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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领导事件聚焦  

洛杉矶特许学校风生水起 

唐    昀 

美国第二大学区洛杉矶联合学区正在发生一场“安静革命”。过去十多年来，一种新型

公立学校——特许学校蓬勃发展。它们不受当地教育厅束缚，灵活利用教育资源，开展各

种教学创新实验，使学生成绩大幅提高。特许学校的出现，改变了洛杉矶的教育格局，正

成为越来越多学生和家长的选择。 

“安静革命”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洛杉矶的特许学校正呈井喷式发展，如今已达 160 多所，比

美国其他城市多得多。今年，特许学校的招生人数比去年上升了 19%，而传统公立学校的

招生人数则持续下降。而联合学区董事会也一改过去的敌对态度，开始对特许学校释出善

意。去年 9 月，学区董事会同意特许学校参与近百块现有教学用地和 50 块新建用地的竞

标。     

 特许学校的蓬勃发展给联合学区现有的教育格局带来冲击。一方面，一些名牌特许学

校不断开办新校，扩张势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原属联合学区管辖的传统公立学校开始

寻求转变身份，成为特许学校。特许学校不仅抢走传统公立学校的生源，甚至把“手”伸向

私立学校。 

特色鲜明 

特许学校运动 1992 年兴起于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同意创建一种新型公立学校，

由政府和一些社会团体、企业、教育工作者、家长等签订合同，共同管理学校事务。它们

大多建在弱势群体社区，运营不受《教育法典》条款限制，也不受学区教育厅管辖，以便

开展教学创新实验。如果实验不成功，在标准化考试中成绩不如传统学校，则会被关闭。 

特许学校往往特色鲜明，给学生提供更多选择。比如大洋特许学校的学生主要来自中

产阶级白人家庭，倡导“体验式学习”；预备大学联盟下属的 16 所特许学校主要招收低收

入黑人和拉丁裔学生，教学严格遵照州制定的课程标准；新洛杉矶特许学校规模很小，只

有 150 名中学生；格拉纳达希尔斯特许中学则规模很大，学生超过 4000 名；有的学校强

调理科，有的侧重舞蹈，有的用德语教学，有的注重文化传播……当然，大多数还是遵循

传统课程，比普通公立学校更为严格。 

加州教育部资料显示，迄今共有 64 所特许学校的特许资格遭撤销，大多因为财务问

题或管理不善；另有 200 多所学校关停，大多是因为特许证过期而未及时续约；但尚无一

所特许学校纯粹因为教学质量不佳而遭关闭。 

教学质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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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特许学校的教学质量优于传统公立学校。有人认为，这主要源于三方面原

因：一是它们“抢”走了传统公立学校 好的学生，二是把差生拒之门外，三是招收的母语

非英语的学生和需要接受特殊教育的学生远远少于传统公立学校。对于上述非议，特许学

校的管理层多次予以否认。以预备大学联盟下属的第四学校为例，325 名学生中有 97%来

自贫困家庭，校舍仅是几排平房，位于两条高速公路交叉处的废弃地带。就是这样一所条

件简陋的学校，今年的学业表现分达到 846 分，比同类学校高出 200 分。 预备大学联盟

创始人朱迪∙伯顿说：“这样的成绩完全是辛勤工作的结果，校方目标明确，对孩子有很高

的期望，一旦定下目标，就持之以恒地努力去实现，不管学校领导层发生怎样的变

化。”     

事实上，由于特许学校大多规模较小、安全性高，学生们比较容易主动学习、集中精

力，这些已成为特许学校招生的“金字招牌”。罗莎∙里瓦斯把她上六年级的儿子从传统公立

学校转入特许学校。儿子在原来的学校时常受欺负，后来开始逃学。“让他上学简直成了

一场持久战，”里瓦斯说。转入特许学校后，“那里学校规模较小，老师对学生有更多管

束，我 看中的就是安全。” 

良性竞争 

当初开展特许学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传统公立学校竞争意识，改善教学质量。从

实践效果来看，有些传统公立学校的确发生了变化。 

以第 54 街小学为例，6 年前，在它附近成立了一所“园景预备特许学校”，当时家长们

更愿意把孩子送到园景预备特许学校。几年来，两所学校相互竞争，都取得了可喜进步。

相形之下，第 54 街小学进步更大，今年的学校测评中，它在英语成绩上的得分与园景预

备特许学校相差无几，数学科目的评分甚至超过后者。   

相关链接  洛杉矶三种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比较 

未来的洛杉矶公共教育体系将呈现“三足鼎立”的局面：传统公立学校、特许学校和有着
特别课程设计但仍受当地教育厅管辖的“磁铁”学校。家长们将有更多选择。 

美国《洛杉矶时报》比较了洛杉矶 161 所“磁铁”学校、152 所特许学校及其附近的传统
公立学校 2008－2009 年度在标准化测试中的表现，发现这三种公立学校中，“磁铁”学校表
现最佳，特许学校次之，传统公立学校最差。 

比较发现，大多数非洲裔美国学生选择特许学校和“磁铁”学校，他们在这两类学校中的
表现远远好于就读传统公立学校的非洲裔美国学生。例如，上“磁铁”小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
中，76%数学成绩优异；这一比例在特许学校中为 57%，在传统公立学校中为 40%。再如英语成
绩，上“磁铁”小学的非洲裔美国学生中，56%达到“熟练”程度，特许学校中的比例是
40%，传统学校仅为 29%。 

特许学校各年级的学生，成绩普遍好于传统公立学校学生，这种差异在中学尤为明显。特
许学校学生的数学“熟练”率为 43%，阅读“熟练”率为 47%，而传统公立学校学生的这两个
比率分别为 25%和 30%。 

（来源：http://xinmin.news365.com.cn/xmhq/201003/t20100319_2652618.htm，201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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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教育领导培育  

校长如何从教育考察中取得真经？ 

张晓峰 田爱丽 

教育考察是改善校长办学理念、开阔校长知识视野、提升校长领导力的重要途径。教

育考察与校长的工作实践关系 为密切，受到校长们越来越多的欢迎。然而，现实中的教

育考察常常流于形式，走马观花，很难取得实效。原因在于，现实中的大多数教育考察仅

停留在参观校园和获取文本两个层次上，而没有进一步深入到对被考察学校办学机制的分

析。 

第一层次的教育考察即参观校园具有较强的模仿性。在参观完被考察学校的硬件设施

和布置之后，考察者通常会对照自己的学校，思考可以在哪些方面可以改进自己的学校，

购置哪些设备设施，如何美化校园等。这一层次的考察学习往往有立竿见影之效。当然这

也是很重要的。校园的物理环境是校园文化的载体和孕育场所，漂亮而又高雅的校园环境

本身就是一门隐性课程，对学生有着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教育功能，对教师也产生着积极的

影响。这一层次的教育考察简单易行，考察者也能够比较容易从中获益，但它毕竟是浅层

次的教育考察，学校设施和外观上的复制对于改善自身学校的管理水平和办学现状的作用

是极其有限的。 

第二层次的教育考察即获取学校的管理文本，也比较受考察者欢迎，因为它能够提供

给考察者较多的借鉴。学校“文本”承载和体现着学校管理方面的制度、规范和要求，是学

校办学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考察者希望能够从中加以借鉴和吸收，在自己的学校进行尝

试。然而，对于考察者而言，这些文本只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却不能模仿。在一个学校

实施有效的制度，在另外一所学校则未必行得通。原因在于，每所学校都有其独特的传

统、文化和环境，也因而形成其特定的学校运行和管理机制。 

上述第一、二层次的教育考察对于考察者而言，只是一种外在的收获，是一种信息的

获取。要想通过教育考察提升校长们内在的综合素质，就需要深入到教育考察的第三层

次，即对被考察学校的个案分析，对它的办学机制进行深入剖析。为此，考察者要充分获

取被考察学校的有关信息，包括对学校发展历史的了解，对学校现状的了解，以及对学校

周边环境的了解。其次，要运用解剖麻雀的个案方法，对被考察学校进行深度剖析，这样

既能找出影响学校发展的关键和重要因素，同时也能提升校长的教育管理素养，深化他们

对学校发展和管理规律的认识。第三，要内化教育考察过程中获取的知识和经验，并结合

自身学校的综合状况，找出改进学校的路径和方法。 

（《中国教育报》2010 年 7 月 20 日，第五版。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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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领导  

如何推进课程与教学领导？ 

当前，校长的课程和教学领导维度日益受到重视。对于课程和教学领导，麦克尤恩

（E. K. McEwan）强调，校长要具有带领教师实现 高教学目标的勇气和愿景，并提出了

有效教学领导的七个步骤，或者称之为七项关键技术： 

建立学业标准，并致力于达成这些标准。促使所有学生成功是教学领导主要职责。 

成为教师的教学资源。教学领导者要为教师教学提供支持，包括提供各种教学物质资

源，保证充足的教学时间，提供机会促使教师在专业上不断进步，肯定成功的教学等。 

营造学习导向的学校文化氛围。校长在构建学习共同体中应发挥关键作用，要倡导、

培育和维持有助于学生学习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文化。对校长行为的调查表明，要营造

促进学生学习和积极控制学生行为的有效学校环境，必须考虑四个因素：教师与管理者要

给学生提出明确的期望和目标；制定完整的规章制度和明确的惩戒措施；保护所有学生的

自尊心；通过公开或非公开的方式肯定和奖励学生的积极行为。 

就学校的愿景和使命与师生进行沟通。校长要提出学校发展的愿景和使命，并与师生

进行交流，取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动员师生共同努力实现学校愿景和使命。 

为自己和教师设定高期望。 

培养教师领导者(teacher leaders)。基于领导的分布式特质(the distributed nature of 

leadership)，对教育教学活动和课程计划的领导并非只属于校长的职务范围，要鼓励所有

的学校利益相关者包括教师、学生和社区等参与到学校的教学领导中去，并提升他们的领

导能力。只有这样，学校才可能在教学方面取得高绩效。校长必须平衡命令和授权的关

系，平衡教学控制与教师专业自主的关系，在建构学校课程和教学计划的过程中鼓励教师

参与，要通过对话而不是命令的方式做出有关教学的关键性决策。 

与学生、教师、家长建立积极的关系。教学领导需要处理一系列复杂的关系，校长要

与家庭、社区成员进行合作，注重满足社区的各种需要和兴趣，同时调动社区资源服务于

学校教育，帮助所有学生获得成功。 

（来源：McEwan E. K. 7 Steps to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Leadership [M]. Thousand Oaks, Calif: Crown Press, 2003.）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学科建设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举行教育基础典籍导航读书会 

为推动教育基础典籍的阅读与研究，端正学风，回归学术。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

心围绕重点培育学科“教育领导学”的建设需要，开展教育基础典籍导航读书会。2010 年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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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 6场读书会，内容涉及马克思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

育》、《马相伯》、西蒙的《管理行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以及怀特海的

《教育目的》。以下是五场读书会的概貌，让我们重温一年的读书会历程，在寂静而又能散发

淡淡的书香中记住教育领导学研究团队走过的每一步。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第二场教育基础典籍导航读书会：6月 8日 6 时至 9时 

留德哲学博士俞可主讲百岁“青年”马相伯的世纪教育情缘。作为生活了一个世纪的马相

伯，他经历了时代的变迁，朝代的更替，从封建的大清王朝到民国政府，他参与洋务运动 10

余年，也参与多次的政治变革与历史事件。他是忠诚的基督教徒，又是新教育的倡导者、实践

者。他创办的复旦大学，对推动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成绩卓著。 

对这样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经历了 100 年人生历程又被他的学生于右任先生称为是“青

年”的马相伯，俞可博士图文并茂、资料翔实、浅显易懂地解读了他的一生对于中国的政治改

革、教育改革、家教改革付出的努力以及产生的效应，特别是提及了他与世博会的因缘。，大

家又围绕中国传统文人品质与知识分子的差异、宗教与知识人的社会责任担当、信仰的力量等

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第三场教育基础典籍导航读书会：9 月 21 日晚 6 时至 9 时 

张艳辉博士主讲西蒙娜·德·波伏娃所著的《第二性》。这部作品出版以来，被《时

代》周刊评为本世纪改变人类思想和生活 10 本书之一；当代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圣

经”；一部俯瞰整个女性世界的百科全书；迄今为止对女性问题研究得 为透彻的一本

书。 

张艳辉博士从评述波伏娃富有传奇的人生经历谈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波伏娃的女性

主义思想的内容与特点，并就女性主义思想对当前中国发展的意义阐述了看法与立场。参

加读书会的教师与研究生，就《第二性》提及的女性主义话题，结合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与

学校教育改革中存在着的比如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阶段男与女教师比例问题、“拯救男

孩”等问题或现象展开讨论与辨析，气氛热烈，观点鲜明，同时，又就下一阶段围绕女性

主义与学校教育为主题，提出了拟需进一步深入学习与研究的课题，比如社会变革中的女

性主义与现代学校教育、女权运动是对抗男性还是完善自身、性别差异与女性解放等课

题。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第四场教育基础典籍导航读书会：11 月 2 日晚 6 时至 9 时 

吴国平博士为参加读书会的师生解读了《民主主义与教育》。《民主主义与教育》为

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 1916 年完成的经典之作，它对 20 世纪的教育思想变革与教

育实践创新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著作传入中国后，曾被夸大或被误读，可谓命运多

舛。 

吴国平博士从深、广、新的角度对著作的背景、内容以及富有特色的观点作了系统解

读。深，体现对著作观点理解的深刻性；广，是对著作细致而又广泛的研读，而不是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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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义、不是泛泛而读，新，是对著作的不少观点进行了新的视角的阐释，又结合时代发展

需求，分析了著作的当代价值。 

在听取吴国平博士系统而又富有启示的解读后，与会师生围绕民主与教育、如何阅读

杜威作品、杜威与中国教育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第五场教育基础典籍导航读书会 ：11 月 30 日晚 6 时至 9时 

王健博士导读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教育的目的》是著名过程哲学创设人、英

国数学家怀特海关于教育问题的演讲论文集。他主张教育应该充满足生气与活力，造就自

主的人，反对对学生进行知识的灌输，尤其是辩证分析了科学教育、技术教育、艺术教育

之间的异同，强调处理科学与人文艺术教育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尤其是强调“如果不能经

常目睹伟大崇高，道德教育便无从谈起”的道德教育观，对今天的学校教育仍有很大的参

考与指导价值。 

王健博士从教育与智慧、教育节奏、自由与纪律、科学、技术与人文、教育与生活、

大学教育等六方面对著作作了系统解读，结合六方面的分析，阐述了作为数学家、哲学家

的怀特海的独特的人文教育目的观。并且，结合怀特海教育目的观，分析了当前学校教育

存在的问题，比如什么是教育中发现的乐趣，什么是好课的评判标准、怎样处理教育与生

活的关系等。 

与会师生对王健博士介绍的怀特海教育目的观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怀特海的

教育具有宗教般的本质、教育自由与纪律的关系、培养学生的想像力、教育有三个阶段等

观点展开了讨论。也有与会者提到能否按怀特海教育的三阶段理论设计学校教育课程体

系、开发学校课程内容等。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第六场教育基础典籍导航读书会 12 月 28 日晚 6时至 9 时 

张晓峰博士导读西蒙《管理行为》。作为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奖，西蒙的管理理论与

思想对中国影响甚深甚广。《管理行为》是西蒙的经典之作，被称为是自出版以来经历半

个世纪的管理学研究经典之作。以往的经济学理论、管理学理论，注重研究管理行为造成

的结果，而忽视了对管理行为形成内在机制的研究，这被看作是管理的环境，它包括管理

行为主体及客观的自然与社会环境。西蒙利用其它领域研究者已经取得的经济学与心理学

成果，对管理、组织、动机、理性等涉及管理决策核心要素进行研究，提出的管理决策的

若干理论主张，对管理科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张晓峰博士对西蒙的有限理性与满意原则作了详尽解读，并从决策过程、决策类型、

决策程序、影响决策的组织因素等方面评价了西蒙管理理论的价值，同时，也客观地分析

了西蒙理论的局限性。参加读书会的师生对西蒙的有限理性与满意原则十分感兴趣，并结

合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的有关观点，阐述了教育功能与价值的有限性，以及如何构建

使受教育者及社会满意的教育，进而塑造真正使人民满意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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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学术交流项目汇萃 

2010 年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围绕教育领导学学科建设总目标，开展了富有特色的学术

交流活动。包括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担任教育领导学世承大讲堂主讲嘉宾、应邀参加各类

学术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应邀在河北、山西、江苏、浙江、云南等省市举行的各类教育领

导、教师研修班讲课、讲学，以及出席多种评审会议、承担有关报刊稿件评审、主持有关

报刊专栏、接受中央及省市媒体采访、指导中小学校教育科研等。因篇幅所限，这里把

2010 年度主办（合作）学术会议列举如下。 

表 1：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 2010 年主办（合作）学术会议 

学术活动名称 主持 时间 地点 人数 类别 备注

《教育领导学》教材编读

研习营 
舒志定教授 2010.7.15-17 上海师范大学 40 国内 

独立

主办

后大众化时期高校教师专

业发展：与德国专家对话 
都建明教授 2010.9.26 

嘉兴职业技术学

院 
30 国际 

合作

主办

高校教师专业发展中德座

谈会 
夏人青教授 2010.9.29 上海师范大学 30 国际 

合作

主办

媒体素养与小学教育中德

座谈会 
冯震教授 2010.10.11 日新实验小学 10 国际 

合作

主办

教育技术学中德座谈会 黎加厚教授 2010.10.12 上海师范大学 30 国际 
独立

主办

首届中德学生对话 俞可博士 2010.10.19 上海师范大学 35 国际 
独立

主办

教师教育创新与教育领导

力提升 
张艳辉博士 2010.10.23-26 上海师范大学 40 国内 

独立

主办

 

一线学校传真 

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改善与加强基层学校课程领导力，杨浦区教育局 2010 年 8 月

发布了《加强中小学课程领导力，进一步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实施意见》，2010 年 10 月，

杨浦区教育局与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上海师范大学现代校长研修中心联合举办杨浦区

校长课程领导力专题研修班，通过培训，使校长们了解学校课程设设置、组织、管理、评

价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提高对学校课程编制问题与绩效的研究与分析能力，能够在任

职学校进行课程改革的尝试，指导一线教师开展课程开发与研究工作。编制课程计划是学

校的重点工作，但是，如何科学、规范、富有实效地编制各校课程计划，恰恰是一项富有

挑战性的课题。为了帮助中小学校长更好地完成学校课程计划编制方案，2011 年 1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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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及 1 月 13 日，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全体成员分组，围绕学校课程计划编制，与杨浦区 44

所小学校长及 31 所初中的校长建立结对，指导各所学校编制课程三年行动方案。现代校

长研修中心的老师们对每一份课程方案逐个进行评析、分析，就课程方案总体目标、撰写

格式、文字表达、校本课程理念提炼、课程之间逻辑梳理等，与校长们面对面交流。接下

来的二个月中，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全体成员将分别到各组推选的案例学校蹲点指导，通过

实地考察，以这所学校课程方案为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解剖“麻雀”，达到举一反三

之功效。 

 

教育领导决策资讯 

◆拥有学科知识足够成为一名成功教师吗？ 

当前，针对一线教师的“国培计划”正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铺开，相当多的培训方案

都注重给一线教师进行学科知识的培训。这无疑是必需的。但问题是：拥有足够的学科知

识是否就能够成为一名成功的教师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有研究表明，教师必须成为能

够激发、促进学生学习的专家，否则，他们所拥有的学科知识很难发挥作用。因此，对教

师的培训必须注重他们的课堂管理技能。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walt_gardners_reality_check/2010/12/is_subject_matter_expertise_enough_for

_successful_teaching.html，2011‐01‐09） 

 

◆如何衡量教师绩效？ 

美国进行了一项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的有效教学测量研究，该项研究的

资助金额高达四千五百万美元。这一研究的初步结果表明，增值测量法能够有效预测教师

未来的绩效表现。研究发现，学生在标准化测验上的进步，反映了他们在学习上的获得和

在批判性思维技能的发展，而不是如某些批评所指出的，只是学生记忆的再现。增值法所

预测的结果，也与学生调查所反映的结果相一致，即通过增值法所预测出来的绩效表现

好的教师，通常也被学生认为是教学 有效的教师。 

（http://www.latimes.com/news/local/la‐me‐gates‐study‐new‐20101211,0,5216463.story，2011‐01‐03.） 

 

◆考试成绩能否代表教师有效性？ 

“有效教师”是国外教师研究的一个热点。有效教师应具备热爱学生，忠诚于教育事

业。有效教师应对教学充满激情，注重与学生建立良好关系。此外，有效教师会总是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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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专业发展或其它机会来不断提升自己。上述这些都是有效教师应该具备的素质，但它

们很难通过学生的考试成绩反映出来。 

（http://www.edweek.org/tm/articles/2010/12/15/tln_teacheffective.html?tkn=VWCC/K4YaOus7Ml54V3UW4b

djYtdsIcmmEfK&cmp=clp‐sb‐ascd, 2011‐01‐03.） 

 

◆如何吸引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     

如何吸引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任教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威斯康辛州密尔沃

基市致力于吸引优秀教师到薄弱学校，认为薄弱学校的学生能够从优秀教师那里获益

多。一直以来，威斯康辛州给在薄弱学校任教的优秀教师发放额外的津贴，以此来吸引和

留住他们。然而，这一措施实施下来效果并不好。于是，地方当局在考虑其他一些措施来

解决薄弱学校的师资问题，如改善学校环境、给予薄弱学校教师更多的激励、对薄弱学校

教师进行培训以及改革招聘制度等。 

（http://www.jsonline.com/news/education/110919399.html，2011‐01‐09） 

 

◆PISA 测试，上海惊艳全球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近正式公布 2009 年第四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调查结果。首次参加 PISA 的中国上海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全部三项

评价中均排在第一位，而美国只是排在 23 或 24 位。PISA 参加对象为全球 65 个国家和地

区的约 47 万名 15 岁学生。中国有上海、香港、澳门和台北四地的学生参与。。测试结果

显示，上海学生的阅读素养得分为 556 分，高出第二位的韩国学生 17 分；上海学生的数

学素养和科学素养得分为 600 分和 575 分，分别高出第二位的新加坡学生和芬兰学生 38

分和 21 分。尽管上海的成绩不代表整个中国学生的成绩，但上海还是吸引了全球关注的

目光。 

(http://www.nytimes.com/2010/12/07/education/07education.html?_r=2&ref=global‐home, 201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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