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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第二中学”

■贝学问

“第二中学”， 指的是各地“二中”

一类的学校， 这些学校虽不是名校、 热

点， 但都曾各具所长地妆点了本地高中

教育的灿烂春天。 然而目前它们大多风

光不再， 窘境频生。

“二中” 步入窘境的因素很多， 也

很复杂， 除自身原因以外， 主要受三方

面政策的制约。

一是釜底抽薪保“重点”。 “人民

满意的教育” 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很容

易被理解为高考升学率， 这是老百姓衡

量学校最直接、 最朴实的“尺子”。 因

而， 各地的县中、 一中往往以其雄厚的

综合实力， 自然地掘得第一桶金， 步入

优质教育的良性循环， 而“二中” 则逐

渐走向无足轻重的窘境。 由于区域名师

的流失， 一些地方优质生源转投他乡，

使得百姓焦虑、 政府不安， “举全县之

力办好县中” 便成为百姓认同的教育优

质化良策。 教育投入再倾斜、 优秀师资再

集中等釜底抽薪之为， 令“二中” 所剩无

几的优质资源一再被稀释。

二是诚心诚意扶“民办”。 为了满足普

及高中教育和应对入学高峰的需要，“新建

高中校舍” 曾清楚地写在各级政府的责任

目标中。 然而，有些地方经济实力有限，只

能引资办学。一流的校园建成了，一流的生

源要慢慢集聚， 而一流的师资却可以由行

政调控，县中是要举全县之力办好的，那么

“第二中学”只好再牺牲。

三是兜底招生屈“二中”。 经过多次布

局调整，薄弱的高中都并入了“二中”，那些

名校不收、民办不要的学生，也被“尽收囊

中”。 面对现实的“二中”只能腾出实验室，

撤掉图书馆， 确保每一个学生有安身的教

室。学生多了，素质降了，校园没变大，经费

不见长，“二中”只能负重前行。

资源困乏，经费不足，名师紧缺，升学

渺茫，如果没有新课改，如果不谈均衡化，

“第二中学”的崛起难说不是天方夜谭。

新课改崭新的教育理念和有效的课程

结构， 为日趋薄弱的“第二中学” 复苏提

供了绝好的机遇。 作为“第二中学”， 必

须为每个学生设计一款量身定做的课程：

文化上有基础的走文考之路进高校； 专长

上有潜能的走特色之路殊途同归； 潜能尚

未发掘、 文化基础平平的， 则夯实基础，

健全人格， 练就技能， 同样也可造福社

会。 这样， 不以文化优劣分层次， 不以分

数高低定班级， 不以损伤自尊为代价来排

定学生。 让学生在自主选择中挖掘潜能，

在感兴趣的学习中快乐成长， 正是新课改

的题中之义， 也是目前薄弱高中生存发展

的法典。

如果说科学实施新课程是“第二中学”

崛起的核心动力， 那么， 适度投入则是其不

可或缺的外部推力。 在“国家级”、 “示范

性” 高中已经大楼林立、 大师济济、 财源滚

滚、 优生涌涌的现实下， 分给“第二中学”

一杯羹， 无论是精神的， 还是物质的， 抑或

是文化环境的， 都将是雪中送炭。 也许微不

足道， 但却能燃出再生的火焰， 其价值会远

超炭之本身。

科学评估是复兴“第二中学” 十分重

要的社会引力。 我们要的是一个适合各类

学校公平竞争的评估机制， 即对全体学生

的综合素质尤其是对其文化学业基础通盘

把握， 再据进出口情况实事求是评估， 以

得出的比率来引领学校的竞争。 同时， 分

层考评综合投入与产出的关系， 促使拥有

大师、 占有大楼的名校不再居高临下， 不

战而屈人； 也使设施简陋、 师资一般的学

校， 因有一席之地而倍加珍惜， 从而建构

良性竞争的教育生态环境。

（作者系江苏省洪泽县第二中学校长）

县中独大不是春

■张俊平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 每个县都有

一所县一中即县中， 几乎同时也会有二

中。在县域范围内，二中从软硬件资源配

置到生源都无法与县中相比， 县中的教

育教学质量（主要是高考成绩） 一枝独

秀，而二中却被无情地边缘化了。

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在

江苏、浙江、山东、湖北、河南等地，都涌

现出一所所以特色育人且成绩显著的

“二中”。 用这些学校自己的说法， 就是

“三流的生源， 二流的设施， 一流的质

量”。 对于这样一批声名鹊起学校的出

现，人们称为“二中现象”。

说到“二中现象”，就不能不提多年

前出现的“县中现象（模式）”。 县中是以

超越城市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引人注目

的。 一方面，在县域范围内，县中集万千

宠爱于一身， 地方政府几乎是倾全县之

力打造一所中学，各种资源都向它汇聚，

最终使县中成为一个地方的“名片”，成

为地方上的政绩工程；另一方面，县中因

地处农村地区， 在教育教学上实行严格

的军事化管理，学校加班加点“拼搏”的

现象司空见惯，师生负担沉重。这使得县

中遭到众多有识之士的非议， 有人甚至

将其称为“应试教育的旗帜”。 应该

说，在教育资源紧张、经济投入

不足的背景下，县中的优先发

展是一种历史的选择，也有

其特定的价值， 它在一段

时期为农村家庭的优秀

子女创造了接受优质教

育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之下，“二中现象”出现了。

翻看一所所“二中”的成长史，他们在夹缝

中左冲右突， 顽强地找寻着自己的生存空

间，许多“二中”根据自身处境提出了“错位

发展”、“拐点超越”、“特色突破” 的发展思

路，克服了生源、师资、办学条件的限制，最

终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 如江苏省洪泽县

第二中学秉持“全员成功”的理念，通过多

元发展的教育模式、 量身定做的课程设置

和自主探究的差异教学， 使每个学生都能

在自主选择中挖掘潜能， 在有兴趣的学习

中快乐成长， 最终使一批批学有所长的中

学生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也实现了学校的

跨越式发展； 山西省太谷县二中历年的生

源都是全县400名尖子生之后的学生，他

们大力开展“把每节课上成优质高效课”的

研究， 在逆境中拼搏奋斗到了教学成绩稳

居晋中市前茅。

试想， 如果地方在制度设计上对县中

和二中能够一视同仁，让“二中”这类学校

都能与县中平起平坐， 得到相同或差不多

的资源，“二中”们是不是会发展得更好？分

析许多成功二中的经验， 可以发现他们都

有一种社会使命感，从对学生负责、对民族

未来负责的高度认识教育， 从办人民满意

教育的情感发展教育，由此出发的努力，才

使一所所原来比较薄弱的学校成长为百姓

心目中的优质学校。 他们是在凭一种精神

办学校，但这样的精神能持续多久？

“二中现象” 应该是一个有价值的事

件，它让更多的平民子弟有了接受优质教育

的机会。“二中现象”所体现的内涵也似乎让

我们看到了素质教育实施的端倪。 但对于

“二中现象”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反思。

首先，高考是一个谁都绕不过去的坎。

把高考与培养学生的素质统一起来， 是各

类学校唯一的出路。 县中模式之所以有争

议，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这一模式违背了

素质教育精神， 以牺牲学生多方面素质为

代价换取高分。 比如有的学校为了“榨”出

学生的最好成绩，长期、大量进行各种习题

训练， 的确提高了学生的应试能力和考试

成绩，但却导致学生身体素质下降，思维狭

隘、单一，动手操作能力比较差等问题。 新

课改“重素质、重能力、重实践、重基础”的

特征，要求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都要

随之更新。 因而当素质教育的理念逐渐深

入、社会对人才的理解更加多元化、新课程

改革为学校发展带来契机的时刻，教育

工作者必须有所作为，尊

重科学，尊重规律，以人为本，为每一类学

生的发展提供合适的成长道路。

其次，推进教育均衡，最大可能地实现

教育公平。政府一直在大力提倡教育公平，

着力推进教育均衡，通过学校布局调整、改

造薄弱学校等措施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

缩小了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的

教育差距。而社会还期待着更有力的政策、

更扎实的措施进一步跟进， 进一步促进公

平、保障民生，统筹教育事业科学发展，进

一步提升教育发展水平。 只有更多的学校

强大起来，才能使优质学校的比例提高，优

质教育资源扩大， 从而在更大的范围内满

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

“二中现象” 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是

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在10年前不会有，

再过10年，它可能也不再存在。 随着教育

均衡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教

育进入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我们

的教育将迎来真正的春天。

（作者系《江苏教育》主编）

举全县

之力做大做

强 一 所 县

中， 已经成

为县域一种

普 遍 的 行

为。 校际差

距人为拉大

造成“县中

独大”，动辄

上万人的超

级县中，好

教师和好生

源 越 来 越

多， 周边的

学校却“失

血严重”，越

来越弱。 如

何看待这种

“大树底下

不长草”的

怪象？ 如何

让二中一类

的学校也能

在教育的发

展中享受改

革红利，多

得到一些来

自政府方面

的支持？ 按

照规划纲要

提 出 的 目

标， 高中阶

段各学校如

何在寻求特

色的过程中

取得协调发

展？这些，都

值得我们反

思。

本刊特

邀相关人士

就此发表自

己的观点，

也欢迎大家

参与讨论。

解困“高中布局”

■胡守荣

张家口地处经济欠发达地区， 高中

教育如何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特色之

路?通过近年来的不断探索和实践， 我

们逐渐认识到， 要解决好高中发展这一

问题， 必须贯穿普及这条主线， 坚持职

普教两轨并行， 注重精品特色， 促进协

调发展。

首先， 要科学定位高中阶段教育在

各级各类教育中的位置。 高中阶段教育

既是义务教育的延伸， 也是高等教育的

基础。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水平不高，义务

教育水平也上不去， 即使上去了也巩固

不住， 而且直接影响为高等教育输送人

才的质量。 所以必须要把高中阶段教育

作为统筹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的关键

环节来抓。

为此， 我们这几年来一直坚持实施

“高中带动战略”， 以快速提升高中教育

质量为重点和突破口， 一手抓职业教育

办学规模的扩大， 一手抓普通高中办学

质量的提高， 迅速扩大高中阶段教育规

模，着力解决初中生升学无门、就业无望

的问题，引领带动全市基础教育快速发展。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张家口“高中带

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提出“三个

大体相当”的理念，即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

高中教育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大体相当、

资源配置大体相当， 职普教发展水平大体

相当。在发展策略上，通过优化整合市域职

教资源，迅速做大、做强主城区职业教育，

再通过主城区的示范辐射， 带动全市城乡

职业教育整体、协调发展。

其次，是科学统筹好高中阶段教育在推

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布局。 我们认为，城

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点在城镇，关键

在县城。 因为县城教育做大做强了，上可以

连接大中城市，同时又减轻大中城市的就学

压力；下可以带动辐射整个农村地区，这样

才能形成一个较为合理的教育发展链条。起

码在目前阶段， 才能使城乡一体化成为可

能，使城乡教育健康协调发展成为现实。

几年前，我们提出和确定了“城镇带动

战略”的思路，就是高中阶段学校全部向县

城集聚， 初中主要向县城及其周边集聚，小

学向乡镇政府所在地和中心行政村集聚，新

增教育资源主要向城镇特别是县城集聚。大

力推行城市（县城）与郊区（农村）“一托一”、

“一帮一”的城乡一体化办学模式改革，努力

提高农村地区和薄弱学校的办学水平，实现

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和高位均衡。

拿普通高中阶段来说，目前，全市省级

示范性普通高中达到22所，占全市普通高

中总数的69%， 远远超出了全省39%的平

均水平。城乡统筹，集中办学，规模办学，不

仅推动了当地城镇化建设的发展， 更避免

了重复建设的浪费， 有利于让越来越多的

孩子享受到一流的教育资源， 从而确保了

全市高中阶段教育快速发展。

再其次， 发展精品特色专业学校是实

现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

径。 高中特色发展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千

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 使每一位愿意升

学的初中毕业生，能够人人有学上，升学有

希望，就业有指望。

学校有特色学生才会有特长， 学校有

特色学生才会有选择。 按照“精品特色发

展” 这一思路， 张家口市借鉴企业集团

式、 规模化发展的典型案例， 果断决策，

在全市主城区高中阶段教育中进行一次战

略性大调整， 打破行业隶属和学校门类界

限， 将主城区高中阶段教育中的美术和音

乐教育师资、 设施等资源进行了战略性重

组， 不仅在短期内打通了多所“第二中

学” 脱困的关节， 实现了多所薄弱高中的

华丽转身， 而且将高中阶段教育送上协调

快速发展的轨道。 张家口市第一中学免费

的宏志班、 珍珠班， 第四中学的生物特长

生和军事院校后备力量， 第六中学的外语

特长生， 第二中学的美术特长生， 第十中

学的音乐特长生， 张家口东方中学的体育

特长生等， 都已经成为品牌， 一校一品、

一人一艺、 个个成才， 高中特色化构筑起

学校发展的黄金支点。 与此同时， 我们在

民办教育的发展上， 实施了“政府推动战

略”。 采取政策上“扶”、 管理上“导”、

经费上“补” 的办法， 兼顾和统筹公办学

校和民办学校的发展。

（作者系河北省张家口市教育局局长）

农村普高

如何逆势突围

■汪明

近年来， 在勾勒农村普通高中发展场景

时， “县中独大”、 “二中突围” 这些词语

常常被提及。 在这些现象的背后， 蕴含着我

国农村普通高中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

当前， 农村普通高中的规模布局不够合

理、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培养模式相对单一，

其中的一些问题在我国普通高中发展过程中

带有普遍性。应对这些挑战，既要从我国普通

高中发展的全局着眼， 又要从农村普通高中

发展的实际入手，不断加大改革力度。

农村普通高中的规模布局应当科学规

划。 当前， “县中独大” 已经成为各地农村

普通高中发展的一种常态， 包括二中在内的

很多农村高中学校规模急剧萎缩。 而合理的

规模布局应当基于对县域内普通高中需求与

供给的科学分析。 从需求看， 高中学龄人口

数量是核心， 在此基础上还要充分考虑到高

中阶段普职分流的现实， 考虑到进城务工人

员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就读高中的人数逐步增

加的趋势； 从供给看， 普通高中学校数量是

关键， 同时必须对学校的适度规模予以充分

考虑， 那种依托一、 二所超大规模学校支撑

县域内普通高中发展的做法不可持续， “县

中独大” 的局面应当加以扭转。

在县域内， 如果供给明显大于需求， 特

别是那些普通高中学校分布过广、 数量过多

的地区， 对于现有资源的整合将不可避免。

单纯依靠帮扶， 难以从根本上化解一部分基

础薄弱高中的发展困境。 反之， 在需求明显

大于供给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超大规模学校

与“大班额” 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 则需要

对县域内普通高中的规模布局重新进行规

划， 下大力气对现有农村普通高中学校予以

扶持， 有的地方还需要改扩建、 新建一批普

通高中学校， 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

普通高中教育的需求。

农村普通高中的保障机制应当逐步完

善。 在“县中独大”、 优质资源高度聚集的

同时， 包括二中在内的很多农村高中学校却

是另外一番景象： 教育经费紧张、 债务负担

沉重、 优质生源流失、 优秀教师短缺， 学校

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 解决这一问题， 除了

各级政府要切实履行举办普通高中教育的责

任、 加大对农村普通高中经费投入的力度，

普通高中教育的管理机制也亟待完善。 高中

学校之间优秀教师和优质生源的争夺已是司

空见惯： 在“一般高中”、 “县城示范高

中”、 “城区示范高中” 之间的抗衡与较量

中， 大部分农村普通高中学校肯定处于劣

势。 因而， 当前尤其要进一步加大地 （市）

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统筹力度， 通过推动区域

内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促进市县之间、 县

际之间高中的错位竞争、 特色发展， 才有助

于从源头上化解普通高中学校之间优秀教师

和优质生源的无序争夺。

农村普通高中的培养模式应当不断创

新。 在“县中独大”、 升学率独占鳌头的情

形之下， 包括二中在内的很多农村高中学校

尽管在升学率上苦苦拼杀， 却常常难有收

获,在培养模式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创新,是当

前城乡普通高中发展需要面对的共同命题。

从各地的改革实践看， 深化课程改革， 积极

构建多层次、 多类型、 可选择的课程体系；

落实选修制度、 走班制、 学分管理， 最大限

度地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 推进教育

质量综合评价改革， 努力改变长期以来单纯

以考试成绩衡量学生发展、 以升学率评价教

育质量的做法， 都是探索创新普通高中培养

模式的重要举措， 也是农村普通高中学校推

进素质教育、 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一个现实

选择。 但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 相对于

城市学校而言， 在探索创新培养模式的过程

中， 农村普通高中学校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和挑战， 改革将会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

不可急于求成， 更要防止流于形式。

当前， 农村普通高中学校要基于自身办

学条件和生源状况， 找准发展定位， 在学校

内涵发展、 特色发展上下更大功夫， 从单纯

比拼升学率的竞争中闯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

的发展之路。 在这一点上， 包括二中在内的

很多农村高中学校的探索和实践值得肯定。

从表面上看， 这些学校转变观念、 苦练内功

的做法， 似乎是一种在困境中求突围的被动

之举， 其实恰恰也是顺应当前普通高中内涵

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

教育研究室主任）

农村普通高中面临一系列

挑战： 规模布局不够合理、 保

障机制不够完善、 培养模式相

对单一。 应对这些挑战， 既要

着眼于我国普通高中发展的全

局， 又要立足于当前农村普通

高中发展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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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好高中发展这一

问题， 必须贯穿普及这条

主线， 坚持职普教两轨并

行，注重精品特色，促进协

调发展。

我们要的是一个适合

各类学校公平竞争的评估

机制，分层考评综合投入与

产出的关系，从而建构良性

竞争的教育生态环境。

朱

慧

卿

绘

︵

新

华

社

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