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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里，何雪芹给学生梳头。

从考古看四川
■ 赵青新

深入推进教育督导现代化成

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教育

领域依法治教以及转变教育管理

方式的重大举措，特别是我国教

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

郭平教授主编《教育督导学》，对

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教育督导理论

和实践中的基本问题，推进高质

量教育体系建设深有启发和裨

益。

教育督导是教育法规定的一

项基本制度。2020年，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新

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明确提出：“到 2022 年，基本

建成全面覆盖、运转高效、结果权

威、问责有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新时代教

育督导体制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必将成为政府加强教育宏观管

理，推进决策、执行、监督三者之

间协调运行，以优化管理体制、完

善运行机制、强化结果运用为突

破口，提高教育治理现代化水平

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和深远

影响。

教育督导学是教育治理的一

个重要研究领域。教育督导学是

以教育督导现象和问题为对象，

以管理学、教育学和其他相关学

科为基础，运用定性、定量以及其

他方法，通过对教育督导现象和

问题的研究，发现教育督导规律、

形成教育督导理论并指导教育督

导实践的一门科学。教育督导学

的研究对象是教育督导的现象与

问题，但现象与问题之间具有不

可分割的联系。任何教育督导问

题都是以教育督导现象为基础

的。教育督导学的核心是始于问

题的提出，终于对问题的解释和

解决。教育督导学的学科基础是

管理学、教育学以及其他相关学

科。教育督导学的学科功能定位

是揭示教育督导规律、形成教育

督导理论、指导教育督导实践。

为了对教育督导理论研究成

果和实践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

全面反映古今中外教育督导的历

史概貌，全方位、全过程地展现教

育督导改革实践新进展和教育督

导理论研究新成果，郭平主编的

《教育督导学》一书凸显以下特

点：一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结合。

注重教育督导理论的吸收，对概

念、原理有机融合，同时注重教育

督导实践，提出实践性，强调应用

性。二是系统性与专题性相结合。

注重从系统论的角度对教育督导

做整体分析，全书总体除导论外，

包括主体论、客体论、过程论和实

施论，同时分章按照专题进行论

述，突出整体与部分的有机结合。

三是政策性与原理性相结合。书

中论述遵循国家法律、法规方针、

政策，但不是仅仅停留在政策和

法规的条文解读。四是概念化和

具体化相结合。注重提出的概念

清晰、明确、概括性强，同时注重

把概念化的理论运用到教育督导

的具体情境中，突出对案例和材

料的选用和分析。五是现实性与

前瞻性相结合。本书主要以近年

来我国教育督导的发展与现状为

背景，借鉴国外教育督导理论，吸

收我国传统教育督导思想的精

华，试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

育督导学的学科体系。

教育督导是教育治理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国家依法治教的重

要措施，是现代教育管理不可缺

少的重要环节。教育督导是国家

教育督导机构为了保证国家教育

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根据国家

的法律、法规，对政府和教育机构

进行监督、检查、评估、指导的活

动。从本质上说，教育督导属于行

政性活动，是由政府机构实施的

一种对教育活动进行管控的活

动，是监督性行为与指导性行为

相结合的一种行政评价活动。教

育督导有利于国家对教育事业发

展进行深入的指导与调控，有利

于社会公众享有对教育事业发展

的知情权，有利于被督导的单位

和个人发现教育活动履职中的问

题，从而更好地谋求教育发展的

机会和条件。这些观念无论从教

育督导理论探究，还是教育督导

实践活动，很有针对性和指导性，

是对教育督导现代化的积极贡

献。

《寻蜀记》是一部“从考古

看四川”的著作，作者萧易生

于 1983 年，与《中国国家地

理》已经合作十余年，但凡考

古领域有重大发现，萧易总去

现场一探究竟，萧易现在是

《中国国家地理》发稿量第一

的作者，在《南方周末》也设有

专栏，出版《古蜀国旁白》《纵

目神时代》《金沙》《空山》等多

部考古著作。

这些著作大多围绕四川

考古展开，文风扎实质朴。萧

易不是考古学家，理论背景不

算坚固，不过，缺憾在他勤奋

深耕、以事实为依据的书写中

得到了弥补。

《寻蜀记》选取了四川近

年来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

这些考古发掘大多是萧易亲

身参与的，那些荒野田畴的遗

址，也是他亲自踏访并根据材

料整理的。全书十九篇长文，

按照断代顺序，先秦、秦汉、南

北朝、唐五代、宋代、明清，一

桩桩，一件件，串联起一部特

殊的四川历史。

全书力求解决这样一些

问题：考古发现中隐藏了哪些

历史密码？那些特别的文物的

细节构造，反映了什么样的工

艺水平，包含了什么样的信仰

观念？这些文物为什么会在四

川出现，它们与中原地区、与

其他地区文物的异同点，反映

了什么样的文化传播过程？垦

殖和战争是一个地区开发、发

展的主要驱动力，这些文物和

器具如何与当时的社会历史

相互印证？

宝 墩 遗 址 距 今 大 约

4500-3700 年，相当于中原龙

山文化时期，它与郫县古城、

都江堰芒城等几座新石器时

代的古城陆续在成都平原被

发现，表明了长江流域文明的

多样性。考古学家苏秉琦曾经

提出“满天星斗”的解释模型，

简单地说：新石器时代的中

国，甚至到夏商时期，其实同

时存在着发展水平相近的众

多文明，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

方，犹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

布，中原文明只是其中之一。

宝墩文化正可作为例证之一。

对于三星堆“纵目之神”

的关注，也说明了萧易对于

文明起源及其动因的敏锐感

知。纵目面具突出的柱形眼

睛，意味着它超乎寻常的望

远能力，三星堆出土了众多

与“眼睛”有关的文物，说明

“眼睛”是古蜀青铜器艺术表

达的重要母题，这与四川盆

地多雾的气候条件有关。三

星堆青铜人头像的五官、发

型、姿态等，显示了古蜀国人

与中原人不太一样的相貌，

特别的葬俗、社会和宗教习

俗。金沙遗址出土的许多文

物，比如，殷商甲骨文就载有

“蜀”称，武王伐纣时，蜀人协

助武王作战。墓葬中发现的

工艺品，比如象牙、玉琮、玉

璧以及器物上的纹饰，为研

究四川古代文化及其与中原

地区的交往提供了依据。

蒲江船棺，鉴定为战国晚

期频频出现的楚文化痕迹，令

萧易想起蜀王鳖灵的记载，偏

安一隅的开明王朝，依然被卷

荡的风云裹挟；西风残照，汉

家陵阙，渠县与雅安的残墟依

稀保存着古代都市的繁华迹

象；合江金棺，呈现汉代生命

与死亡的画卷；安宁河畔，大

石墓的邛人述说着氏族社会

时期的部落生活；川蜀之地，

为何大佛如此之多？后蜀败

落，为何蜀人仍然纪念孟昶？

西蜀梦华，南宋危亡，董氏家

族匆忙埋藏的珍宝，成为考古

记录里“中国宋代金银器第一

窖藏”；龙隐西南，中国最大的

明清龙桥群，在泸县蔚然大

观。……

今日之是或为明日之非。

考古学的解释和结论经常随

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和新材料

的出炉而作出修正。近段时

间，三星堆新坑考古发掘工作

热烈进行，金冠带、铜人、玉器

……纷纷现世。许多文物看起

来那么特别、奇异，为什么呢？

最大的可能是三星堆长期作

为地域文化独立发展。文明并

不一定从中心向边缘发散，我

们的习惯认知就被刷新了。考

古的魅力，正在于不断打开新

的“盲盒”，打捞历史和文化记

忆，不断重新认识“我从哪里

来”。

围绕四川考古的热议，近

年来大众对于考古焕发的热

情与兴趣，都需要像《寻蜀记》

这样的普及读物。

萧易整合了目前所知考

古材料关于年代、地理、气候、

政治、军事、文化、观念等方面

的分析和解释，考古材料与文

献资料相互对比，尽量保证推

论与证据的合理，并以清新的

人文气息的随笔写作，引领我

们穿越考古学幽谧的丛林。

《寻蜀记》

作者:萧易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1月
ISBN: 978755983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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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歌新时代 颂歌献给党”
歌曲传唱视频征集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现四川
省广大师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的精神
风貌，按照四川教育系统庆祝建党百年活动“一
唱”要求，即日起，本报面向全省中小学校征集

“欢歌新时代 颂歌献给党”歌曲传唱视频，重温
党的光辉历史，讴歌党的丰功伟绩，共同形成声
势浩大、浓厚热烈的庆祝氛围。

参与对象

全省中小学校师生和家长

活动时间

2021年4-7月

征集内容

作品应以短视频形式呈现。视频中的演

唱歌曲既可以是《我的祖国》《唱支山歌给党

听》《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经典歌曲，

也可以是《我们都是追梦人》《国家》《不忘初

心》等新时代主旋律歌曲，或者是反映光荣革

命历史传统的校歌、原创曲目。

演唱形式不拘一格，独唱、合唱、快闪、跨

校跨地域传唱等形式都可以。鼓励大胆创

新，唱出新时代四川师生的精气神。

征集到的视频作品将在教育导报微博、

微信、视频号等平台上集中展示。编辑会根

据实际情况，对征集到的视频作品进行二次

加工、创作。我们会从中选取优秀作品，对表

演者和制作者进行深入采访，讲述作品的幕

后故事。

作品要求

详细注明参与者姓名及单位、歌曲名称、

联系方式，可附文字说明和相关活动照片。

若是原创歌曲，请注明词曲等作者姓名。

视频尺寸不低于1280*720，MP4或MOV

格式。视频时长不超过6分钟。

凡提交的视频作品，组织单位有权在相

关宣传、推广过程中使用。视频作品如涉及

版权等问题，一切法律责任均由参与者承担。

投稿邮箱与联系人

视频作品请发送至邮箱：jydb1988@163.

com（邮件标题注明“歌曲传唱”主题词）。

联系人：向颖 028-86142100。

积极推进新时代教育督导现代化
■ 杨润勇

（杨润勇：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法治

与教育标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教育学博

士。）

《教育督导学》

作者：郭平 胡永春主编
出版社：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1月
ISBN：978756437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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