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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

◆伯班克教员被评为全国年度教师

一位在洛杉矶郊区的以创造性课程启发学生灵感而著称的七年级英语教师，在周一被

评为 2012 年全国年度教师。周二白宫举行的典礼上她将由总统奥巴马授予荣誉。

Mieliwocki 以鼓舞和激励学生们而著称，她经常用苏格拉底的问答法激励学生们的批判性

思维和产生活跃的课堂氛围，奥罗克如是说。最近，她举行了一场基于通俗小说“饥饿游

戏”的写作比赛，这场比赛促使一名学生写了 72 页的故事，这成为她自己的小说创作的

开始。Mieliwocki 在一份陈述中说道：“决定开始从事教育花了她一段时间，现在她把那

描述为‘对从事教育的欲望’”。在一月，她被选为四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优胜者中的

一位入围国家级奖项。（http://www.sfgate.com/cgi‐bin/article.cgi?f=/c/a/2012/04/23/BARE1O7RHU.DTL）

◆印度学校努力摆脱“死记硬背”

印度北安恰尔邦正在实施一项五年教育计划，尝试探索新教育方法。学生在课上要

做的不是记笔记、做习题，而是写故事和做独立项目。该计划希望最终能促进考试、课程

和教师培训等领域的改革，为贫困儿童带来不同的人生。该地一位教师说：“以前教学

时，教师提出的问题都有明确的答案，学生只需要准确重复我们提供的答案。我们现在已

经意识到，不能再继续用这种方法教育学生，不能再让他们考试及格，却学不到任何知

识。” （中国教育与新闻网 2012 年 1 月 31 日 焦阳 文）

◆教改最应该下功夫的是教育体制

教育改革是这次（2012 年）“两会”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全国人大代表徐显明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把李约瑟之问、钱学森之问和乔布斯之问都回答完了，也就把中国教

育的基本问题解决了。中国教育改革最应该下功夫的是教育体制，即怎样培养人的创造

力。这是一个学生的主体地位问题。不能回归学生的主体地位，始终把学生当做教育对

象、当做课题，那么学生就没有自主性，就永远不会产生创造力。所以，以学生为主体，

把学生当做教育关系中的唯一主体，其他都是满足其成长的条件，按照这样一个教育思想

来安排，中国的教育改革才会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中国经济时报》2012 年 3 月 1 日 李小千 文）

◆高科技父母的“反科技”选择

据《纽约时报》报道，包括谷歌、苹果等众多高科技龙头企业的精英，纷纷让自己的

孩子入读抵制高科技过早进入教室的学校。

这些高科技精英和学校认同这样的教育哲学，即计算机与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水火不

容。他们认为，计算机会压制儿童创造力和身体发展，影响其人际交往能力以及注意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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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度和强度。 在学期教育阶段，这类学校强调游戏就是儿童的“工作”，重视儿童在真

实的人际交往中发展社会性，尤其重视儿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滋养。

许多父母认为，日新月异的众多电子产品以及其他电子媒介可以为儿童提供多元化的

学习机会，甚至将某些产品视为“早教神器”。然而，科学研究显示，儿童社会性的发展

必须通过真实的人际交往完成。心理的发展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

硅谷父母的“反科技”选择显示，他们在早期教育中，更重视孩子心理和韧性的培

养，同时，这一选择也守护了孩子的童年。

（ 《人民日报》2011 年 12 月 20 日 李敏谊 文 ）

◆独自在教室：为什么老师太孤立

学校和盖茨基金会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老师在他们的教学时间中只有百分之三花在

与同事们的合作上。大部分的美国教师制定计划，教学，以及检查他们的实践都是独自进

行。

在其他的国家，例如芬兰和日本，教师之间的合作是教学改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

PISA 和 TIMMS 这些国际测试中，他们的学生就比美国的要做的好。问题并不是美国教师

拒绝合作。学校和盖茨基金会发现，将近百分之九十的美国教师相信，提供时间和同事合

作对于留住优秀教师至关重要。

在回答将采取什么结构以使教师协同工作来提高学习成果这个问题上，首先要求一些

长期存在的美国公立学校结构发生变化，也许最重要的是学校课程的变化。在美国和其他

地方的公众教育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缺乏一个共同的课程。一个共同的课程对美国近十

万的中小学校迈向富有成效的教师合作将是重要的一步。它将使应该教什么和学什么的范

围和顺序相互匹配，教师也可以在每一天的课程中相互合作。

然而，即使是最好的课程也不能自行制定。支持教师对课程的理解和发展学校之间的

协作精神，需要时间和金钱的投入。还需要持续专业发展计划，以支持教师的实质性工

作。（http://www.theatlantic.com/national/archive/2012/04/alone-in-the-classroom-why-teachers-are-too-

isolated/255976/）

◆教师能影响同事，改变学校

最新的一项研究显示，教师是一种未开发的，强有力的资产，能够激励基于学校的改

变。研究没有区分涉及到的学校是小学还是大学，但是创造了一种合作关系来促进数学领

域的专业学习团体。教师是强有力的然而却被忽视的资产，这一主要的发现对各种类型的

学校都有适用性，对于正面临资源减少的乡村学校来说，尤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存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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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引进的其他内容包括：管理者和组织的支持必须在某种适当的程度上去满足教

师；在一个专业学习团体中，参与者学习的角色必须清楚；在专业学习团体的时间中，教

师或者合伙人的关系影响了完成内容。

研究称，“教育者必须考虑到一个系统中的每一个最有价值的资源，这方面的发展需

要领导力，结构，途径的支持，以推动持久的专业学习”。

（http://blogs.edweek.org/edweek/rural_education/2012/03/does_your_school_have_a.html）

◆校长：帮助学生的动机是教学的关键

一个教师的成功和自我实现常常基于对自己工作的激情，对学生的高期望,以及帮助

他们成功的渴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预科学院的校长 Art Lebowitz 说。

“一个老师实际帮助学生的动机应高于学术上的、社会上的、感情上的，并且教会学

生成为他们群体中的主要部分”Lebowitz 说，“他们需要近乎残酷的对他们的学生有较高

的期望和帮助他们的渴望”。

据一份来自乔治城大学关于教育和劳动力的研究报告，仅有百分之五点四的教育学校

毕业生失业，这使得他们和健康专业人员一样成为这个国家里最低失业率的专业。在课堂

上学的基本原理不会变成那些技能，除非把它们在课堂中再付诸实践。因此，老师有着非

常珍贵的机会对孩子们的生活产生影响。这也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学生，尤其是小学，在工

作日里和老师在一起的时间会比自己的父母多。

四年制的学士学位是从事教育最基本的要求，学习的知识要在不断的实践中学会运

用。所以，Lebowitz 说，教学有两个要点，第一是对工作的激情或者是职业选择背后的动

机。第二，尤其是在 5-12 年级，是对课程有较深的知识储备。“最好的情况是，当这些

论点继续，学生开始去懂得其中的概念并能够联系起来，当学生看到其中更大的联系时，

如果他们在学校也能够取得成功，在将来这些对他们真的很有用”。

（http://www.acentral.com/business/articles/2012/04/03/20120403satisfaction‐

teaching.html）

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学科建设

▲中心 2011 年科研成果盘点

2011年现代校长研修中心积极参与学校内涵建设，负责承担教育领导与管理创新团队的

一部分建设任务，取得标志性建设成果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新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项，

二是 SSCI 发表论文一篇；三是《新华文摘》转载一篇。此外还出版著作三部，完成书稿一

部，在 CSSCI 发表论文 9 篇，获得第四届全国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 2 项。主要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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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成《马克思教育思想当代意义》书稿一部，出版《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解读》、

《教师教育学》、《教师教育哲学》等著作。

（2）学术论文：1 篇为 SSCI（A Case study of teacher appraisal in Shanghai, China: In relation

to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ia Pacific Education Review. 2011.4）。CSSCI 发表 9 篇，

其中《比较教育研究》2篇、《教师教育研究》3篇、《中国教育学刊》1篇；《新华文摘》

全文转载 1 篇，《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 1 篇。

《新华文摘》今年第四期（总第 472 期）以封面要目形式转载（第 112-117 页）中心

俞可的文章《洪堡 2010，何去何从》。原文刊发于《复旦教育论坛》2010 年第六期，是

为被视作“现代大学之母”与“现代之原型”的柏林洪堡大学 200 周年校庆而作。全文以

校庆为主线，以洪堡模式核心理念“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为切入点，旨在为后大众化时代

的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国际视野与历史经验。

《A Case study of teacher appraisal in Shanghai, China: In relation to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对上海的教师评价制度进行了个案分析，并探讨

了它对教师专业发展的意义。已有文献表明：教师评价能够并且应该促进教师的专业发

展。但我国过去的教师评价主要出于管理教师的目的，现在才越来越多地被当作促进教师

专业发展的一种方式，但它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到。研究通过对上海的一所初中进行

案例分析，明确了教师评价制度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机制。这种评价制度给教师提供了专

业发展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并能够给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指导和方向，促进教师反思

自身实践，从而推动教师提升专业能力。此外，学校文化等外部环境因素也对教师评价影

响教师专业发展起着积极作用。

（3）《教育领导学》和“儿童哲学实践研究”两项成果获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

获奖成果之一：教育领导学 获奖成果：《教育领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出版）

获奖名称：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获奖等级：三等奖 获奖时间：2011 年 9月

成果简介：

《教育领导学》学术专著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5 月出版。该著是国内较早系统回应

“教育领导学”作为独立学科安身立命的理据及合法性之作。以独特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精心

选取了十七大领域，力图全面且客观地展呈教育领导学新学科体系的构建，在纵断性和横断性

的综合比较考察的基础上探究我国教育领导创新的最佳途径。

该部著作主要创新点：科学的教育领导学理论与当前的教育改革实践相结合；宽阔的观

察视野与客观的对比手法相结合；深刻的逻辑推理与全面的立体阐述相结合；丰富的资料与翔

实的数据分析相结合。

该部著作具有较高的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在国内研究教育领导的学术专著中达到领先

水平。从教育领导养成和研修实际需求出发，结合高端理论（国际视野）的前瞻性而又实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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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行动）的研究视角，使之具有奠基性、知识性、引领性和示范性，尽力采用最新的文献

资料和典型案例，把握适合国情的理论前沿动向，贴近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和校长队伍建设

的实践，促使现代校长研修精品教材建设的发展愿景付诸实施。

该著自出版问世以来，既成为广大教育研究者，尤其是教育领导学研究者和学习者的重要

参考文献，在上海师范大学，本书也成为公共事业管理本科生、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和教育领

导学研究的研究生必修教材。该书在撰著成文、修订和正式出版期间，已经在上海市闵行区、

杨浦区中小学校长教育领导力专题研修班 4 期中被 200 余名校长作为研修教材使用，还在江苏

省、宁波市、温州市等长三角区域校长教育领导与教师教育创新高级研修班中作为核心教材为

学员研习，成为长三角地区广大教育领导实践者们研究教育、思考中国教育改革的不可缺少的

参考书。真正凸显了本专著以教育领导学理论研究反哺教育领导实践的价值。

获奖成果之二：儿童哲学实践研究 获奖成果：儿童哲学的实践研究

获奖名称：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 获奖等级：三等奖

获奖时间：2011 年 9月

成果简介：

由现代校长研修中心吴国平博士指导并组织实施与总结的儿童哲学课程研究成果获第四届

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

上海儿童哲学的实践研究始于 1999 年。由本中心吴国平博士引领指导在杨浦区六一小学

进行探索，至今逾 12 年。该研究聚焦儿童思维的培育和训练，提高了儿童学习的兴趣和学习

效能，深受学校师生的欢迎，其研究成果曾获上海市教育科研一等奖，2011 年获得全国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文汇报、上海教育电视台等多家媒体曾用专版或专题对该成果经

验予以报道介绍。目前上海杨浦区全区中小学正在推广儿童哲学的实践与经验，首批 22 所中

小学已进行了两轮培训。

（5）2011年新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及上海市教委创新课题共 4 项。

目前中心自 2007 年以来累计承担各类课题共 36 项，课题总经费 180多万。

序号 项 目 名 称 来源及学校经费编号 总经费 立项时间

1
实践与教育：马克思教

育思想当代意义
国家社科基金 15 万 2011.1

2
儿童哲学的理论与实践

模式研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 15 万 2012

3
中国发达城市二代移民

权利保障与犯罪预防研
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9 万 2010.11

4
教育家成长与办学的长

效机制研究

全国教科“十一五规划”2010 年度教育部

青年课题
2 万 2010.7

5
新时期农民现代素质培

训的实证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 2 万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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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国中小学校长专业评

价指标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5 万 2008

7
教育家型校长的成长机

制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5 万 2010.11

8
教育家办学的保障机制

研究

2011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暨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课题
8 万 2011

9
信念 态度 行为――

学校文化的话语分析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5 万 2010.11

10

高校自治与学术自由之

间：欧洲一体化进程中

的德国大学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5 万 2009.11

11
“教师教育学”学科构

建的基本理论研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 7 2012

12
现代教育领导研修模式

的国际比较

2008 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

题
6 万 2008

13
创建“教师教育学科

群”的理论与实践

2010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项目暨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课题
8 万 2010.9

14

挖掘默会知识 探究实

践智慧——基于默会认

识论的体悟学习研究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 3 万 2007

15
校长、教育家队伍发展

战略研究

《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专项委托课题 33 沪教委发<2008>121

号

3 万 2008

16

博洛尼亚和里斯本框架

中欧洲大学的教育领导

变革：以德国为中心

2008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市级项目 2 万 2008

17
上海中小学校长专业评

价指标研究
2009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一般研究项目 2 万 2009.10

18
“教师教育学”学科构

建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 5 万 2008

19
上海中小学校长专业评

价指标研究
上海市教育评估院沪评研 200818 3 万 2008

20

基于职业社会化的校长

专业发展研究：跨学科

的集体性个案探索

2008 年度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 3 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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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上海中小学校长胜任特

征研究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项目 3 万 2010

22
话语分析视野下学校文

化有效性研究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一般项目 3 2011

23
上海中小学教师职业成

就感现状研究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一般项目 3 2011

24
基于职业社会化的校长

专业发展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创新团队 16 万 2008

25
上海师大教师教育发展

规划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 5 万 2008.1

26 教育领导学 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建设 2 万 2008.6

27
“后实证”时期教育管

理研究转向之研究
2009 年校“原创与前瞻性预研究项目” 4 万 2008.12

28
校长专业标准的国际比

较研究
2008 年上海师范大学校级原创项目 5 万 2008

29 校长语言的社会化研究 校级一般课题 1.5 万 2008.9

30
青少年德育工作视角下

的 360 度灾害管理研究

上海市教委学生德育发展中心专项委托课

题
1 万 2009.4

31
受援区委托管理区域保

障机制研究
金山区教育局 3.5 万 2009.4

32
教育领导与校长专业标

准研究
全国教师教育学会横向课题 4.96 2009.1

33
课程领导与校本实践创

新研究
横向课题 15 万 2011

34
教育领导变革与学校品

牌塑造研究
横向课题：余姚高风中学 3 万 2009.5

35
基于活教育目的论的校

本课程研究
横向课题：法华镇路第三小学 1.5 万 2010.5

（6）085 项目教育领导与管理创新团队设立“研究生创新计划”，提高研究生科研意

识。

人才培养是创新团队建设的内容之一。为此，085 项目教育领导与管理创新团队面向教育

学院全体研究生设立“研究生创新计划”，以支持与鼓励研究生参与创新团队建设工作。该计

划有如下选题：（1）“名校、名校长、名师”研究项目；（2）中小学（园长）队伍建设调研

报告；（3）教育领导学科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4）教育领导与管理故事（案例）数字

PPT 研究项目。立项项目达 1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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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杨浦区鞍山实验学校建立研究型教师发展实验基地

2011年 11月 23日下午，中心全体教师赴杨浦区鞍山实验中学中心深入介入学校发展，

与邵世开校长、张甦书记等会谈学校科研兴校思路，特别是重点打造培育四名研究型骨干教师

的项目进行了交流。鞍山实验中学四名数学、语文、英语及班主任老师作为研究型教师的候选

对象也分别就个人的专业发展经历、个人对所任学科的理解、个人专业发展的期待、个人专业

发展的瓶颈等问题向中心老师做了汇报。中心教师与校领导及四位老师就专业发展困惑、科研

项目选择、专业发展规划等进行了热烈、深入的讨论。会后，中心与学校达成一致合作框架，

中心帮助学校重点为四位教师度身制定专业发展培养方案，通过对四位教师的引领带动全校教

师向反思型、研究型师资队伍良性发展。中心拟以此项目为契机，探索中心下一步深化服务基

础教育的机制，使得中心的教师教育学、教育领导学学科建设呈现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新格局。

▲举办“优质与特色学校联盟校”校长论坛

2011年 12月 8日上午 8:30,上海师大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举行“优质与特色学校建设联盟

校”暨首期校长论坛。该论坛通过汇集观点，总结成功经验，旨在搭建一个初中学校校长实践

与理论的交流平台，并展开前瞻性的探索与思考。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建青实验中学、莘光

中学、蒙山中学、位育初级中学以及浙江、江苏的学校代表共 30 多位校长参加了此次会议。

上海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教育学院院长、现代校长研修中心主任陈永明教授致辞，对

来宾表示了欢迎并预祝论坛圆满成功。

校长们分四组在中心成员张晓峰、张艳辉、许苏、俞可的主持下进行了发言，诸位校长

以生动的案例、犀利的观点、专业的精神和坦诚的心态介绍了各自学校情况及办学特色。

此次会议，讨论了联盟章程与活动方案。这项活动受到与会校长肯定，认为加强初中学

校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建设特色学校，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联盟的建立，给与会校长建

设特色学校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发。

▲中心开发建设了《教育领导学》本科生网络课程和硕士生网络课程；中心成

员参与的《教师教育学》课程，成功入选 2011年度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俞

可、许苏两位老师获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李霞获学校公派出国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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