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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聚焦课改前沿 引领专业成长

“文革”结束，邓小平同志一复出
就自告奋勇管科教工作。他以马克思
主义者的非凡胆略和科学态度，把推
翻“两个估计”、充分肯定新中国成立
17 年的教育工作、肯定知识分子是工
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拨乱反正和解
放思想的突破口，并作出了恢复高考
招生、编写全国通用教材、增派出国留
学人员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正是因为
小平同志着力抓教育、抓教材，才使得
教育事业气象一新，教材工作得以拨
乱反正，并很快编辑出版了新的教
材。小平同志对于中小学教材建设十
分重视，不但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而且
亲自抓教材重建工作，形成了完整系
统的教材建设思想。在纪念我国改革
开放 40 周年之际，重温小平同志关于
中小学教材建设的论述，对于推进我
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仍有着重
要的指导意义。

“教材，这是个关键要紧
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
人高度重视中小学教材建设。新中国
成立之初，党中央和政务院决定成立
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为全国中小学
生编写出版教材，并由著名教育家、出
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担任首任社长和
总编辑。毛主席亲自为人民教育出版
社题写社名。1953 年，毛主席还责成
有关部门从全国调集专家学者和知名
教师，加强人教社教材编写力量。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百业待
举。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关
键是科技现代化。科技要上去，人才
是关键。人才的培养，教育是基础，基
础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抓好基础教
育，提高教学质量，“关键是教材”。他
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的教育受
到了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学生学习
质量降低，教材水平大大降低，使我们
的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受到相当大损
失。现在打倒了‘四人帮’，就有可能
真正按照毛主席的道路走了。要提高
教材质量，现在是认真研究的时候
了。”“我们要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
先进水平，不但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
量，而且首先要提高中小学教育的质
量，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
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
内容。”“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
的关键。”“这是个关键要紧的事情。”

小平同志不仅从战略高度认识教
材的重大意义，而且亲自抓拨乱反正
时期的教材重建，积极推进各项工作
的落实。他说：“现在比较急迫的问题
是教材问题。”“看来，教材非从中小学
抓起不可。”在他的有力推动下，1978
年3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和出版局关
于教材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的报告，恢
复了教材编审体制和出版发行办法。
在邓小平关于教材建设思想指引下，
我国中小学教材事业迅速步入正规化
和科学化轨道，为拨乱反正、正本清
源，提高教育质量、稳定社会秩序立下
了不可低估的功劳。

“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
设想我们国家可以没有统一
的中学教材”

中小学教材统一，是新中国各项
建设的新政之一，也是我国社会主义

教育制度的优势。十年浩劫，教育是
“重灾区”，学校制度和教学秩序完全
被打乱，教材则各自为政，编写的“革
命教材”五花八门，教学质量严重下
滑。十年动乱后的第一套全国中小学
统编教材，就是在小平同志亲自领导
下完成的。从调人员、找房子，到引进
外国教材、亲自看简报、作指示、接见
编写人员。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
高度重视、亲自领导，“十年动乱”后的
第一套全国中小学统编教材是不可能
在短时间内成功问世的。

统编中小学教材,是小平同志的
一贯主张。早在 1958 年，他在中共中
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就指
出：“教育部要管教材，不能设想我们
国家可以没有统一的中学教材。”1977
年7、8月，小平同志几次提出要编写全
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并要求 1978 年
秋季新生入学时要用上新教材。他强
调：“教材很重要，要统一教材。”在小
平同志的直接推动下，1977 年 9 月国
家召开了“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
会议”，确定编写“文革”结束之后的第
一套全国通用教科书，并从全国各地
选调一大批专家学者和优秀教师，以

“全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
义，集中在北京全力以赴编写通用教
材。1978 年 9 月，全国中小学如期开
始使用新编通用教材，也即人教版第
五套教材，学校教学秩序步入正轨，迅
速改变了我国中小学教材短缺和混乱
不堪的局面。

关于如何管理好教材，小平同志
也有具体的意见。他说：“中小学教材
可以组织各地去编，不一定要教育部
自己关起门来搞。教材、教育制度，教
育部要出主意、提方案，还要注意抓典
型、总结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要像
下连队当兵一样，下去当‘学生’，到班
里听听课，了解情况，监督计划、政策
等的执行。”

“编好教材要有足够的
合格人力加以保障”

“文革”期间，编教材的全国性机
构和人员都没有了。“文革”后，加强教
材机构和队伍建设，既是解决教材散
乱落后、提高教学质量的迫切需要，又
是尊重教材建设规律、调动教材编写
人员积极性的客观要求。1977 年，小
平同志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
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针对当时中
小学教材建设的专业队伍散落四处的
状况，他果断指出：“以后就拿新教材
上课。要组织一个很强的班子编写大
中小学教材。”1978 年 2 月 10 日，他在
教育部党组《关于请调教材编辑出版
干部的报告》上批示：“编好教材是提
高教学的关键，要有足够的合格人力
加以保障。”根据小平同志批示，教育
部从全国各地抽调了 200 余人，以“全
国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会议”的名义，
按中小学各个学科，分 12 个编写组开
始工作，并且按照其指示要求，教育部
和北京市委为这些教材编辑者找安身
之地，先后住进了西苑饭店和环境更
幽静的香山饭店。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全面展开，中小学教材建设也步入正
轨。大家认识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一流教科书不可能“毕其功于一
役”，既要有“教材会战”的搏命精神，
也要有长期的研究实验和扎实的学术

积淀。为了让中小学教材编写更好地
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1983 年 6
月，教育部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
与人民教育出版社是一套机构、两个
牌子。小平同志日理万机，但在百忙
当中，为课程教材研究所题写了所
名。这体现出小平同志对教育科研和
中小学教材建设事业的高度重视和殷
切期望。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后，在
小平同志题词激励下，根据国家现代
化和教育事业建设的需要，结合基础
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发展的实际，不断
加强国内外合作，广泛联系各学科专
家和全国广大教师、教研员，深入开展
了一系列课题研究，成为课程教材建
设的国家队和主力军，为多套中小学
教材的编写编辑奠定了坚实基础，同
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教育学科课程
和教材领域的领军人物与著名专家。

“教材要反映出现代科
学文化的先进水平，同时要
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小平同志先后对教材编写提出了
许多重要的意见，切合教材编写的特
点和规律。归纳起来，主要有五点：

一是教材的完整性——“一系列
东西都要反映在教材里面”。教材是
一门课程的核心教学材料，是教师讲
授的重要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的主要
载体，所以首先要尽可能全面地反映
该学科的系统知识和完整内容。这应
该是教材编写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小平同志 1977 年在谈到军事教材时
就明确指出:“教材的内容，要使学员
懂得敌人，懂得自己；要重视我们自己
的战争经验；要有现代战争的知识，坦
克、飞机，天空、地面、海上，诸军兵种
联合作战，等等。总之，一系列东西都
要反映在教材里面。”而且，他还指出，

“劳动也是教学，是政治思想课⋯⋯学

校要把劳动定到课程中，每周规定半
天。”“要恢复对学生课外活动的指导，
增长学生的知识和志气，推动学生的
全面发展。”

二是教材的先进性——“编写教
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西。”邓
小平认为，只有“用先进的科学知识充
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才能“提高中
小学教育的质量”，并“在科学技术上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小平同志在同
教育部负责人的几次谈话中反复说
道：“从最先进的东西教起，一开始就
启发学生向着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

“编写教材，一定要吸收世界先进的东
西，洋为中用，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

“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你们可以
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
中去”。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中央在
外汇十分紧缺的情况下，拨给教育部
10 万美元专款购买外国教材，供教材
编写和编辑人员研究借鉴。后来，小
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著名论断，可以说
是他关于“教材要反映最先进的科学
知识”这一思想的升华与发展。在新
世纪，“三个面向”不但是中小学教材
编写的重要原则，而且还成了国家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导思想。

三是教材的适应性——“结合我
们自己的实际编好教材”。小平同志
一贯认为，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一定
要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具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课程教
材建设也是如此，一定要考虑中国的
国情、教情，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和辉煌历史等。1977 年 9
月，小平同志在同教育部几位负责人
的谈话中说：“我看了你们编的外国
教材情况简报。看来，教材非从中小
学抓起不可，教书非教最先进的内容
不可。当然，也不能脱离我国的实际
情况。”既要“进口一批外国的自然科

学教材”，又要“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
编出新的教材”。

四是教材的可接受性——“按照
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用先进的
科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
教材内容的选择应符合课程标准的要
求，体现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规
律，有利于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
验，这历来是教材编写的一个重要原
则。小平同志认为，既要“用先进的科
学知识来充实中小学的教育内容”，又
要“按照中小学生所能接受的程度”编
写教材。他说：“学生负担太重是不好
的，今后仍然要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
和纠正。但是同样明显的是,要极大
地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没有‘三老四
严’的作风，没有从难从严的要求，没
有严格的训练，也不能达到目的。”因
此，教材的内容、分量和进度一定要适
合学生的学习，是他们所能够接受
的。否则，教材编写不符合学生的认
知规律和需要，再好的教本、再正确的
理论，都难以发挥作用。

五是教材的简洁性——“中小学
的教材要精简，大学的教材也应精
简”。邓小平说：“教育工作基本方针
就是遵照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去做。对
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要准确地、完
整地去理解和贯彻。比如教材要精
简，一是简，二是精。简得没有内容
了，就丢了这个精字；简，不能降低
质量。现代自然科学一日千里，教材
要做到精，就要合乎现代科学的发展
水平，要用最新的科学知识来教育青
年。”中小学的学科不等同于科学，
一门学科的教材也不是那门科学著作
的缩写或简化。因此，“编教材不能
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叶圣陶语），必
须科学地合理地选择和组织，就像蜜
蜂那样吸收百花精华，通过自己的劳
动酿出蜜来。

（作者系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

编好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邓小平同志关于中小学教材的论述

郭戈

北 风 可 劲 地 吹 ， 大 雪 也 下 得
紧 。 我 掏 出 钥 匙 ， 打 开 楼 道 单 元
门，刚要向里迈，一抬头，见一对
小情侣正打算走出来，我忙不迭地
说了句“你们先走”，便退了回来，
站在一旁，给他俩拉着门。男的边打
手机边走了出去；女的跟在后面说着

“真冷啊”也走了出去。我，一个年
龄比他们大得多的长者，拉着门目送
他俩融进漫天大雪里⋯⋯此时，身上
的寒冷早荡然无存——它已深深扎进
我的心里。

我并不是那种付出就得要有回报
的人，但是，这对小情侣，说声“谢
谢”总是应该的吧？

由此，我想到了清华大学彭林教
授的“现身说法”：彭老师去给一群
大学生上课，讲课前先鞠躬施礼，学
生竟无一人还礼；一连几天皆是如
此。后来彭老师相机“点化”，学生
面貌焕然一新。

孩子 （学生） 缺乏基本的文明礼
貌，怨谁？与家长肯定有一定关系，
但更多的育人机会却是掌握在传道授
业解惑的教师手中，而在现实中，教
师们更多地关注“授业”，似乎“传
道”是别人的事，与己何干？

一次，学生课上玩手机，被我逮
到。我把手机暂时没收了，放进办公
桌抽屉后，由于急着去干另一件事，
便没来得及上锁。回来一看，手机没
了，把我吓出一身冷汗，要知道，这
手机恐怕够我半个月的工资。

找来玩手机的学生一问，还好，
学生承认是自己拿回去了。怒火中烧
的我稳定了一下情绪，说：“手机你
可以先保管好，也允许你今天课下使
用，不过我有个条件，你得上网帮我
查个案件的处理结果。”这大大出乎
学生的意料，他先是惊讶，随后竟高
兴地蹦了起来，说：“老师快说什么
事。”“是这么回事，前几天，我的一
个亲戚交通违章，车被扣了。他趁人
不注意，晚上去停车场偷偷把车开回
了家。你到网上查查，这样做没什么
事吧？”我试探地问。“老师放心，保
证完成任务。”这个学生还沉浸在喜
悦中，竟没从我随机编造的故事里听
出话外音来，直接蹦出了办公室。

下午大课间，学生把手机、检讨
书摆放在我面前，没了上午的高兴劲
儿，只是恭敬地站在我旁边。检讨书
的内容，除认识到上课玩手机的错
误，还有这样的话：“偷偷拿走手
机，往轻里说是对老师不尊重，往重
里说就是盗窃。”“你认识得很深刻，
检讨书留在我这儿，毕业那天你再来
取回去。手机你拿回去，老师相信你
会像检讨书上写的那样处理好的。”

从这件事起直到毕业，这个学生
再也没在学校因为玩手机而违纪。

我想，凡事好为人师自然不好，
但既然“为人师”，“正人”就在一瞬
间，举手之劳，又何乐而不为呢？作
为教师，不管是不是班主任，就要像
彭林老师那样，在“授业”“解惑”
的同时，始终绷紧“传道”这根弦。
若此，起码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小青
年，难道还不会说声“谢谢”？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第七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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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安庆

本报讯（记者 汪瑞林）日前，
“2018 综合素质评价解决方案高峰
论坛”在清华附中举办。来自全国
24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教育局、教
科研机构以及人大附中、北京八中、
成都七中、南京师大附中、福州一中
等 125 所知名中学的代表共 300 余
人参加会议。

清华附中校长、国家教育考试指
导委员会委员王殿军，国务院参事室
特约研究员、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
主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
和，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专题研
究部主任王建分别围绕综合素质评
价解决方案的整体设计、教育功能以
及政策导向作了主题演讲。西安交
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訾艳阳、黑龙
江省教育厅基教二处副处长刘德宏

则分别从高校招生录取和区域教育
的角度阐释了综合素质评价的价值、
作用和实施策略。教育部在线教育
研究中心副主任于世洁分享了数据
驱动教育改革的新理念和新探索。

清华附中综合素质评价系统，是
在王殿军校长领导下、自 2009 年开
始研发的一套基于大数据的学生综
合素质生成性评价系统，并于 2012
年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软件学院、
教育研究院合作推出了实验版本。
这套系统采用学生自主上传、客观数
据导入、学校统一录入相结合的方
式，客观记录学生的成长经历。学
生、教育主管部门、教师、家长和社会
组织多元主体参与，通过 9 大模块、
46 个维度的内容进行评价，并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可因地制宜地调整模

块与维度。目前，该系统的 2.0 版本
在北京、贵州、青海等地投入实践应
用，受到广泛好评。清华附中的“基
于大数据的学生综合素质生成性评
价实践创新”亦获得 2017 年北京市
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在此次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
这套系统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能够为服务教育主管部门科学决策、
督促学校创造条件激励学生不断提
高综合素质，保障中高考改革方案的
落实发挥良好的促进作用。论坛上，
清华附中发布了最新的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系统3.0版本，同时发布了“教
师专业化发展记录平台”，通过该平
台，学校可以通过类似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的方式对教师进行评价和考
核，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综合素质评价解决方案高峰论坛举办
“教师专业化发展记录平台”发布

⦾⦾信息快递

本报讯 （通讯员 彭荣辉） 2018年
江苏省小语会学术委员会年会暨基于深
度学习的“12岁以前的语文”第六届全
国论坛日前在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举
行。与会代表除了江苏省小语会学术委
员会专家委员，还有来自安徽、北京、
福建、广东、湖北和江苏等16个省份的
小语教研员、校长、教科主任和一线小
语教师共计600余人。

本次年会及论坛活动，由江苏省小
学语文专业委员会和江苏省小语会学术
委员会指导，由全国“12 岁以前的语文”
联盟协会和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共同主
办。论坛围绕“传统经典”“现代诗文”和

“儿童文学”三大板块，分别由来自云南、
重庆、上海、福建、山东、江苏和北京等各
联盟学校的18位青年名师执教，呈现优
质课堂。来自江苏省小语会学术委员会

和南京市玄武区教研室的学科专家现场
进行了点评。

自 2011 年 5 月首次举办，“12 岁以
前的语文”论坛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全
国小语界有影响力的一项活动。经过多
年的实践与研究，“12 岁以前的语文”课
程研究先后获江苏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和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目前，全国已有 26
个省份的 200 余所联盟学校参与“12 岁
以前的语文”课题研究及教材实践。

“12 岁以前的语文”发起人、南京市
北京东路小学孙双金校长认为，12 岁以
前的语文，是童年的语文、积累的语文、经
典的语文、为孩子一辈子奠基的语文，举
办这样的论坛旨在促进各联盟学校对《12
岁以前的语文》这套教材的深入研究，加
强联盟校之间的协作交流，借以提升教师
的专业素养，让更多学生从中受益。

小学语文专家教师研讨“12岁以前的语文”

12 月 23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小学语文示范诵读库”第二批 100 篇音频教
材。诵读库由百余位播音员、主持人、录音师录制完成，涵盖教育部审定的全部中小学语文课文。图为段纯在发布会上朗
诵八年级课文《小石潭记》（节选）。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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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