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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周刊
关注区域改革 推动创新发展

近日，教育部等 8 部门联合印
发了 《关于进一步激发中小学办学
活力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意
见》），奏响了给中小学“放权赋
能”的时代强音，在建设现代学校
制度、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又迈出了关键
一步。

《意见》 从保障学校办学自主
权、增强学校办学内生动力、提升
办学支撑保障能力、健全办学管理
机制 4 个方面提出了 13 条具体要
求，突出了“简政放权”这一关
键，同时又贯穿了“放管结合”这
一主线。

明确要求“明晰政府、学校权
责边界，处理好政府办学主体责任
和学校办学主体地位之间的关系，
既注重打破部门壁垒、做到应放尽
放，又注重规范学校办学行为、强
化事中事后监管”。在落实这一 《意

见》 的过程中，强化教育督导评价
制度，激发中小学更大的办学活
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强化教育保障能力监督，减少
学校发展外部阻力。兵马未动，粮
草先行。《意见》 在要求充分落实学
校教学、人事、经费使用等办学自
主权的同时，对校长配备、条件保
障、社会资源拓展等办学支撑保障
能力提出了相应要求。

督政是中国特色，对“两基”
“均衡”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保驾
护航作用。激发中小学办学活力，
当务之急仍然是用好督政这一利
器，坚持刀刃向内，督促各级政府
及有关部门勇于自我革命，破除利
益固化藩篱，把该放的权力彻底放
下去，把该负的责任完全担起来，
切实履行好人、财、物保障职责，
让学校没有后顾之忧。

强化学校办学监督指导，保障

学校落实政策有力。《意见》 对学校
办学自主权做出了非常具体的规
定，这是激发学校办学活力的突破
口，改革魄力之大可见一斑。值得
注意的是，要想走出“一放就乱，
一管就死”的怪圈，必须要做到放
管结合，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教育督
导的监督、指导、服务作用，确保
改革不走样、真落地。

在办学自主权的运用中，要加
强监督，防止学校懒政惰政，出现
因怕触及利益调整、出现矛盾而不
敢用的问题。要加强调研指导，解
决学校能力不足，不会用、用不
好、用不足的问题。要强化监督，
防止学校误用、滥用权力的现象，
确保相关人员有权就有责、用权受
监督，让弥足珍贵的办学自主权在
制度的笼子里规范运行，使办学活
力有序迸发。

强化教育评价导向作用，激发

学校办学内生动力。教育评价改革
历来被称为“世界性难题”“龙头之
战”“最硬的一仗”，改革之难更见
其重要。《意见》 提出要强化评价导
向作用、强化校内激励作用、强化
学校文化引领作用、强化优质学校
带动作用，对教育评价改革提出了
新的要求和期待。

要用好教育评价这一指挥棒，
引导政府、社会、学校树立正确的
政绩观和科学的教育质量观，坚决
破除“唯分数”“唯升学”的倾向。
要用好教育评价这一度量衡，以先
进的教育评价理念、科学的评价标
准、严谨的评价方法，得出对学
校、校长、教师、学生权威的评价
结果，实现教育评价的引领、诊
断、激励等作用，有效激发校长和
广大教师办学执教的无穷动力。

强化学校自我监督体系，形成
现代学校治理合力。近年来，随着

校本管理运动、现代学校制度建设
的不断深入，学校自我监督体系和
自评制度建设备受重视。《意见》 在
学校自主实施教学评价、完善宏观
管理、完善内部治理、完善社会监
督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制度设计。

中办、国办印发的 《关于深化
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 也提出要“指导学校建立自我
督导体系，优化学校内部治理”。学
校自我监督评价是学校主体地位的
重要体现，也是监督制度的重要一
环。

学校应当强化自我监督评价意
识，加快完善校内督导评价制度，
并且与党的领导、校内民主监督、
家委会参与、社会监督、政府监督
等各项制度有效衔接，构建起内外
结合的立体监督机制，为学校依法
自主办学提供全面的监督保障。

（作者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精准督导激发学校更大活力
聂岸远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 《方
案》），就改革党委和政府教
育工作评价、推进科学履行职
责提出 3 项改革任务，特别强
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正确
的政绩观，坚决纠正片面追求
升学率倾向。

新时代，推进区域教育评
价改革是未来一个时期的重点
任务，本期我们推出浙江的方
案，或许能给您一些启发。

——编者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 旗帜鲜明地提出“坚决克
服短视行为、功利化倾向”的要
求，明确“三不得一严禁”，并将
对教育生态问题突出、造成严重社
会影响的地区，依法依规问责追
责。这些关于评价问题负面清单的
表述，反映了党中央改革区域教育
发展评价、革除地方教育管理弊
病、恢复良好教育生态的决心。

新时代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必
须聚焦区域教育质量管理难题，以
生态文明思想指导地方政府端正教
育质量观，构建以教育生态为核心
的区域教育发展评价体系，按照

“健全综合评价,改进结果评价，强
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的思
路推动区域教育发展评价。

用绿色指标描述区域教育
发展状态

2013 年，教育部启动中小学
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通过品德
发展水平、学业发展水平、身心发

展水平、兴趣特长养成、学业负担状
况等 5 个方面 20 个关键性指标，探
索建立了一套全新的“绿色评价”体
系，以切实扭转评价学生只看分数、
评价学校只看升学率的倾向。

这一改革是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的前奏。变单一评价为综合评
价，从唯分数走向全面发展，是基
础教育新的“指挥棒”。这一指标
体系看似是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评
价，其实是区域教育发展“健康体
检”的框架。它引导全国中小学教
育进入“绿色GDP”时代。

浙江省在这一框架的指引下，
构建了“学生发展+成长环境”的
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
系，尤其重视做好“四个关注”。

一是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从
“五育并举”的高度，重在记录学
生的品德行为、身心健康、兴趣特
长和劳动实践等方面的进步；二是
关注学生的学习品质，不仅关注学
生学业达标情况，还包括对高阶学
习、学习品质、实践创新等方面的
考查；三是关注学生的成长过程，
重视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
系，重视学生体验与负担感受的分
析，研究学生学业负担状况与心理
环境的安全性；四是关注影响学生
成长的环境因素，从教师、学校、
家庭以及区域等方面，综合评估成
长环境对学生发展的影响。

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综合性
是教育评价的重要特点。浙江的探
索发现，区域教育发展评价既要在
评价目标、评价内容、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运用等方面体现综合性，
还要将学生发展评价与成长环境评
价相结合，形成改进教育教学的综
合对策。

用“结构型质量”替代结果
式的评价

“维护教育生态，走向优质均
衡”是区域教育发展的目标。但长
期以来，一些地方仍将高考一本
率、录取清华与北大的人数 （以下
简称“清北数”）、中考高分人数
视作区域教育质量的标志，热衷于
显性指标的横向比较。但这只能代
表部分尖子学生的表现。只聚焦这
些“结果型质量”常常会掩盖区域
教育发展中的机制性问题，没有均
衡为基础的“优质”难以持续。

浙江省以反映区域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状况的“结构型质量”替代
纯粹结果式的评价，促进教育系统
内部均衡协调发展。以城区公办学
校与城区民办学校在学生发展、学
校教学管理和教师教学方式等方面
的差异度来评估公民办教育的协调
发展；以城区公办学校与农村公办
学校的差异度来评估城乡教育的均
衡发展；以贫困家庭子女与富裕家
庭子女在学业发展上的差异度来评
估学生学业成就与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的相关性，反映区域教育的公平
度。将这些差异状况综合起来的

“结构型质量”，可以反映某一区域
教育均衡发展的水平。

为了对高水平均衡与低水平均
衡形成差别导向，还可以将各地学
业水平中等率或后进率转化为调校
系数，结合到“结构型质量”的计
算中，以综合反映某一区域教育的
优质均衡水平。

当“结构型质量”成为区域教育
质量评价的新模式，就突破了以往
教育评价仅仅聚焦“结果型质量”的
局限，有利于引导区域教育政策与

实践更好地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全
面发展、优化教育生态，制止当前部
分地区功利驱动的“逆向决策”。

评价须从“重结果”转向
“重过程”

区域教育管理中存在三种“质
量”。一是“结果型质量”，反映学
生个体的学习进步情况；二是“过
程型质量”，反映学校的课程实施
与教学管理的水平；三是“结构型
质量”，反映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
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以及各类学校
发展的均衡态势。

综合体现区域教育质量的“结
构型质量”并非孤立评判生成。浙
江采用由不同群体的“结果型质量”
与“过程型质量”的差异度来量化评
价。科学合理的“结构型质量”与良
好的“过程型质量”是体现全面发展
的“结果型质量”的基础。强化过程
评价，须建立关于学校层面的“过程
型质量”的观察、分析与反馈体系。

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而
是为了改进。新时代的教育评价须
从“重结果”转向“重过程”。区
域层面须通过对学校教育教学的观
察与评价以及对区域管理过程的评
估与反思，诊断学校与区域在教育
教学及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发
现实践经验，形成指导区域完善学
校管理与评价的科学决策。

教育质量评价在本质上不应是
区分性的评价，而应是指导性的评
价。旨在诊断与改进的评价，须弱
化以往政绩考核常用的总分累计和
横向评价的做法，根据评价内容的
不同性质，采用分项等级的形式描
述评价区域与学校的质量状态，以
便于被评价者积极地理解与运用评

价结果。

评价要向被评价者传递积
极的力量

无论是发现经验，还是问题诊
断，都应让被评价者感受到被帮助
和被激励。但任何区域与学校都有
不同的背景，其质量自有长期发展
形成的过程。片面地采用统一标准
的横向比较，对多数地区与学校的
影响是消极的。探索增值评价的意
义在于以发展性评价的思路，激励
每一个积极进步的个体。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须变横向
比较为纵向比较，看趋势比增量。
在崇尚排名施压的管理评价氛围
下，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被评价者
能感受到积极力量。但当评价关注
转移到被评价者与其历史的比较
时，被评价者会感受到无可推卸的
责任，并打开努力作为的空间。

如，在某些区域，公办教育与民
办教育的差异很大，当然这也是历
史形成的，评价的重点可以关注公
民办教育差异是否在缩小，同时底
部是否有抬高。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须变统一
评价为分类评价，尊重区域与学校
的实践背景，以差异化的标准形成
对不同类型评价对象的不同激励。
对于城市化程度不同的县 （市、
区），区域教育发展评价的制度设
计应有所不同、区别考虑。特别对
于城乡学校，不少地方简单化地采
用区域性统考和排名，挫伤了大部
分农村学校的积极性，要分类制定
努力可及的评价标准，引导城乡学
校尽己所能地进取。

（作者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副主任）

切实扭转评价学生只看分数、评价学校只看升学率的倾向

浙江 评价改革从区域层面破题
张丰

近日，河南郸城县第一高中教师董博下晚
自习后，在自家楼下饭馆吃饭，结账时却令他
蒙了。原来一位学生家长悄悄为他买了单，并
留下字条：“敬爱的老师，您为教育好孩子披
星戴月、含辛茹苦，今天碰上了让我表达一下
心意，老师辛苦了！”

让董博感到幸福的，不仅有来自社会各界
对教师的关爱、尊重，还有县委、县政府对教
育的真重视、真投入。郸城县原是大别山连片
特困地区扶贫开发重点县，2019 年 6 月脱贫
摘帽，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这个刚刚摘帽的
贫困县，建立了完善的控辍保学机制和多项教
师福利制度。如今，全县没有一名学生因贫失
学辍学，小学入学率 100%，初中入学率、高
中阶段毛入学率、学前三年毛入园率均高于全
省平均水平。教师福利待遇不断提高，幸福感
明显提升。

“住在教育社区特别舒心。周边小区住宅
均价每平方米早就超过 6000 元，而我们居住
的五证齐全、配套完善的教育社区，买时才
2200 元一平方米 。”董博经常向亲友“炫
耀”，“在郸城，教师是最令人羡慕的职业！”

像董博这样在教育社区居住的教师有近
2000 户。郸城县实验小学 800 多名教师通过
棚改项目解决了住房问题，尤其是原来住在上
世纪 80 年代由老教室改造成的住房里的 56 名
教师，领到安置房钥匙时，激动得热泪盈眶。
近年来，郸城县投资 6000 多万元，为农村教
师建设周转宿舍 1115 套，让扎根基层的乡村
教师安居乐业。“家离学校很近，搬进周转
房，不用再像以前一样来回跑，生活顺心，上
课也就安心。”石槽镇第一初中教师田俊军高
兴地说。

有一个“证”，爱干净的田俊军在打扫房
间时，总要拿出来细心端详，那就是他的教师
资格证。田俊军明显感觉到，这几年乡村教师
的待遇在提高。县里实施了义务教育绩效工资
制度，教师平均工资高于当地公务员工资 12
个百分点，落实了乡村教师生活补贴、工作补
贴等，晋升高一级职称的机会也多了。“作为
乡村教师，我很自豪、很满足。”田俊军说。

郸城县第一高中教师张永华从教已近 40
年，回忆起 1980 年参加工作的首个单位——
胡集乡第一初中，他记忆犹新：“‘泥屋子，
泥台子，坐着一群泥孩子’是当时学校的真实
写照，我们不但没有像样的办公室，连张完整
的办公桌都没有⋯⋯”如今的胡集一中，有了
教学楼、宿舍楼、餐厅、标准运动场，班班都
有多媒体，教师一人一台办公电脑，校园三季
有花四季常青。看到学校的变化，张永华感叹
不已：“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完善的设施，那
时候连想都不敢想啊!”

快速变化的背后是巨大的教育投入。郸城
县不断加大教育投入，为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
坚实保障。“县里每年拿出 30%的财政资金支
持教育，在全县上下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氛
围，让教师政治上光荣、经济上实惠，成为最
受社会尊重的职业。”郸城县教体局党组书
记、局长罗明党说。

每逢春节、教师节、中秋节，从县委书
记、县长到乡镇书记、乡镇长，都会到学校慰
问教师。就连在外地工作的郸城人，也总想着
为家乡的教育、教师办点实事，郑州郸城商会
会长张贵亮等成功人士每年都为教育捐款数十
万元。今年教师节前夕，秋渠乡爱心人士朱磊
为家乡捐款 20 万元，设立“奋进秋渠”教育
发展基金。

“现在，尊师重教蔚然成风，绝大多数家
庭都把孩子学习当作最大的事，尊重知识、重
视教育的气氛越来越浓。”秋渠乡益海小学教
师刘培说。刘培的爷爷刘宝国、父亲刘华都是
乡村教师，他们全家都是村里“最受尊重的
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
随着办学条件不断改善，教育投入要更多向教
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让广大教师安心
从教、热心从教。我们认真践行，努力营造一
个教师安心从教、忘我工作的良好氛围。”郸
城县委书记罗文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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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夫妻盼团圆教师夫妻盼团圆
王辉和陈菁恋是一对教师夫妻，虽

然他们都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番阳镇中心
校的教师，却不能天天见面。2018 年，
五指山市为了进一步做好控辍保学工
作，决定在各乡镇的学校中遴选一批责
任心强、会做工作的教师兼任“教育村
长”，走村串户，宣传好国家的义务教育
政策。

王辉是番阳镇唯一的“教育村长”，
保证 8 个村的适龄学生全部到校，就成
了他的重点工作。为了下乡方便，王辉
主动住在了 8 公里外的布伦教学点，每
天下班后，他都会到老乡家走一走、看
一看，问问孩子的学习情况。

王辉不在家的日子里，陈菁恋老师
带着孩子住在番阳镇中心校的教师周转
房里，尽管屋子不大，却被女主人收拾
得非常温馨。陈菁恋说：“他一个人在村
里工作很辛苦，我能做的，就是在这里
等他回来。”

张婷/文 刘晓惠/摄

▲陈菁恋在教
师公寓的阳台上整
理悉心栽培的绿植。

▶陈菁恋在课
表上标注着每天的
课程，算准了在没
课的时间里，打扫
房子迎接丈夫回家。

▲王辉在
布伦教学点为
学生讲课。

◀王辉和
学生相处的时
间远多于和妻
子在一起的时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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