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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部正式公布 《2019 年
度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
单》。这份仅包含 29 项全国竞赛的

“白名单”一经公布，就在中小学生竞
赛圈和培训圈中引发了“地震”。这份

“白名单”体现了教育部门在坚决维护
广大中小学生教育权益的同时，兼顾
维护竞赛活动组织者的合法权益，其
合法合理合教育性跃然纸上。

出台这份“白名单”的初衷十分
清晰明确。按照教育部规定，这份

“白名单”每年动态调整一次，“白名
单”以外面向中小学生的所谓全国性
竞赛活动均不合规，教育部将通过调
研、巡查、接受举报等方式强化对竞
赛活动的监督检查，对违规举办的将
严肃处理。根据此前教育部颁布的

《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管理办法 （试行）》 规定，就是要坚

决治理各类违规竞赛活动，切实减轻
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为中小学
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实际上，规范有序的竞赛对学生
的成长以及选拔培养一批具有发展潜
力和综合素养的后备拔尖人才，具有
一定意义。但是近年来，由于各方面
原因，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乱象
丛生，出现“尾大不掉”之势。一些
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面向中小学生
开展了诸多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竞
赛活动，由于缺乏规范和管理，各类
竞赛造成了中小学生过重的课外负
担，严重影响了中小学校正常教育教
学秩序。有的家长出于子女招生升学
等功利目的，对参加各种竞赛活动不
计成本，不惜重金求奖，最终对这些
竞赛活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教
育生态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严重

违背了竞赛的初衷。
此次教育部正式规范面向中小学

生全国性竞赛活动，可被视为治理各
类违规竞赛活动的雷霆行动。教育部

“白名单”上的竞赛分三类：科技创新
类、艺术体育类、学科类，其中学科
类的赛事全部只面向高中生，可谓真
正地“缩水”“瘦身”，与教育部此前
给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的精神完全
一致。其真正目的不仅如此，而是让
各类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回归本
位，发挥竞赛的综合育人功能，杜绝
把竞赛仅仅当作招生入学的“敲门
砖”“入场券”。

治 理 面 向 中 小 学 生 的 全 国 性 竞
赛，不能把眼光停留在入选的竞赛活
动数量多少、类别变化等方面，而是
要深入考虑竞赛对于学生全面健康成
长的意义，认真考虑竞赛对于教育综

合改革的深远意义所在。没有入围的
竞赛活动组织单位要深入反思，即使
历经多道门槛最终得以入选的竞赛活
动组织单位，也同样要引以为戒，要
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和质量观，扭转不
科学的价值导向，在更好地发挥竞赛
的育人功能上下足功夫。

规范和治理学生竞赛工作任重而
道远，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各项制度
建设、创新管理手段。要引导竞赛组织
者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建立立德树
人落实机制，改进和完善竞赛行为，规
范、科学、有序、高质量地开展竞赛活
动，促使竞赛活动更加符合教育规律，
更加符合人才成长规律，更能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给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和时代新人们撑起一片蓝天。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基础教育研究所）

发挥竞赛的综合育人功能
陈如平

为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
重问题，教育部先后出台 《关于切
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
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关于规范管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
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表彰等活动的
公告》（简称 《公告》）《关于面向
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
法 （试行）》（简称 《办法》）。系
列“组合拳”按照“外部整治、内
部规范，从紧从严、逐步推进”的
策略，既直击学生负担之痛点立即
整治，又尊重客观规律循序渐进，
既坚持了全面系统的思维，又抓住
了矛盾的主要方面，以重要领域和
关键环节的突破带动全局。从基层
反映来看，这些重要政策的出台和
整治行动的推进，无疑是顺乎民
意、大快人心的。这次教育部办公
厅发布竞赛项目“白名单”，确定
29 项竞赛为 2019 年度面向中小学
生开展的全国性竞赛活动，为教育
系统开展竞赛活动定向瘦身，笔者
作为基层教育工作者为“白名单”
的及时发布真心点赞。“白名单”
与前期发布的 《公告》 和 《办法》
一起，必将建构起门槛高、要求
严、原则强、纯公益、可操作的竞
赛规范管理体系，切实扭转不科学
的教育评价导向，大大减轻中小学
生课业负担，有力促进学生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强调，要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
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既要重
视知识的宽度，也要重视学习的深
度。毫不避讳地说，竞赛肯定是检
验学生“知识的宽度”“学习的深
度”的有效路径，是培养学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载体。我
想，教育部连续发布 《公告》《办
法》 和“白名单”，实施规范竞赛

“三连招”，根本目的并不是舆论夺
人眼球所言的“禁赛”，而是让竞
赛“洗尽铅华呈素姿”，回归到竞
赛的原本价值上来，回归到教育的

“立德树人”导向上来。
让竞赛素面朝天，务必要斩断

外部的“利益链”。马克思在一百
多年前曾说过，当利润达到 10%
时，便有人蠢蠢欲动；当利润达到
50%的时候，有人敢于铤而走险；
当利润达到 100%时，有人敢于践
踏人间一切法律；而当利润达到
300%时，甚至连上绞刑架都毫不
畏惧。中国教育学会统计数据表
明，我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的市
场规模超过 8000 亿元，参加的学
生达到 1.37 亿人次。这样的市场
规模，让社会资本趋之若鹜。利益
驱动导致行业的无序发展和野蛮生
长，“良心的行业变成了逐利的产
业”，在不少大城市出现竞赛与入
学挂钩、竞赛与培训捆绑，原本以
选拔个性特长学生为目的的竞赛不
再是“奥运会”，而成为“全民运
动会”，就不足为奇。去年 9 月份
出台的 《办法》 突出强调“公益
性”“零收费”“不培训”“无附
加”，让竞赛变得纯粹，再加上社
会培训机构整治力度不断加大，这
些有力举措必将有助于竞赛环境的
净化和全民喧嚣的“退烧”，有助
于让竞赛回归应处的轨道。

让竞赛素面朝天，务必要尊重
学生的“选择权”。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加快建成适合每个人的教
育，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
趣特长、不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
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竞
赛功能被无限放大，归根结底是

“唯分数论”思想在作祟。这反映
了当前教育评价导向出现了较大偏
差，学生多样化选择的权利没有得
到真正尊重，个性化发展的需求没

有得到充分满足，教育的“指挥
棒”在中小学实际上还是考试分
数，还是升学率，这就逼迫学生在
考场上“奋力拼杀”“背水一战”。
各地各校在执行 《公告》《办法》
过 程 中 ， 不 能 满 足 于 “ 禁 ” 和

“堵”，还要强化“导”和“疏”，
要开发实施多样化、可选择的特色
课程，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独一无
二的个体，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灿
烂阳光。

让竞赛素面朝天，务必要摆正
家长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第一”，突出
强调了家长在教育中所处的重要地
位。但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减
负、社会增负，学校减负、家长增
负”的“囚徒困境”愈发明显。一
方面，家长对于孩子所承受的学习
压力有“切肤之痛”，另一方面，
又在众人裹挟之下，无奈加入奔走
于各类竞赛培训班的滚滚“洪流”
之中，成为学生课外负担不断加重
的主要推手。政府要通过政策引导
和制度建设，干预、纠正现实社会
中的集体无意识，让家长的教育价
值观回归理性。最近，江苏省正在
研究制订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
例，进一步明确家庭、社会、学
校、政府的家庭教育职责，不断加
快家庭教育法制化进程。地方教育
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切实担负起
支持、服务、指导家庭教育的责
任，利用家长委员会、家校共同发
展委员会等平台，大力宣传普及

“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促
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等教
育理念，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人才
观和成才观。

竞赛治理是系统工程，家庭、
学校、政府、社会都要负起责任，
谁都不是旁观者和局外人。只有各
方都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相互协
作、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建立起回
归教育、风清气正的竞赛生态环
境。

（作者单位：江苏省泰州市教
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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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爱国

教育部向社会公布的 《2019 年度
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名
单》，仅包含 29 项竞赛活动。消息一
出，此举广获点赞。应该说，这是教
育部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
育大会讲话精神推出的又一项实招，
也是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校、学生及其
家庭过重负担拿出的又一项硬招！

近些年来，强大的利益驱动让各
类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名目繁
多、良莠不齐。媒体曾披露有的省域
内各级竞赛活动多达 500 项以上。其
中，不乏一些导向正、质量高、信誉
好的项目，但不少赛项存在不同程度
的超标超前、强化应试、过度逐利等
问题，甚至还和一些学校招生入学、
校外培训暗中关联，直接导致了家庭
和学校在“剧场效应”中难以自拔，

严重违背了中小学生成长规律。总体
上看，这些数量过多过滥、管理缺位
失范的“赛”现象，让校园难安静、
家长难安心，成为罩在中小学生头顶
的另一重“雾霾”。

从去年 9 月出台 《关于面向中小
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 （试
行）》，到近日公布赛项评审结果，公
众或能从这样的节奏和力度中，感受
到教育部在这场“雾霾”治理仗中的
立场和意志。教育部真要在这样的

“利益丛林”里削枝除蔓，其面临的挑
战和压力是可以想象的。

治理面向中小学生竞赛活动，是
从国家到地方的一项系统性工作，教
育部率先为各省、市、县教育行政部
门作出了榜样示范。社会各方尤其是
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能从教育

部这份竞赛活动“清单”及其相关规
范中，强烈感受到国家要传递出的重
要信息：一是必须坚持正确导向，一
切竞赛活动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规
定，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教
学规律和青少年成长规律，体现发展
素质教育要求，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
长、全面发展；二是必须坚持严格管
理，从严控制竞赛活动总量，从严限
制学科类竞赛活动，从严规范竞赛活
动面向学段，从严规范竞赛活动命
题，从严规范竞赛成绩的呈现与使用
等；三是必须坚持公益性质，不得以
营利为目的，不仅比赛本身要坚持

“零收费”，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向学生
和家长转嫁活动成本，或通过组织培
训、推销或变相推销资料、商品等方
式搞“体外收费”；四是必须规范结果

使用，特别是通过严格监管让竞赛结
果与中小学招生入学真正“脱钩”。

发布这份竞赛活动“清单”是一
个重要节点，标志着国家全面治理面
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转入“下半
场”。在教育部主导下，地方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如何扛起责任、抓好落实，
这是治理工作的主体和关键。对列入

“清单”的各级竞赛活动全过程监管，
对“清单”之外竞赛活动的有效禁
止，需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层层压实
责任，需要各中小学校真正当好监督
哨所，需要社会各方积极参与监督。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定方向、上
下勠力，一定能够营造出一个积极促
进中小学生全面健康成长的教育竞赛
环境。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教育局）

协力营造积极健康的竞赛环境
戴兴海

近日教育部发布的面向中小学生
的全国性竞赛活动清单，对去伪存
真、抑制功利、回归教育本源，意义
重大。

学生、家长、教师“苦竞赛”久
矣！竞赛本无罪，科学、合理的竞赛
活动对培养中小学生的个性特长确有
作用，但是变了味的竞赛害人不浅。
较长时间以来，面向中小学生的各种
竞赛活动名目繁多，良莠不齐。由于
缺乏严格规范和有效管理，有的未经
备案或审批擅自组织开展，有的与招
生入学挂钩，有的借机推销教辅、书
籍、商品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中小
学生过重课外负担的推手，扰乱了中
小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和招生秩序，
加重了家长的经济负担，破坏了教书
育人良好生态。甚至一些学校把竞赛
作为体现业绩的“帽子”与“贴金”
逐利的工具，将之开辟成“应试”的
新战场。治乱必用重典，教育部的举
措打中“七寸”，必然带来教育的绿水
青山。

教育是立德的净土、学校是树人
的圣地，需要办学者、教学者心无旁
骛，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重托，公平对待每一名学生、促进每
一名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引导学生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
增强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
与职业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结合新时代的新要
求，要完成好这一根本任务，需要遵
循规律、潜心育人。《关于规范管理面
向基础教育领域开展的竞赛挂牌命名
表彰等活动的公告》（简称 《公告》）

《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
管理办法 （试行）》（简称 《办法》）
及“清单”这一套“组合拳”，将让面
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得到全面规
范，中小学校内外的育人环境得到进
一步净化和优化。2018 年 2 月份发布
的 《公告》，明确了面向基础教育领域
竞 赛 活 动 的 管 理 主 体 与 基 本 原 则 。
2018 年 9 月份发布的 《办法》 则更为
具体地从申办条件、认定流程、组织

要求、日常监管等方面进行了约束，
使面向中小学生的竞赛活动“有法可
依”，建立起规范管理的长效机制。本
次“清单”的发布，“晒”出了面向中
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目录，各级
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有了刚性标准，
不符合要求的便没有了“市场”。29项

“清单”使中小学生和家长选择正规的
科技创新类、学科类、艺术体育类全
国性竞赛活动有了权威的指引，竞赛
活动的育人功能将得到有效发挥。随
着这些制度和机制的落实，基础教育
必将扫除“雾霾”，呈现出新时代立德
树人新气象。

刚 性 规 范 是 标 ， 真 正 做 到 不 反
弹、持久化，还要在治本上发力，靠
改革创新来正本清源。多年来，潍坊
市坚持发展素质教育不动摇，坚持立
德树人不停步，开齐开足各类课程，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大力推动德育课
程一体化，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同时
采取“底线+创新+满意度”的组合
拳，改革对县市区、学校、教师、学

生的评价机制，实行多把尺子评价，
推进教育质量综合评价和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升学、考核评价、评优树先
等全部与竞赛活动脱钩。建立部门协
同、综合施策系列机制，严格规范竞
赛活动审批流程和竞赛数量，保障阳
光公开、公平公正，效果显著，出现
了“负担相对较轻，质量高位运行，
群众满意认可”的良好局面。

全面规范管理面向中小学生的竞
赛活动，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和中小学
校主动作为。应参照制定区域内的管
理办法和清单，形成长效机制并严格
落实。应公开举报电话，接受社会监
督。同时，要加大宣传力度，形成共
识，凝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做好规
范管理工作。中小学校要引导好中小
学生参加纳入清单管理的竞赛活动，
将其作为立德树人、发现和培育孩子
个性特长的平台与载体，通过参加竞
赛活动，培养综合能力与创新思维，
增强综合素质。

（作者单位：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

为规范管理竞赛活动点赞
徐友礼

尚美创新为栋梁

苏州市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芳
香教育”教学理念的确立，得益于三
个“基础”：地域性特色文化的基础，
优美芬芳的校园环境基础和艺术教育
的特色化课程基础。

采香浥秀
凸显地域性特色文化

经过 20 多年探索实践，学校书画
教育成果颇丰，频创佳绩。该校学生
在全国“双龙杯”“天虹杯”“星星河
杯”等全国中小学生书画大赛中屡获
金、银、铜奖。2008 年成立的“采香
少年宫”，借助当地特有的人文资源，
开设书法、国画、扇绘、藤编等 20 多
个艺术社团，满足乡村孩子个性发展

需求，并于 2012 年被命名为“全国乡
村学校少年宫”。

2012 年 2 月，借助“中国笛箫第
一人”、中国音乐学院张维良教授这一
人文资源，把竹笛艺术引进校园，被
吴中区教育部门命名为首批“张维良
竹笛艺术培训基地”。与此同时，该校
成立竹笛艺术培训班，由中国音乐学
院的优秀毕业生常驻学校悉心辅导。
在江苏省“小茉莉花”青少年竹笛比
赛中，该校学生连续多届摘得金奖。

美境生香
建设更美校园

胥口中心小学占地 66 亩，建筑面
积达 44288 平方米，拥有惟美楼、惟
新楼、至韧楼、至恒楼、至真楼。校
园环境优美，绿树成荫、鸟语花香，
人文景观恬静，置身其中令人心旷神

怡；教学设施良好，200 米的塑胶跑
道、古色古香的书画室、设备齐全的
篮球馆，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广
阔的空间。整个校园是典型苏式香山
帮建筑，线条分明、布局合理，使人
一踏进学校就产生一种舒适的感觉。
典雅的采香美术展览馆，陈列着历届
学生的优秀书画作品；优美的阅览室
为学生读书学习提供了舒适的环境氛
围；偌大的报告厅，可以开展各类教
育活动。

芳香润品
研发艺术教育特色课程

胥口中心小学构建了整体课程框
架，形成了多元开放的课程体系，开
发了“芳香德育课程”“芳香拓展课
程”和“芳香兴趣课程”三大类校本
课程，共涵盖竹笛、国画、书法、经

典阅读等校本课程项目 30 多项。先后
编撰了 《文化胥口》《硬笔楷书字帖初
级教程》《竹笛意趣》《芳香德育》 等
校本课程教材，为学生全方位、高素
养地成长和学校艺术特色教育的可持
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充分关注学生的德育发展，
通过国旗下讲话、主题班队会、心理
教育周、校园电视台、雏鹰争章等活
动，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爱国主义
教育、法制教育，丰富学生课余生
活，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

学 校 重 视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 坚 持
“德才兼备、以德为本”的培养方向，

通过研磨课堂教学、听课评课研讨、
外出观摩学习等多元多维的学习渠
道，开阔教师的视野，持续提升教师
的教学水平。

学校重视家校合作共育氛围的营
造，通过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家长开放

日活动、八礼四仪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等，进行家校共育，提高教育的实效。

学校坚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健
康第一”教育理念，响应“足球从学
校抓起”的号召，于 3 年前成立男女
足球队。3 年的艰辛努力，3 年的风雨
兼程，在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共同
努力下，胥口中心小学获吴中区足球
特色学校荣誉称号，被评为吴中区仅
有的一所 2017 年苏州市青少年校园足
球年度最佳示范学校。

铸就胥口中心小学独树一帜的艺
术特色教育品牌。学校以“芳香德
育、芳香课堂、芳香管理、芳香师
生”为奋斗目标，坚信芳香教育的理
念能帮助学校成长为苏州市、江苏
省，乃至全国一流的品牌特色学校，
为最终实现“教育强国”战略添砖加
瓦。

（刘 佳 王丽丽）

文化立人逸芳香 惟美惟新铸栋梁
——记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胥口中心小学

苏州太湖之滨，胥江河畔，素有
书画之乡美誉的胥口镇，坐落着一所
尚美氛围浓郁的艺术特色学校——胥
口中心小学。建校105年，学校秉
承“芳香育人”的教育理念，立足
“惟美惟新”的校训和“敬勤精进”
的办学精神，精心打造“芳香润品”
特色课程，立志为党和国家培养“德
美智优体健趣雅”的高素养栋梁之
材，落实“立德树人，以美育人”的
教育方针。

学校曾荣获江苏省艺术特色学
校、江苏省美术教育科研基地、苏州
市艺术教育优秀学校、苏州市特色文
化学校、全国乡村学校少年宫、江苏
省绿色学校、江苏省青少年科技教育
先进学校等多项殊荣，浓墨重彩的教
育实践书写着“芳香教育”的璀璨和
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