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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由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和四川省教育

科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全国新时代

高品质学校建设线上线下学术研讨

会小学教育分论坛”上，来自京浙陕

渝沪专家学者和名校长，围绕“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高品质学校”进行观点

碰撞。

贵阳市实验小学校校长钟海燕

“TREE课程”构建教学生态
钟海燕认为，教育的核心是通过

文化来教化人心。培养什么样的人，

为谁培养人，要紧紧围绕文化育人和

课程育人。

为此，贵阳实小从学校历史传统

的滋养和时代使命的呼唤中探寻改

革动因与实践方略，开始从质量到品

质的道路上探索，变革以往研究性学

习单一的评价方式，提出了生态教育

理念，重新定义学习样态与课堂结

构，构建了富有鲜活生命力的“TREE
课程”体系。

“TREE课程”依据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自我三大关系整合学习

内容，让课程回归生活，让教育回归

自然。”钟海燕说。“TREE课程”使原

来学科本位的多个知识纵横联系，并

在真实生活的合作互动中，获得系统

思考问题、理解多元文化、敢于批判

质疑、勇于创新创造、善于合作沟通

的素养和能力，既体现学好国家基础

性课程，又体现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

需要。

杭州市娃哈哈小学校校长胡君

以美育课程营造立体育人体系
美是有力量的，没有美育的教育

是不完整的教育。“美育是一种教育手

段，更是一种教育的目的，要让每一个

孩子浸润在美的环境里，塑造孩子们

美好的心灵。”胡君说，娃哈哈小学在

推进艺术教育过程中，课程的开发与

构建为其注入了鲜活的生命之源。

胡君说，学校的美育课程不仅有

音乐、美术、舞蹈、器乐，还有手工创

意等多门精品课程，全方位促进每个

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课堂之所

以吸引人，是因为娃哈哈小学师生心

中都有同一个信念：向美而行。”胡君

说，美育课程一直融入在学生的日常

生活中。为了给孩子们营造最美好

的童年，学校一直坚持构筑美境，实

施美育，塑造美心。向美而行，是高

品质学校建设的应然追求。

成都市实验小学校校长李蓓

构建“小学生 大课程”生态系统
成都实小在百年的办学历史中，

从本世纪初的活动教学实践研究到

雅教育研究发展到如今研发出面向

未来的“小学生 大课程”生态系统，提

出了建五育融合课程体系。

“‘小学生 大课程’是借用生态哲

学中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为促进

学生全面持续成长建设的五育融合的

学校课程生态系统。”李蓓说，课程生

态系统分为三个部分，课程动力系统、

课程支持系统、课程孵化系统。三个

系统活力运行、绿色循环，推动学校课

程生态历久弥新、茁然生长。

李蓓认为，高品质学校的终极目

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坚持立德

树人，五育并举，以课程建设为核心，

建五育融合课程体系，研发出面向未

来的“小学生 大课程”生态系统，将儿

童放在课程研发的中心，遵循儿童成

长规律，满足儿童发展需求，力争为

每位儿童提供最适合的课程。同时，

聚焦创新链接生活与世界，打通线上

与线下，提供多元多维度可选择的大

课程，为学生终身幸福与发展奠定基

础。

重庆市沙坪坝区
树人景瑞小学校校长李华

规划引领助力高品质学校建设
李华认为，高品质学校的发展规

划从来都不是按部就班，而把每一次

符合时代潮流的教育变革都当成一

次促进学生成长、推动学校发展的大

好机遇，顺势而为，开拓创新。

从办学到现在只有 10年历史的

新兴学校如何在众多老牌知名学校

中脱颖而出，建设成为区域知名学

校？李华认为，成功的经验在于对学

校进行具有前瞻性、科学性、战略性

和可行性的学校发展规划，促进了学

校稳定且有序的良性发展，推动了学

校自主发展、提升了学校办学品质。

“发展规划立足基础，面向未来，

帮助学校排除办学过程中的各种干

扰，纠正偏离目标的办学行为，衡量

各项工作的建设成效，从而有效地提

高学校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是高品

质学校发展的定海神针。”李华说。

成都市石笋街小学校校长张友红

智慧课堂聚焦融合与个性
张友红认为，如今人工智能“跨

界”“整合”“增值”的学习和思维方

式，实现了对人类的超越。人类要

向人工智能学习。为此，石笋街小

学顺应时代发展，提出了智慧课堂

的观点：从“纵深、融合、精准”凸显

深度学习、学科融合和个性化学习，

改变教育结构与方式，设计学校新

的样态。

学校通过对信息深度加工，建构

起个人情景化的知识体系，有效地形

成知识迁移和真实问题解决。创造

泛在生态学习空间运用情境、协作、

会话等综合学习的方式。为情境式、

个性化、交互性的深度学习提供无限

延展，如 scratch 编程世界、卡特猫参

加“化装舞会”等活动课程。

“课堂是连接所有人智慧与情感

的地方。智慧课堂是走向立德树人，

五育并举的基础路径，但不是唯一。”

张友红说，在算法不断更新的时代，

追求更高品质的教育和学校样态是

其终极目标。

8月 23日，四川师范大学教科院院

长李松林在全国新时代高品质学校建

设线上线下学术研讨会上发言，就高品

质学校发展样态、育人模式、实践三个

层面进行论述。他认为，实践中育人，

“大概念”育人，乃是作为一所高品质学

校以大融合求大发展的基本思路。

1.发展样态：更为充分的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

李松林认为，新时代、现阶段，高品

质学校应当追求的学生发展的样态是：

更为充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其

内涵包括三方面，一是基本面的完全发

展，解决学生发展的片面性问题；二是

基本面的整体发展，解决学生发展的畸

形化问题；三是多样化的个性发展，解

决学生发展的同质化问题。

这种全面发展，是一种更为强健的

核心素养发展，它通过合理利用问题情

境、高阶思维、复杂问题等，锻炼学生的

广泛适应力和持续发展力，培养学生以

高阶思维为核心的知识建构力、问题解

决力、责任担当力。李松林总结，学校

应当追求的学生发展样态是一种“大”

发展，相对于学生低阶的、眼前的、粗浅

的、局部的发展，是一种更为充分的全

面发展、更为强健的素养发展。

2.育人模式：五育并举-五育融合
高品质学校要追求德智体美劳更

为充分的大发展样态，需要的是五育并

举-五育融合的育人模式。所谓五育并

举，即德育为魂、四育并行；所谓五育融

合，分三个层次进行：学科综合育人，即

借助一个学科同时完成德智体美劳的

育人；多科协同育人，即跨学科的整合

与协同；广域实践育人，即校内外生活

育人，超越学校，走向生活。

李松林认为，这种育人模式能够有

效帮助学生进行深度学习，从而整体地

建构核心素养。深度学习旨在让学生

学习有深度的知识、培养真正的美德，

从“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切身体验等

高阶思维运行过程中，看得更远，想得

更深，走得更远；对自身与外物形成深

度的理解，能够解决真实的、具有挑战

性的问题。而整体建构是核心素养的

生成方式，无论是科目课程还是校本课

程，都应聚焦核心目标、核心知识、核心

问题，用核心知识整体地、统摄地去学

习。

这种育人模式是一种大融合的模

式，秉持的是“分则伤，合则利”的理

念。“知识之间、学科与学科、学校与社

会之间是不能分开的，分拆的育人模式

都不利于大发展，要统合、整合的育人

模式才可以。”大融合发展，融合的是知

识与事物、知识与知识、知识与行动、知

识与自我。只有当这些元素融合之后，

“知识才能真正为我所用，是我的工具

媒介和力量。”

3.实践：大融合的绝佳途径
新时代高品质学校如何落实大融

合的育人模式？李松林给出的答案是

实践。让学生去“看一看工地里发生的

事，田地里发生的事”，融合知识与事

物；“实践才能出真知，才能发展核心素

养，德智体美劳才能全面发展。”

关于实践，李松林提出一种“大”概

念：大融合的新理念与新方法，它连接

了理论与实践，作为一种重要的基本工

具而存在。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除了

具体的知识，还应有大概念，学科知识、

跨学科知识，课堂内外的知识就靠这个

大概念来整合。“能够打通德智体美劳

的那个东西，就是大概念。”熟悉大概

念，能够帮助学生融通下位概念、表层

概念、外围概念、实践经验，真正将知识

内化于心，通过实践将理论运用于生

活。

李松林说：“实践中育人，大概念育

人，乃是作为一所高品质学校以大融合

求大发展的基本思路。”

“现在，我们正从学校管理走向

学校治理，高品质学校建设更加强调

不同的教育主体之间多元的互动和

协同。”日前，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政涛在成

都举办的全国新时代高品质学校建

设线上线下学术研讨会上说。会上，

来自全国 60余位专家、学者、知名校

（园）长从国家政策方针、人才培养、

新时代国内外形势出发，就新时代高

品质学校建设进行研讨和交流。

营造多方协同的育人氛围
会上，参会代表就高品质学校建

设的标准进行了探讨。

“新时代高品质学校的发展，要

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要

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教育部基

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副主任陈

云龙说，教育要以凝聚人心、完善人

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为

工作目标，建设更多高品质的学校，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

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陈如平认为，高品质学校建设的标

准和要求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高

品质学校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学校的教育教学是适

合学生健康发展的教育模式和育人

体系。

“高品质学校应该是具有高标

准、高品位、高质量的决策。”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于发友认为，在

建设的长期过程中，需要创新性思

维，不断提升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积极调动各方，努力

营造党委政府重视，社会各界支持，

家长积极参与的学校改革发展的良

好氛围。

中国教育学会秘书处秘书长杨

银付认为，高品质学校建设包含学校

教育质量和育人质量两大方面。提

高学校教育质量，要坚持全人全纳共

生共赢的理念，深化课程改革，推进

课堂革命，在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上狠

下功夫；提升育人质量，要深入发展

素质教育，进一步体现培养目标和核

心素养。

“高品质学校是营造最适合师生

生存方式和发展、适合社会和家庭发

展要求的学校。”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刘涛说，高品质学校评价要

从学生全面而个性发展这个核心出

发，从校长、教师、资源入手，打造方

向正、品位高、质量优、声誉好的高

品位、高质量的学校。

高品质是学校实践的成果
学校的发展和特色定位不是照

搬挪用，高品质学校建设应该结合自

身实践，从学校实际情况出发。

“一所学校选择什么、崇尚什么、

追求什么，外显为教育的行为和校

风，内隐的是学校的价值观念。”北京

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王定华说，这其

中，书记、校长是学校各项工作的统

领者，也是学校品质提升工作的主要

负责人，学校要实现高品质发展，优

质的教师队伍、教育教学的科学性、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要有机结合。

“我们要看到优质校长与优质学

校之间存在学校发展‘有效性’的内

在联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朱

德全建议，校长首先要对自身身份有

清醒的认识，对学校发展要有系统的

办学理念，科学的办学方法，这样才

能引领学校走向高品质。

成都七中校长易国栋结合学校

实践经验，他表示，学校教育改革的

核心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是

课堂教学改革，因此，七中将改革的

目标指向强责任、强主体、强思辨，建

构核心知识和核心能力的“双核”并

重的课程。为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

力和自主发展力，七中建构了反思型

品质课堂。易国栋说，这种以学生主

体、师生合作探究为主的课堂，不仅

能够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还利于

教育观念的转变，真正实现以学生发

展为本的高品质学校。

“课堂，是最需要师生对话的地

方。然而，很多课堂仍然是教师讲授

为主，这就使得教育质量打了折扣。”

上海市建平实验中学校长李百艳分

享了学校追求高品质办学的实践。她

说，“有效的对话不仅能成为建设高品

质学校的保障，还有助于推进学校治

理现代化。”学校要积极营造无处不在

的对话场域，构建学生、教师、家长、专

家、自我、世界等多元、多层次对话平

台，让教育教学、课程改革“活”起来。

突出育人的时代性
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

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这

样的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的发展的新

时代，教育应该如何作为？

陈云龙认为，高品质学校发展要

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要创新育人模式，培养更多适应新时

代发展要求的人才。

“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

需要来理解和把握高品质学校建设，

突出时代性。”陈如平说，我们既要把

高品质当作是当下优质学校的基本

特征，同时也可以考虑为学校未来发

展的一种状态，从教育的目的和目标

出发，来理解高品质学校建设。

王定华说，高品质学校的规划是

客观全面认识学校当前状态基础上

的面向未来的发展计划，我们既要传

递中华文明基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又要放眼全球，立足长远，统筹

考虑，充分借鉴国内外优秀经验，因

势推进。

易国栋认为，建设高品质学校是

国际共识，世界上优质学校在人才培

养的模式上已具有重视学生思维发

展、重视学生综合素质、适应个体学

习发展等共性。因此，学校教育要尊

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因材施教，

注重实现学校内涵特色发展。

“高品质学校建设要增强内生

力、内动力、内定力。高品质强调育

人的高品质，这其中一个是育生的质

量，一个是育师的质量。”李政涛说，

面向未来的教育，学生的学习方式一

定是人机交互式的混融教学形式，这

就要求我们的教育要有时代性和前

瞻性。

以大融合
求大发展
——川师大教科院院

长李松林谈新时代高品质
学校建设

■ 实习记者 梁童童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高品质学校？
——全国新时代高品质学校建设线上线下学术研讨会小学教育分论坛侧记

■ 本报记者 董志文

高品质学校，
一种正在探索的学
校类型

“如何办高品质教育？落脚
点在于建设高品质学校。”《中小
学管理》主编孙金鑫说，每一所
学校都应当有自己的目标追求
与办学定位。

孙金鑫用东北师大附中所
倡导的学术型中学实践案例对
高品质的学校进行了解读，高品
质学校通过持续推进各个教育
环节学术文化的建设，铸就教
师的学术思想，塑造学生的学
术素养，发展学校的学术品质
的高质量的学校，它是学校多
样化办学中的一种高品质发展
的学校样态，是一种正在探索
的学校类型。

孙金鑫认为，高品质的学校
无论在理论上如何界定，高品质
的学校都应具有学校教育目标
与育人成就的高度适切性，基
于不同学生的学习水平提升的
层级相对性和学校教育系统与
师生成长持续充满活力的迭代
生长性。为此，她认为，高品质
的学校一要具有鲜明的办学特
色，办学目标能与学生的发展
状态高度契合；二要拥有一支
品行纯良、心系学生、业务精
湛，深受家长和学生喜爱的教师
团队；三是要学校的经验具有可
推广性，其他学校可借鉴、仿效
其相关做法。

“高品质学校教育是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育，是尊重每一个个
体的教育，是让教育遵循规律、
回到本源、关注学生个性发展的
教育。”孙金鑫说。

专家观点

提高育人质量 回归教育本源
——全国新时代高品质学校建设线上线下学术研讨会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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