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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 ,“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深

化办学体制改革”“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加快教育信息化进程”“推进依法治教”。我们呼唤教育

家成长，学校是教育家成长的试验田，教育家由此走向红地毯；我们倡导教育家办学，学校是教育家

办学的梦之园，教育家由此自带金引擎。面向 2030，每一位教育人都应当认真思索，我们要创建的，

是怎样的一所未来学校？

未来学校的建设：第一，一定是面向学生，是以人为本。要树立人人成才，人尽其才的理念，要

把关心学生终生的发展，培养终生学习的能力贯彻到每一个学生。未来学校的教书育人活动，要充分

尊重学生成长规律，学生的成长好比一棵树的生长，一方面禁止揠苗助长，要倡导顺其自然；一方面

也禁止不管不顾，要倡导适当修剪。

第二，课程建设是学校的根本。课程反映了一所学校的特色，同时也反映出对学生的教育起到什

么样的作用，课程在整个的教学过程中是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第三，教师是学校的根。我们要关注的是教师的职业生涯的教育，而职业生涯教育也关系着教师

的一生。一个未来的学校，一个未来发展的学校，一个一流的学校，不关心教师是不行的。另一方面，

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师范大学，在纪念第三十个教师节的时候谈到，一个学生遇到一位好的

教师是学生终生的幸运，一所学校要有一批这样的教师是这所学校的幸运，中国要有一批这样的学校

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根基。未来学校的师资队伍建设，要充分尊重教师成长规律，挖掘教师潜能，

助力教师提升，激发教师活力，教师有活力，学校才能有生机。

第四，学校要重视文化建设。文化不仅仅是这个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的反映，更是一所学校

的价值观的体现，作为校长更要关心学校的文化制度建设。评价一个学校的好坏实质上很简单，就是

看学生对这个学校有多大程度的热爱。

作为全国最大的群众性、公益性教育学术组织，中国教育学会一直坚持会员为本，加强服务意识，

提升服务水平，创新服务方式，充分发挥自身拥有的专家资源优势，帮助广大教育工作者实现职业生

涯的进步，通过造就一批教育家型校长、教育家型教师，不断引领并深化教育创新的各个方面，实现

基础教育在均衡发展基础上的质量提高。

从新世纪伊始到 2010，我们教育人满怀希望，锐意创新，可谓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的十年；从 2010 到 2020，我们教育人总结经验，不断创新，正处于“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的十年；从 2020 到 2030，我们教育人开放包容，圆梦创新，必将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的十年。

戴家干 / 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

面向 2030

创建一所未来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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