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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立特

—重庆市合川区弘扬陶行知教育思想整体推进特色学校建设纪实
——

历史选择： 区域特色学校建设的理论之思
特色学校建设袁 具有地域
性尧 个性化等特征遥 既要有
野生于 斯 袁 长 于斯 冶 的 野在地
性冶袁 又 要 遵 循时 代 的 发 展要
求和教育的共性规律遥

特色学校建设是
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必然要求袁 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遥 我国从20
世纪末就开始把特色
学校建设纳入国家教
育发展战略规划遥
2006年袁 野重庆市中
小学特色学校发展战
略冶 课题研究正式启
动遥 重庆市合川区作
为陶行知亲自开展教
育实验的重要基地袁
近年 来坚持 野 1248冶
区域教育发展思路袁
在构建以 野创造教
育冶 为核心尧 以 野开
放教育冶 为动力尧 以
野阳光教育冶 为保障尧
以 野和谐教育冶 为基
础的 野四型教育冶 过
程中袁 基于自身的历
史传统尧 文化基因尧
学校实际袁 坚持以陶
行知教育思想为灵
魂袁 走 野行知立特冶
的区域整体推进特色
学校建设之路遥 鼓励
不同区域尧 不同类
型尧 不同基础的学
校袁 创造性地探索有
自身特色的发展道
路袁 最终实现优势互
补尧 特色发展尧 整体
提升遥

追根溯源，确立区域教育特
色发展的文化定位
特色学校之特，灵魂在文化之特。
区域教育特色发展确定什么样的文化定

位，必须从本地的 历史中去追根溯
源。合川是具有几千年传承的古巴国
别都，名家辈出、历史厚重、文化浓
郁——
—宋元时期“钓鱼城”之战创造
战争奇迹；史学家张森楷、“清官第
一”于成龙、“近代船王”卢作孚等
名流在此任职创业；合川还是少年英
雄刘文学的故乡和中国龙舟之乡、全
国儿童画之乡。1939年7月，陶行知
先生在合川草街镇的古圣寺里创办了
育才学校，进行了长达7年的教育实

践。面对众多资源，我们认为，从发展
的实际需求和适切性看，陶行知教育思
想是最宝贵的资源。走“行知特色”之
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理论梳理，明晰陶行知教育
思想的丰富内涵及现实意义
陶行知教育思想，主要以“生活教
育”为纲，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含，即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

，蕴含着丰富的创造教育思想。
做合一”
它启示我们：在推进教育均衡发展、深
化课程改革的今天，必须推进特色学校
建设，使教育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
教学生学会生活、学会创造，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个性化人才。

实践总结，把握区域特色学
校建设的历史机遇
合川区选择以陶行知教育思想引领

特色学校建设，源自于多年来积累的丰
富经验。合川从1988年3月开始进行生
活教育整体试验。之后，承担了国家课
题子课题“创业教育在合川”研究，重
庆市级课题“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实
践应用研究”。新课改以来，合川区明
确提出“深化‘一校一品’建设，促进
中小学特色有效衔接、常态化实施、品
牌化发展”。走整体推进特色学校建设
之路，是合川区把握机遇，锐意进取，
突破自我的必然选择。

立足实际： 区域特色学校建设的行动之策
区 域 推 进特 色 学 校 建 设 袁
需要行政层面自上而下的谋篇
布局尧 整体推动遥 我们的策略
是袁 立足实际袁 以陶行知教育
思想作为灵魂和主干袁 以
野1248冶 区 域 教 育 发 展 思 路 为
坐标系袁 推动 野和而不同冶 的
特色学校建设遥

政策驱动，规划先行

成“特色学校”。当然，特色学校建
设并非只能遵循这种线性的发展路
径。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探寻在统一
思路之下的多元化路径。有的学校从
特色项目着手，形成学校特色；有的
学校从文化的高度，进行整体设计；
有的学校则是发扬原有的特色，进行
深化、拓展，形成新的更大的特色。

尊重开放，鼓励多元

合川区成立了由教育部门主要领导
任组长的特色学校建设领导小组和工作
小组，制定出台了特色学校建设方案和
活动方案，要求学校用项目的方式，分
解“年、期、月目标”，有目的、分步
骤地组织实施。我们以德育管理、教学
管理、课堂教学、学校 （班级） 文化建
设等为主要内容，从四个阶段进行规
划：第一阶段，用1～2年时间，形成
“项目特色”；第二阶段，用2～3年时
间，挖掘优势项目，发展“特色项目”
；
第三阶段，用3～4年时间，形成“学校
特色”；第四阶段，用4～5年时间，形

在开放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我们
首先尊重学校教育资源的差异与优
化，尊重开放与多元的特色选择；其
次，尊重学校历史与现实的和谐；此
外，要求学校合理选择特色项目，且
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区教育部门启
动了以学校为主体、行政为主导、教
研为指导的“一校一品”建设工程，
要求学校用三年时间分三步实施：第
一，以特色项目为突破口，完成“普
及、提高、精品”的分层序列。第
二，特色项目与特色课程结合，形成

校本课程。第三，从文化建设的高度推
进“一校一品”建设，提升品质。 最
终，形成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基础
教育与职业教育、公立学校与私立学
校、薄弱学校与非薄弱学校特色协调发
展的局面。

经费支持，评价导航

研的引领。合川区以课题为切入口和载
体，推动全区特色学校建设。通过系统
管理、创新方法、及时反馈、交流提
高、推广成果等形式，形成了四个规
范、四个层次、四个体现的“三四”区
域动态性课题研究网络体系。目前，区
教科所组织区级特色学校建设方面的研
究课题97项，其中“特色学校创建与文
化建设研究”等重点课题18项，“学校
科技特色学校建设的行动研究”等一般
课题79项。

领导课程改革等方面的能力。第二是提
升教师执行力。组织开展特色学校建设
方面的区级、网络、校本培训等3500余
人次。组建了4个名师工作室，着力建
设学习型团队，培育智慧之师。

色学校建设不再是局限于学校自身
的内部行为，而必须建立起学校与
社会的互通互动关系。合川区域推
进特色学校建设的一大亮点，就是一
方面从社会的实际需求出发，创建特
色， 服 务 社 会； 另 一 方 面 开 放 办 学，
充分利用社会各界的力量，支持特
色学校建设，构筑动力系统和资源
保障。 例如，南津街小学组织小画家
们参加国际龙舟赛合川赛区书画50米
长卷表演、为合川“创卫”做低碳生
活宣传，还邀请社会上的优秀书画人
士进校园，为师生传经授课。官渡
小学由社区提供经费，安装了视频
网络系统，方便留守儿童每周与家
长交流。
如今，合川区以陶行知教育思想
为主题的区域特色学校建设已呈现出
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实现办好人民满
意教育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未
来，我们将继续全面深化区域特色学
校建设，切实办好百姓身边每一所学
校，把合川建成全国的“师陶”圣地
和名片，让陶行知教育思想永远闪耀
时代的光辉。
渊李 丹 田儒澍冤

学区联动，资源共享

特色学校建设离不开经费投入，但
又不能盲目投入，不分重点。我们建立
了竞争性分配机制，采用“以奖代补”
的方式，对积极性高、成效好的学校进
队伍培育，智慧护航
行经费支持。区教育部门下发了以奖代
补经费的实施方案，对评估验收合格的
建设特色学校，关键在是否有一批
学校给予30万～50万元不等的补贴。针
优秀的特色校长和特色教师。我们以教
对校际之间的差异，制定了特色学校评
研机构为纽带、以提升校长办学理念为
价表、评估细则，建立了“基础评价+
前提、以打造特色师资为关键、以构建
特色评价”的层级化评价体系，增强操 “区级—学区—学校”三级团队为保障，
作性和引导性。
培育特色队伍。第一是提升校长领导
力。从2012年以来，每年都组织全区中
小学校长赴华东师范大学、北京大学、
科研引领，实践扎根
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参加高级研修，提
区域推进特色学校建设，离不开科
升校长规划学校发展、营造育人文化、

学区是一个跨镇街区域的团队，合
川共分为8大学区，每个学区由3～4个
镇街教育管理中心及20余所中小学组
成。在特色学校的建设过程中，合川区
立足学区实际，促进学区内部与学区之
间资源共享，发挥整体合力。一是学区
特色个性建设。本着教育学术研究与交
流一体化、教研与培训一体化、质量监
控与教育督导一体化原则进行，保证不
同的学区凸显不同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特
色主题。二是学区资源整合。通过合并
部分学校，优化学校布局，扩大优质资
源。三是学区间、学校间互动。合作开
展各类教研交流活动。通过实施学区制
度，促进了区域教育在整体上的联动发
展、特色发展。

文化引领： 区域特色学校建设的实践之维
文化是特色学校建设的灵
魂遥 区 域 推进 特 色 学 校建 设 袁
必须唤起区内学校的 野文化自
觉 冶遥 正 是 因 为 文 化 的 引 领 袁
特色学校建设才从行政推动走
向了价值认同遥 在实践中袁 各
学校 从 人 文校 园 尧 特 色课 程 尧
生本课堂尧 实践活动尧 校社互
动等五个方面进行探索袁 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遥

人文校园，为特色学校建设
培育文化体系
人文校园建设包括精神范畴和物质
范畴两大方面。一是凝练学校文化的理
念体系，形成文化谱系。二是根据学校
的特色理念文化，进行环境文化建设。
在我们的规划和要求下，全区每一所学
校都总结提练出了自己的理念文化系
统，并开展了人文校园环境建设。例
如，凉亭子小学在总结少年警校办学特
色的基础上，提练出“以警养德，以警
促智，以警健体，全面育人”的办学理
念，“齐步走 永向前”的校训，“步
调一致 勇攀高峰”的校风等一训三

风。学校先后荣获全国少年军校示范
校、全国特色教育示范学校等多项荣
誉。新华小学打造“三香教育”特
色，进行文化功能分区建设，营造出
浓郁的校园人文氛围，得到中国教育
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郭永福高度评价。

以及与其他学科课程整合，培养学生的
艺术素养。学校先后两次被国家教育部
门评为全国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单位。

管理系统、学校文化自觉系统这三大系
统着手改革，使学校的一切活动都服务
于师生的成长需要。

生本课堂，为特色学校建设
牢固课堂根基

多彩活动，为特色学校建设
搭建多元平台

特色课程，为特色学校建
设构建内容载体

课堂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主阵地，是
活动是特色学校建设的重要平台。
特色学校建设的根基。合川区将特色学
学生在活动中受到熏陶和锻炼，得到的
校建设与区域推进“生本式卓越课堂” 成长不亚于传统课程。合川区注重统筹
建设相结合，构建多元化的课堂教学模
安排多彩活动：一是活动平台多维，包
式。该模式由“基本式+变式”组成， 括国家—省市—区县—学区—学校五个
基本式为：自主学习、展示点拨、总结
层次；二是活动类型多样，包括仪式
训练，但这三个步骤也是灵活的、变化
类、社会实践类、校园节日类、公益类
的，最终目标就是促进学生独立学习、 四种类型；三是活动形式灵活，具有开
自主发展。例如，龙市中学通过“农村
放性。例如，大南街幼儿园围绕“根植
高中课堂教学有效性研究”和“生命教
生活、巧绘童心”的园训，倡导“班班
育在农村学校的探索与实践”课题研
能亮相、人人都精彩”的活动宗旨，以
究，构建了“四段八环”教学模式，注 “三大教育基地、四大经典活动”为主
重独立学、合作学、交流学、点拨学的
要载体，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组级和
统一。育才小学在传承中丰富和发展陶
园级特色活动。
行知教育思想，探索“即知即传，合作
校社互动，为特色学校建设
探究”的“小先生制”教学模式。
合川区还积极推进“生本式卓越课
构筑动力资源
堂”评价改革，核心理念是“以学评
教”。从学生自主管理系统、教师自主
在开放教育、和谐教育时 代，特

特色课程是特色学校建设的内容
载体，是学校特有的价值观和办学理
念在课程上的体现。在合川区教育部
门的规划、要求下，各中小学校在贯
彻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着力在地方
课程和校本课程上体现特色。一是特色
校本课程开发。基于学校的特色文化理
念，组织教师、社会各界人士开发校本
课程。例如，合川中学开发了100多门
校本选修课。自选课安排在每天下午
的最后一节，全校选课走班。小记者
站、科技活动等课程，入选重庆市100
门精品课程。二是延伸式课程整合。
即将国家课程的一些内容与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进行延伸整合。如，久长街
小学注重艺术教育课程内部的整合，

即将 在重庆召开

第八届全国中小学特色学校发展高峰论坛
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渊 2010要2020
年冤曳 中明确提出要 野树立以提
高质 量 为 核心 的 教 育 发 展 观 袁
注重教育内涵发展袁 鼓励学校
办出特色尧 办出水平冶遥 2015年
11月袁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与中
国教育报等单位在已联合举办
前七届论坛基础上袁 决定举办
野第八届全国中小学特色学校发
展高峰论坛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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