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

校长访谈
家校互动

年 月 日

2017 11 27

如何理解办有价值的教育
石狮石光中学

当公众对学校教育赋予了无
限的美好理想时，学校就是教育万
能，而当理想破灭时又转为另一个
极端，学校教育无用，殊不知，两者
都忽略了学校教育自身的限度。
如何办好教育？如何办有价值的
教育？
近年来，石狮教育界不时有同
行在讨论山东271教育集团办学
的成功经验。偶然间，观看了山东
271教育集团总校长赵丰平受邀作
客潍坊大众网大型访谈栏目“校长
面对面”的节目。赵丰平就“只有
做不好的教育，没有学不好的孩
子”这一话题与大家一起分享该校
成立以来，全方位转变教育观念，
多方面增强服务意识，积极建立新
型师生关系，帮助每一个孩子发现
自己、成就自己，让每一个孩子的
一生成为一个精彩故事的成功经
验。对271教育集团办学实践有
了更深的认识，结合2016年12月
10—31日到271教育集团三周的
跟岗学习，谈谈自己的感受与收
获。
山东 271教育集团经过多年
的实践探索，在办学理念、课程建
设、课堂改革、学生自主发展等方
面进行大胆探索，从2007年开始，
研究并实践“271课堂”，经过近7
年的研究，创立了以271教育价值
观、271教育特色课程、271教育特
色课堂和271教育特色学生自主
管理为四大教育支柱的271教育
体系。
回忆到2007年，选择以“271”
命名这种新的课题方式，赵丰平说
这不仅代表了他们的教育价值追
求，还代表着教育形象，是受二八
定理的启发，把8拆分成7和1，然
后就有了271和271课堂。他告诉
我们271主要是分为四大内涵：一
是从这一堂课实践来看，20%是老
师说话，70%是学生自主学习、合
作学习、探究学习，还有10%的时
间是由老师领着学生自己总结，这
是时间上的“271”。二是从学习内
容来看，学生一看就会的20%，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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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作会的 70%，还有
一些高难度的知识
需要老师搭个台
阶让学生自己学
会的有10%。这
是时间和内容
的“271”。 第
三，从影响学生
的学习成绩来
看，一个孩子的
智商仅占孩子学
习成绩的20%，情商
占 70%，行商占 10%。
行商就是一个人朝着目标行
动的态度、决心、过程、方法和结
果、行动的能力。这是个人天赋上
的“271”。第四，从学生的组成来
看，20%的学生是特优生，70%的学
生是优秀生，10%的孩子是待优
生。
除了这四大内涵之外，山东
271教育集团更是形成了具有271
教育价值观、271教育特色课程、
271教育特色课堂、271教育特色
学生自主管理为四大支柱的教育
体系。271教育的课程是什么，按
照国家的课程标准、国家的课程要
求去落实，但又不拘泥于国家的课
程标准，而是去丰富、拓展课标的
内涵外延。同时，271教育的课堂
模式采取开放式，由老师设计问
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
学习。实施学生的自主管理，把学
校的管理下放给学生，自己管、自
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在感受的
过程当中去发现，在发现当中去成
长。
近年来，271成立学科研究中
心，各学科创新出学科教育信仰、
学科教育价值观、学科核心素养
和学科育人目标；组织教师研究
国家课程、课标和教材，撰写国家
课程研究报告，写出课程整合方
案，开展研究报告答辩，有效地提
高了教师课程能力与专业水平；
精心研制导学案，引领教师对国
家课程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和理
解，并与学生生活实际相联系，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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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开发各种教育教学资
源，让国家课程落地
生根。
形成独具特
色 的“271 课
堂”。“271课堂”
彻底变革了教
与学的方式，老
师的工作变成
了引领、解放和
开发，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探究学习
成为学生学习的常态，
把学习的主动权、创造权和
快乐学习的体验还给了学生。自
主学习管理团队每节课都对每个
学生、每个小组进行评价，学生学
习的过程变成了主动成长、快乐
成长的过程。在“271课堂”上，学
生自信心、安全感大幅提高，每个
学生都能在课堂上畅所欲言。经
过测算，和改革之前相比，学生在
“271课堂”上主动发言，学生的问
题意识和创新精神得到了大幅提
高。
271教 育 特 色 学 生 自 主 管
理。学校创新实施学生自主管
理，把管理权、研究权和评价权都
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教育创新
的主体。
因材施教，没有学不好的孩
子。每一个孩子都是好孩子，每一
个孩子都是天使，每一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前途和信仰。教育就是要
给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他的教育，
让每一个孩子找到自己新的方向，
按照自己新的方向、按照自己原本
的样子在老师的帮助下、在同学们
的帮助下长成最好的自己。
同时，多措并举培养一流师
资队伍。山东271教育集团高度
重视老师的培养，主要从价值观、
专业素养、管理能力和生活关怀
等四个方面开展。271教师队伍
建设进行强文化建设，价值观就
是强文化的内核，必须要让老师
有文化、有教养，有着精神追求的
人生目标。

2016年 12月 11
日，作为由石狮市
教育局委派到山
东省潍坊市 271
教育集团跟岗
学习中的一
员，我先到集
团总部的昌乐
二中进行为期
三天的参观学
习，又在潍坊实验
中学跟岗了十几
天，通过学习和观摩、
参与和体验，本人觉得不
虚此行，我认为 271教育集团的
办学理念新，管理方法敢于走在
教育管理的前线，有许多东西值
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我把本次学
习的收获汇报如下：
一、回归教育本真的办学理
念
教育的本真是什么？十八
大提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以个人发展和终身
学习为主体的核心素养模型，应
该取代以学科知识结构为核心
的传统课程标准体系。
271教育的愿景正是“把教
育办成社会信任、教师幸福、学
生怀念的教育，让每个孩子的一
生成为一个精彩的故事”，重视
的是每一个学生的参与，培训学
生的自我管理和学习的能力。
二、高效细致的学校管理模
式
集团的管理模式是我较为
认同的一种管理模式，在赵丰平
总校长的领导下，每个学校下设
一个执行校长来管理每个学校，
由总校长和执行校长把控办学
的整体理念和方向，保证每个学
校能按集团设定的办学精神和
目标去实现。每个年级都有一
个包干的副校长来指导和配合
年级主任，而所有的工作都围绕
着年级主任来开展，其中包括教
学中的教师任课安排、课程表、
考务、校本课程、教研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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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等，德育中的日常
行为规范、跑操、阳
光 体 育 、文 体 活
动 、文 化 建 设
等。年级主任
不 用 上 课 ，还
专门配备一名
干事协助日常
事务，这样年级
主任可以全身
心地投入到教学
和德育的管理中，
既专职又专业，有利于
整个年级有效和高效地运
作。由于高中每个年级班级都
较多，例如潍坊实验中学的高一
年有 48个班，所以为了便于管
理，高一年还下设三个级部，每
个级部设一个级部主任和若干
个副主任，其中级部主任和副主
任有时也兼班级的首席导师（班
主任），这些级部主任和副主任
也是学校培养的管理对象和作
为集团办分校的后备人才。每
个班的班主任就是学生的首席
导师，而每个科任老师也是学生
的导师。这样就形成了总校长、
执行校长、年级包干副校长、年
级主任、级部主任、级部副主任、
首席导师和导师的一条管理主
线，在这条管理主线上每个人职
责分明、分工明确，该对谁负责
和汇报也明确，每个人的工作方
向都很明确。在这种模式下，落
实快速，办事效率也高。
在我参加的高一年级主任
召集三个级部主任的工作会议
上，年级的韩主任布置的工作既
全面又详实，在教师工作方面，
有教师的上网学习、教师的三年
规划的书面报告、课程研究中的
校本课程、自主创新和学校课程
等材料的缴交，而且每一种材料
都有明确的缴交时间。在学生
工作方面，从日常行为规范的巡
查、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抽查、班
级家庭公约的落实、公共卫生及
卫生间文化、教室文化、宿舍文

化、饮食文化等，内容之丰富且
不说，其每项工作的布置之细致
更使我感到很震撼。而传统学
校中的中层各个处室的地位和
角色也在悄悄发生转变，转变为
学校所需的服务于师生角色，将
办公室改为行政中心，将教务处
和教研室综合为教师发展中心，
政教处和团委综合为学生成长
中心，而用后勤服务中心和财务
中心来代替总务处，同时为迎合
信息时代的到来增设了数据中
心，用六个中心来代替原来的各
中层处室，解决了原来年段长和
班主任因“婆婆”太多而无所适
从的局面。
三、适应发展的学生自主管
理模式
在271教育集团的教育价值
观中，有一条是“让每一个孩子
快乐地走向自我教育”。在学生
的管理中倡导学生自主管理的
模式，将管理权、研究权和评价
权交给学生。班级自主管理通
过其“三驾马车”来实现，即班级
行政管理、高效学习小组、高效
学习科研小组。
设立班级行政管理小组：每
个班级都设常务班长、值周班
长、值日班长，“ 人人当班长，个
个是主人”，值日班长每天要在
黑板的醒目位置送出励志的赠
言，每个学生都是班级管理的主
体。“ 我的班级我的责任”，班规
建设是现代班级建设的突破，创
新学生管理模式，把家庭公约这
个班规的研究权和评价权交给
学生，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
中去”这个原则，让学生自主创
立。
建立高效学习小组和高效
学习科研小组，使学生通过小组
合作学习，每天对自己进行规
划、总结，实现自主学习，自主管
理。通过深入教室听课我发现，
学生早已适应并习惯了这种方
式，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
人。

学业多元评价助力家校教育
记 者 手 记

本报讯 一张试卷，一场考试，抱
着又害怕又期待的心情，等待期末成
绩，寒暑假的心情好坏，父母允许你外
出游玩与否，全凭这次成绩说了算，这
是很多人上学的经历。近几年，石狮
市第六实验小学低年段的同学不再担
心这些。只因该校从传统的评价方式
中走出来，采用“学业多元评价”，让老
师更加关注学生获取知识的过程，关
注学生综合素养的发展；家长主动参
与对孩子的评价，陪伴孩子成长，鼓励
孩子进步。
“我们的评价不是着眼于一次测
试，或是一次专项活动，而是从多方

面全方位地对学生在学科活动中各
种表现和学习情况进行观察和测试，
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潜能为低
年段学业评价的目标。”六小的林校
长表示。
记者了解到，以语文学科为例，评
价体系中，该学科的评价由 6部分组
成：识字写字，朗读与背诵，课外阅读，
口语交际，看图写话，综合测试。学期
的学业总评成绩由平时表现（课堂表现
及实践性作业等）、期中综合测评、专项
测评、学期综合测评组成，改变了以往
单一的一次考试评定一个学期的表现
的传统方式。一年级进行的是“拼读、

口语交际、背诵、写字”专项评价，二年
级进行的是“拼读与识字、朗读与诵读、
写字、写话、口语交际”等专项评价。语
文评价还把习惯能力的考测，巧妙科学
安排进来，如“写字的姿势、笔顺正确、
工整整洁”，“ 查字典的速度、正确率”
等。
在英语评价体系中，每节课都会设
定小组评价加星栏，对各组表现、个人
表现进行小组比赛。教师在课堂观察
学生的学习状态，根据学生的表现分为
优秀、良好、合格。到期末考试时，学生
需认读26个字母，懂得读出26个字母
在单词中的发音，以及对应单词，并做

出相应的动作，在期末考试时，综合
学生学习态度和期末口语测试进
行总评。
低年段的其他课程，数学、
英语、品德与生活、美术、音
乐、体育与健康皆有各自的
评价标准。“ 实行几年来，我
们看到孩子慢慢从‘不爱来
学校’向现在‘喜欢来学校’
转变，家长看到我们的评价
体系后，很支持，他们觉得在
今后引导孩子的教育上有了
方向。”林校长说。
（记者 高荣芳）

多元评价 教师家长怎么看？
学校改变了评价方式后，家长老 是否听懂了本节课讲授的知识，学期末
师该如何引导学生发展？对此，老师 的考试成绩是多少。在新课教学中评价
家长是这么看的：
不只是对上课回答问题的同学表扬，提
高他们的自信心，对那些思想作风好的
教务处主任：
同学，也同样给予这样的待遇，例如在刚
我们的学习活动就像运动员一样在 上课的时候夸奖他们歌唱得好，书摆放
同一起跑线上出发，而最终到达终点取得 得整齐，桌椅摆放整齐等也是对他们的
的成绩不同。何况我们的小学生，他们的 一种评价，让这些学生同样带着激动的
家庭文化及生活环境，接受知识的快慢不 心情上课，同时引导其他做事慢的学生，
同，要让他们在同一节课里全面领会知 这样长期的夸奖使很多学生受到启示，
识，考试全部得满分，回答问题全部正确， 急于效仿，不但让学生有张扬个性的机
做出的作业都是干干净净且全部正确， 会，而且有利于学生养成好的生活习惯。
那永远是不可能的。高素质的运动员取 数学老师：
得的成绩也有差别，我们的学生就更会
出现差异。作为教师就不应该过分强调
传统的评价方式，对孩子的数学成
共性和一般趋势，而忽视个体差异。应 绩评定是考查学生能否解开一道题，能
着眼于学生的某方面能力去开发，激励 否采用多种方法去解开一道题的能力，
他去提高。在作业的完成上，教师只讲 采用“多元评价体系”后，我们会将“学生
范围不固定在几个上，学生可以自由选 运用所学的八个方向根据提示在图纸上
择；在手工及搜集资料方面，多评价那些动 找出物体的准确位置”纳入考查范围。
手能力强的学生，让他们领着同伴去完成。 一年级数学借助数学游园活动测评学生
的综合实践能力，独立收集材料并设计
品德与生活老师：
一份分类剪贴报，测评学生的创造力。
以往的评价是重视学生在课堂上 二年级数学从“口算、综合实践（小组合

作，口头表达解决问题）、创意设计（动手
操作，设计一个轴对称图形）”三方面进
行学科专项检测。为了与传统的卷面考
试接轨，期末我们仍进行以等级制为标
准的卷面综合测评，这样的做法培养了
学生认真作答的习惯，淡化了分数，同时
与专项测评并驾齐驱，避免家长、学生聚
焦某次考试的狭隘观念。

语文老师：

新课程强调情感、态度、价值观三
个要素，它们不仅指学习兴趣、态度、
价值、动机，更是指内心体验和心灵世
界的丰富。三者必须有机地渗透到课
程教学内容中去，并有意识地贯穿于
整个教学过程中，使之成为课程教学
内容的血肉，成为教学过程的灵魂。
所以我们语文教师评价学生的时候更
要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

家

长：

我孩子上二年级，今年听说
他们年段考试全部采用新的考
试方式，我仔细看了下评价

每个孩子都是天使，他们成长过程
中，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从科目来说，语数
外考验的是孩子不同方面的能力，细致划分到每
一门课程，又有不同的环节。多元评价的好处就在于，
细化了传统科目对孩子学习能力的考量，让每个孩子在不
同的环节去证明自己。
对于学习这件事，俗话说：
“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只有找
到成就感，才能让孩子在学习中找到快乐。多元评价与传统考
试一次定“好坏”的不同在于，多元评价能激发更多孩子的成就
感，使得学习不再只是所谓“好学生”的喜爱。
其次，家长在孩子的教育上也有更明确的引导方向。不少
家长很了解自己的孩子，孩子擅长什么不喜欢什么，如果学校
评价标准不再单一，家长也就不用顾虑太多，非得把孩子往
某一个方向引领。
当然，多元评价这个词在教育领域已屡见不鲜，但
是真正想要彻底改变，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但趋势
已经势不可当，相信慢慢地，会有更多孩子能
不再被单一的评价体系所束缚。
（高荣芳）

标准，觉得不错，就不知道实行起来怎么
样。第一次考完后，儿子很高兴地跟我
说，老师告诉他们数学可以考两次，我感
到纳闷。后来到学校找老师详细了解，
才知道，学校在考试时采用寓考于游戏
的方式，比如，二年级数学从“口算、综
合实践（小组合作，口头表达解决问
题）、创意设计（动手操作，设计
一个轴对称图形）”。这样的
方式很有操作意义，这让
我们在平时也引导孩
子注重动手能力，不
再像以前一样搞
题海战术。
（记者 高
荣芳）
有很多妈
妈问我，你有没有
吼过孩子？
当然有，那时初
为人父，看到孩子的
一些行为，真的控制不
住 自 己 。 想 想 原 因 ，跟
自己经历的原生家庭息息
相关。
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犯
错后很少被父母温柔以待，而是
打骂相加，甚至不给我解释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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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剖析自己 治
“吼”
病
会。最怕的就是有些家长“明明知
道自己有问题，还打死不承认”的
人。不要以为发脾气是爱，更不要
觉得发脾气是真性情。
真正能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
才有真本事，才能成为好父母。
下面给家长分享三个治“吼”病
的方法：
让孩子做“选择题”，也给自己
冷静思考的时间。很多时候，父母
吼孩子往往因为孩子的行为点燃了
自己的“怒火”。

让孩子去承担结果。就拿儿
子洗澡拖拉这件事来举例，我会
让他自己去承担磨蹭的结果。讲
睡前故事时，在最精彩的地方，我
会停下，“ 今天的时间到了，因为
你今天洗澡前太磨蹭，把时间浪
费了。”
用规矩来惩戒，而非用脾气来
震慑。如果发脾气和讲道理都是
无用的管教方法，那就得试试规矩
了。
（天津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