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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党的十九大修改通过的《中国共

产党章程》第三十二条规定：“党的基

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

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

基础。”第三十三条规定：“实行行政

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

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实行党

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

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对重大问题

进行讨论和做出决定，同时保证行政

领导人充分行使自己的职权。”可见，

中小学校党组织是党在学校中全部

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发挥战斗堡垒

作用，全面负责学校党的政治建设、

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

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

反腐败斗争，把握学校发展方向，参与

决定重大问题并监督实施，支持和保

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领导学校德育

和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维护各方合法权益，推

动学校健康发展。学校党建如何引领

办学治校，推动学校教育高质量发

展？对此，笔者有如下理解与思考：

一、党建要导航引路：即要把握
学校发展方向，参与决定重大问题并
监督实施。换言之，要为办学治校和
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举旗定向。

学校党组织要有战略思维。要

发挥“北斗导航”般的战略功能，为学

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举好旗，定好向，

把准发展方向，制定发展目标，规划

发展路径，做到“双管齐下”。既管办

学目标方向：把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

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执行

党的教育方针，引导监督学校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坚持和确保学校的社会

主义办学方向，作为学校党组织的重

大政治责任。又管改革发展决策：积

极参与讨论决定学校发展规划、重要

改革、财务预决算和教学科研、招生

录取、基本建设等重大事项，以及涉

及师生员工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实

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双

管齐下”能从源头上解决学校党建和

学校教育两张皮的问题，实现二者在

良性互动中的内在统一，确保党建工

作对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引路。

二、党建要领航增效：即要领导
学校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负责学
校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
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换
言之，要为办学治校和学校教育高质
量发展赋能提质。

学校党组织要有执行思维。在

学校教育中不能只挥手拍板，不操作

执行，要实战进入学校工作各领域，

发挥一马当先的首马效应，以先锋模

范作用带领师生共同奋斗，并在关键

时刻起到攻坚克难的战斗堡垒作用。

“两件大事”要扛在肩上、抓在手

上、落到实处。一是担起领导责任。

所谓领导，毛泽东曾说，领导的责任，

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

件事。学校党组织要领导好学校德

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就要善于抓班

子、带队伍，善于谋篇布局，善于调动

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整合一切可以

整合的力量，通过制度机制形成育人

合力，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

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和

践行为重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动形成良好校风教风学风，对

“为谁培养人”这一灵魂之问交出满

意答卷。

二是担起直接责任。加强党的

六大建设，是学校党组织不可推卸的

必须全面担负起的主责主业，从工作

研究、到决策制定、到推进实施、到绩

效评估的全过程，学校党组织必须全

程、全方位参与。从思维方式讲，要

实现从决策思维到执行思维的转换

与统一。从工作思路讲，不能就党建

抓党建，要坚持“抓党建就是抓教育”

的理念，突出政治引领、组织引领和

典型引领，围绕教育教学和管理、围

绕教师学生和家长、围绕彰显学校党

组织和党员教师先进性、围绕党建文

化对学校文化建设的引领开展党建

工作，实现党建工作与教育教学工作

浑然一体的高度融合，对“培养什么

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灵魂之问交

出满意答卷。

同时，“双管工作”也要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落到实处。要毫不动

摇地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

在选人用人上，学校党组织要发挥主

导作用，负责学校内设机构负责人的

教育培养和选拔任用，协助上级党组

织做好学校领导人员的教育管理监

督等工作。要会同有关方面做好教

育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管理、服务

和奖惩工作，对教职工聘用考评、职

称评审等提出意见。要健全把骨干

教师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教师培养成

教学管理骨干的“双培养”机制，打通

干部、教师成长通道，营造良好人才

成长氛围。

三、党建要护航保驾：即要支持
和保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维护各方
合法权益，推动学校健康发展。换言
之，要为办学治校和学校教育高质量
发展排忧解难。

学校党组织要有底线思维。学

校教育中出现的困难、问题，学校党

组织要敢于直面，主动化解，兜底解

决所有困难和问题。不能甩包袱，不

能把责任推给校长，要支持和保证校

长依法行使职权。同时，要领导好工

会、共青团、少先队等群团组织和教

职工大会（代表大会），做好统一战线

工作，维护好学校各方面的合法权

益，不能让任何一个团队成为弱势群

团，不让任何一人掉队。

当然，学校党组织更要领导好学

校的纪律检查工作，落实好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锲而不舍地

反对“四风”，加强对违纪违法问题的

预防、监督和查处，维护学校和谐稳

定，确保校园安全平安，确保学校各

项事业得到健康发展、持续发展。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管理
分会党建研究与管理学术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

眼下正是全国各地编制教育事

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关键时

期。

在我国，教育规划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受到重视，到21世纪初，教育

规划的理念和方法才逐渐进入中小

城市区域层面。市、县两级教育治理

是国家教育治理层级中最具体、最关

键的承上启下环节。“郡县治，天下

安”，用在教育发展规划上也可以说，

“区域善谋，教育良治”。如何通过编

制区域规划推动教育特色发展？顾

明远说得好，“以先进的教育理念为

灵魂, 以创新的教育实践为基础, 以

合理的教育制度为保障, 以卓越的教

育成果为标志。”近20年的地方教育

发展经验告诉我们，教育先进理念是

区域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文本的灵魂

和生命，其理念体系是科学谋划、系

统推进新时代区域教育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主线和抓手。

那么，先进的区域特色教育理念

从何而来？

首先，来源于新时代发展要求。

区域教育理念依据党的方针政策、执

政理念和重要会议讲话、政策文件要

求凝练而成，符合地方政府的发展战

略、发展定位和发展要求，对标政治

要求，坚持正确方向，服务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山东省济南市以“办有温

度有品质的教育”为发展理念，通过

实施“零择校零择班”、探索“1+X”共

同体办学模式、创建“三类学校”、启

动教育在线平台建设、全面深化思政

课改革、加快“减负提质”、探索多样

化评价、落实强师惠师政策等系列组

合拳，打造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济

南名片”。还有如杭州市上城区打造

“美好教育”，重庆市南岸区建设“书

香南岸·幸福教育”等等，都属于创新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典范。

其次，来源于教育理想追求。区

域教育发展理念其中蕴含的教育思

想、教育原理、教育理论、教育精神、

教育主张等经过多年教育理论研究

与实践检验，符合教育规律，切中教

育肯綮，能有效破解教育发展瓶颈。

如，上海市嘉定区提出“传承教化之

风·镕铸品质教育”发展理念，着力创

新课程生态，打造区本课程群；创新

学校管理，建立现代教育治理架构；

创新办学模式，推进优质资源扩张，

实现区域教育发展“高开高走”。还

有如上海市奉贤区“新成长教育”、郑

州市二七区“多彩教育”、四川省德阳

市旌阳区“三美教育”等蕴含独特价

值追求的教育理念，都引领着区域教

育高位均衡发展。

再次，来源于地方特色资源。我

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 各地区特

色鲜明、斑斓多姿的文化资源是建立

区域先进教育理念的土壤和源泉。

如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根据县

内传统文化资源提出“善美教育”发

展理念，具体构建“四向”核心理念

（向善、向上、向好、向美）、达成“五

有”育人目标（有情怀、有思想、有担

当、有诗歌、有远方）、实施“六进”实

施策略（激情奋进、求是跟进、扎实推

进、努力上进、与时俱进、不断前进），

实现了中小学环境美、校风正、学风

浓、习惯好的教育目标。还有浙江省

嘉善县在“善文化”县域人文品牌下

建设“善的教育”德育品牌，重庆市璧

山区建设“儒雅璧山·宜生德育”、合

川区打造“生活教育”育人品牌等等，

区域教育发展理念无不体现传承地

域传统文化、挖掘地方特色资源、优

化区域发展路径，起到了凝心聚力、

笃行致远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用特色教育理念

引领区域教育发展最忌讳的是贴标

签、生硬植入、盲目嫁接。在“十四

五”开启之际，我们期待更多有思想、

有灵气、有特色的教育理念闪耀其

中，为区域教育高品质发展增光添

彩。

（作者系重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庆市教育科
学研究院分中心成员）

随着脑科学的不断发展，人们越

来越意识到，学习的本质就是连接。

教育学者丽塔·皮尔逊说：“没有强有

力的连接，孩子就不会有有效的学

习。”这表明，教育的核心就是要帮助

学生建立各种连接。依我看，好的教

育不仅能让学生看见自己和看见天

地，还能让学生看见众生和看见发

展。做到这样的教育，方能达到连接

生命、衔接生活、连接世界和对接未来

的“四接”境界。

一、好教育连接生命，让学生“见
自己”

“教育的本质就是生命教育”，连

接生命是好教育之至诚要义。有生

命，有教育；无生命，无教育。生命既

是教育行为的主体，又是教育活动的

对象，还是教育最核心的力量。这就

决定了好的教育要连接生命，让学生

看见自己。

人要看见自己，很不容易的事。

不然，古希腊人就不会把“认识你自

己”这句箴言，镌刻在德尔斐城的阿波

罗神庙的石碑上。从事教育的人要认

识到，学生只有看见自己，才能读懂自

己，才能成为最真实的自己；当他们能

看见自己，就容易看见别人，从而更能

理解别人、尊重别人，故而找到与人和

睦相处之道。

举例说明：眼睛长在脸上，人无法

直接看到自己的脸，但可借助镜子或

水面而看见。好的教育就是一面镜

子，帮助学生看见自己，使之成为如

《道德经》所言“自知者明”。这就意味

着，坚持“以生为本”、坚定“以学定教”

和坚决“以教促学”的教育原则和方法

论，想方设法地让学生认识自己是

“谁”，创造环境和条件使他们能成为

心所向往的那个“谁”。

二、好教育衔接生活，让学生“见
天地”

“教育即生活”，“生活即教育”，衔

接生活是好教育之至真要义。教育时

时皆生活，生活处处有教育。教育若

水，生活就是教育的源泉；教育如林，

生活就是植栽树林的大地；教育是白

云，生活就是布满白云的蓝天。好的

教育要衔接生活，让学生看见天地。

那么，教育怎样衔接生活？在思

路和范围上，好的教育既要衔接学生

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又

要衔接他们的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

社会生活，还要衔接他们过去的生活、

当下的生活和未来的生活。在策略和

目标上，好的教育要实现生活化，用生

活之营养、生活之舞台和生活之炼炉，

教给学生生活所需的必备知识、人格

和关键能力，使他们能在生活之天地

学以致用，成为生活的强者，能经受得

起生活的各种考验，从而过上更加美

好而幸福的生活。

可见，好的教育无疑是能创造好

生活的教育。陶行知在《教育的新生》

一文中说：“好生活就是好教育，坏生

活就是坏教育；……生活里起了变化，

才算是起了教育的变化。”所以，好的

教育是通过创造好的生活之天地，以

成就学生之好生活。

三、好教育连接世界，让学生“见
众生”

“教育即世界”，连接世界是好教

育之至善要义。教育是诞生在人类世

界的一种社会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让

人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创造

世界。教育学者夏风说：“所有的发

现、实现、呈现，都是人类与世界的定

位、关联与融合，出发和满足于人类对

自我世界和未来世界的建构。”随着经

济全球化的发展、地球村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日益得以认同，人们越来越体

悟到彼此共生于这个星球、这个世

界。故好的教育要连接世界，让学生

看见众生。

好的教育不但能让学生看见自我

的世界，还能看见他人甚至其他生命

及其世界，以及彼此共生、共处和共造

的世界。就文化来说，世界文化是多

元的，好的教育要让学生对世界各国、

各地的文化给予应有的理解、尊重、包

容或接纳。《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众生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则至善至美。就个体而

言，每个生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既独

立又关联，共同生活并进化于世界之

林。

好的教育就要让学生在世界之林

中找到其在世界的坐标系，并发现与

世界众生之关系，从而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四、好教育对接未来，让学生“见
发展”

“教育即生长”，对接未来是好教

育之至美要义。生长是生命至美的姿

态，生命只有生长才有未来。美学大

师朱光潜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启发、

抽出人性中固有的求知、想好、爱美的

本能，使它们尽量生展。在我看来，好

的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记得什么或学

会什么，还需生成什么和发展什么。

即好的教育要对接未来，让学生看见

发展。

对接未来的教育要对接什么呢？

对接未来的教育，其内涵有四：一是对

接学生自身发展的未来；二是对接社

会发展的未来；三是对接国家和民族

发展的未来；四是对接世界发展的未

来。这就表明，学生的发展要和国家、

民族、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合调合

拍。换言之，学生的生命成长要融入

新时代的旋律，要汇入新时代发展的

潮流，才能更好地唱响生命的欢歌和

彰显生命的价值。

毋庸置疑，对接未来的教育要具

有前瞻性、预见性。这就要求教师要

用发展性眼光看待事物、耕耘教育和

对待学生，从而引导学生能预见自身、

社会、国家和民族，甚至世界的发展趋

势及需求，使他们能够积极主动地学

习，自觉自律地成长，进而使学生发展

成为能胜任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

综上所述，好教育就是至诚、至

真、至善、至美的教育。其至诚之义在

于连接生命，至真之义在于衔接生活，

善之义在于连接世界，至美之义在于

对接未来，从而能让学生“见自己”、

“见天地”、“见众生”和“见发展”。此

乃教育的“四接”境界。

把党建引领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
■ 刘仁富

连接生命 衔接生活 连接世界 对接未来
——谈好教育之“四接”境界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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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先进理念为区域
教育发展规划添彩

■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钟儒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