致力
于今后的不断发展、双向互动。对
不同年级、不同学生有共同的标
准，也有差异化的要求。学生在评
价新体系的参与过程中，个性特长

能得到充分尊重。例如同样是艺术
章，其中就包含了音乐、美术、书
法，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自行
选择。

这样，家长通过手机端观看自
己孩子争章的过程，知晓孩子已经
获得了多少章、在班级中的程度等
等，而教师通过网页版统计数据更
可以迅速知晓每个孩子争章进程、
班级情况等，并据此对学生进行表
彰。通过这个体系，评价，真正从
空洞走向了真实，从被动变成了主
动，从而使工作更加有章可循、有
据可查。

展评学一体 素养全发展

“三有学生”评价体系集学校所
有课程、活动、竞赛、考试、展示
为一体，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将
简单的评价变成推动学生主动学习。

学生任何一项评价内容，都要
在评价软件上上传，考评者再对其
进行评价，实现了展评一体。同一
个班级里的学生，可以看到自己班
级中每一位同学上传的材料，展示
和学习融为了一体，由此构建和共

建了一个向同伴学习的新的学习
场。如平时的各项学科竞赛活动只
能单项评价，而通过“三有学生”
评价系统中的一些争章活动，原本
枯燥的竞赛变成展示、评比、学习
体验，既对学生个体进行了评价，
又使得学生在比较中提升。

学校进行过具体的计算，评价
工作也不会加重各方负担。家长所
要做的，就是根据学校发布的任
务，把代表孩子成长印迹的内容拍
个照，然后通过手机上的 APP 上
传，一年内预计总共上传不会超过
15 次；教师这样的上传一年内估计
会有 30 次左右；每一位学生，一年
内会有四五十条电子化的成长性关
键信息。这将构建起一名学生完整
的小学成长经历，比如每位孩子都
需过写字关，现在只需请家长把孩
子写好的字拍个照片上传，就能集
中进行展示。

在智能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下
力气打造智能化学习场，学校便能
真正实现珍重和滋养每一颗童心的
办学理念。

（作者系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城
东小学校长）

智慧评价：追求有境界的教育
林建锋

科 技 节 上, 同
学们体验空气炮弹
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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