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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从供给侧改革入手推动新名校集团化办学

名校跨域突破 教育“时差”归零
名校集团化，曾经是杭州教育的一张名片。
早在 2004年，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共享面，

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在全市实施名校集团化办
学战略。 到 2017 年底，全市教育集团从 2004 年
的 28 个发展到 356 个，成员单位 1333 个，主城
区中小学名校集团化覆盖面达 82.3%，幼儿园覆
盖面达 74.3%。

但随着新老城区融合以及下辖县市城镇化
的快速推进，在家长们眼中，杭州的教育有了“时
差”感。这一“时差”，指的是杭州新老城区学校之
间，城区与下辖桐庐、建德、淳安之间，在教育质
量、优质教育资源上的对比落差。 如何进一步缩
小新老城区以及城乡之间的教育“时差”，成为杭
州教育的必答题。

怎么办？ 近两年，杭州市从推动优质资源供
给侧改革入手， 开启新一轮名校集团化改革：从
县域均衡走向市域均衡。跨域突破、县域盘活、师
资融通、技术带动，杭州市教育局把这一轮改革
称为新名校集团化。

名校出市入县

浙江省桐庐中学副校长何国民依稀记得 3
年前招考季时内心的焦灼。随着高考成绩和高校
录取分数线的发布， 市内高中成绩单像镜子一
样，照出了县中的颓势。桐庐中学虽上本率不低，
却迟迟难有质的突破。“家长用脚投票”，好学生
渐渐流失到杭州市内或周边区市。

“稍有经济能力的家长，都会选择送孩子跨
区域上学。 ”杭州第二中学副校长邵江良将之归
结为城市的虹吸效应，但周边区县涌来的教育需
求对城区学校承载量的冲击也让他很无奈。“为
满足新城区居民对好学校、好教育的需求，杭二
中将原先的 12个班扩至 13个班，但还是无法满
足全部的需求。 ”

与此同时，桐庐、建德、淳安等杭州下辖县
（市）学校的遭遇，却与城区学校形成“冰火两重
天”的对局。“调研时发现，县中的生源质量下降，
教师流失情况严重。 ”杭州市教育局政策法规处
处长章潘彪分析， 直接原因是城市化进程加快，
但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县中进入了发展的瓶颈
期。尤其是在浙江新高考强调综合素质评价的当
下， 县中在学生创新能力培养需求方面缺口较
大。“没有好高中，好学生在小升初、初升高阶段
就会流失。 ”

对此， 杭州市教育局局长沈建平的构思是，
以县中为点进行名校集团化模式创新，促进优质
教育资源城乡流动。“地方上的高中带起来了，改
革的效应就会传递到初中和小学，从而推动杭州
教育的一体化。 ”

为盘活县域教育资源，杭州市教育局鼓励市
属高中名校出市入县，在建德、桐庐、淳安三县
（市），与县（市）高中组建紧密型教育集团，推动
城区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向县（市）延伸。

2015 年下半年， 桐庐中学正式加盟杭州第
二中学教育集团，桐庐县分水高级中学与杭州市
长河高级中学签约合作办学。市属高中名校与县

（市）高中在合作办班（设立桐庐中学“创新班”、
分水高中“励志班”）、师资建设（名师工作站）、管
理交流（进入领导班子参与管理）、竞赛和备考指
导（竞赛教练专业指导）等方面深度互动。 随后，
杭州第十四中学与淳安中学、浙江大学附属中学
与淳安第二中学、学军中学与建德严州中学也相
继结连理。 目前，杭州市跨区域跨层级市域普通
中小学名校集团已有 22个。

“如果没有与杭二中的跨区联姻，流失的情
况还会愈演愈烈。”何国民庆幸，通过与杭二中的
结盟，桐庐中学度过了低谷期，“优秀学生和教师
都能留下来了”。而桐庐的故事，也成为杭州市政
府主导的新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的一个注脚。

由此，杭州市名校集团化办学打破了县域界
限，开展城乡互动，杭州教育启动了由县域均衡
向市域均衡转型的新名校集团化战略。

教师跨层转编

“市内名校与县中的结盟，不同于原先较为
松散的集团化办学形态，而是两校间建立起紧密
型教育共同体。 ”邵江良介绍，2015 年杭二中与
桐庐中学订立合作办学协议后，针对桐庐中学的
师资短板，2016 年即选派学校特级教师张永久、
物理教研组长胡亦民、数学竞赛指导教师李鸽到
桐庐中学任教。 目前，两校已经合作招收了三届
创新实验班学生，实施个性化培养，学生的综合
素质显著提升。

“输出名师，能更好发挥鲇鱼效应，促进教师
交流，带动桐庐中学教师队伍的发展。 ”不仅如
此，何国民还发现，杭二中名师资源的持续投入，
也给家长们吃了“定心丸”，愿意让孩子留在桐庐
读书，桐庐中学办学进入良性循环。

而这一切，都离不开杭州市教育局与桐庐县
政府的一个大胆尝试： 创新教师编制管理模式，
实现教师编制跨层级划转。

“根据以往城乡互助办学经验，师资是最棘
手的问题。”杭州市教育局工委委员、巡视员熊群
峰说，随着杭州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的深化与发
展，出现了牵头学校人员编制紧张，支教和本校
工作难以兼顾的问题。“输出教师的编制在本校，
本校师资紧张，想要招人却苦于没有编制。 ”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编制问题，合作办学将
变成“空中楼阁”，实效就会大打折扣，这也是集
团化办学长期无法突破的“天花板”。而桐庐县委
书记毛溪浩与杭州市教育局的一次协商， 则为

“天花板”的打开提供契机。
“我们开始在桐庐进行编制划转试点，让固

化的编制系统流动起来。 ”章潘彪回忆，经过商
定，桐庐县腾出一定的事业编名额，划转至杭州
市本级，专项用于两地间的合作办学、师资互派。

为让更多教师跨城乡流动起来，杭州市教育
局、市编委办牵头协调桐庐、建德、淳安三地教
育、编办、财政等部门，从当地教师编制中分别一
次性划转 27、15、18 名事业编制至杭州市本级。
选派到受援学校工作的教师，在受援学校工作时
间不少于一学年。 若双方合作终止，则跨层级编

制调整停止执行，相关事业编制从市本级重新划
回原地。 划转编制导致的超编问题，在市教育局
直属学校内部逐年消化。

“划编后，名校输出教师的工资待遇还会保
留本校待遇， 而且当地政府也设立专项资金，解
决交通、住房、激励等问题。 ”熊群峰补充，“市教
育局也会在教师职称评定上予以倾斜来激励名
校集团化办学牵头校，并在财政上安排发展专项
经费。 ”

据杭州市编制跨层级划转协议，名校集团化
办学的牵头校可以统筹使用划转的编制。“学校
可以用这些编制招录新教师， 缓解本校运转压
力，也可以根据结盟学校的需求，代招、代培新教
师，为合作办学储蓄师资力量。 ”邵江良说，名校
能吸引优质师资， 在培优教师方面也相对成熟，
能更好地服务于集团化办学。

在何国民看来， 正因为有这项政策的支持，
市属名校愿意持续性派出精兵强将，所以合作办
学才达到原来短时间、临时性的教师交流所不能
达到的实质性效果。

师培触网互联

随着杭州名校集团化办学战略的进一步深
化，师资融通的作用愈加凸显。 杭州市教育局发
现，教师跨层级转编，虽搅动县域教师队伍建设
“一池春水”，但市内名校与县中点对点的合作办
学，在城乡教师交流的覆盖率上还不达标。“还没
有完全发挥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最大潜力。 ”熊群
峰说。

于是，在合作办学基础上，杭州市教育局设
立教师流动专项资金，市级“名师乡村工作室”经
市教育局年度评估合格后，由市财政给予每个工
作室 3万元的工作经费补助；特级教师所在学校
可每年安排不少于 4万元的工作经费，支持特级
教师下乡开展教育教学课题研究、青年教师培养
培训等帮扶工作。

但这样点对面式的教师培训，名师、受训教
师在正常教学工作之外，还需拿出固定时间培训
学习，且培训无法常态化。 有什么方法可以在扩
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同时，又能使教师培训
学习的时间更加灵活？

“互联网 +”的浪潮倏忽而至，“网上的名校
集团化”成为杭州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新热词。 杭
州市教育局鼓励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核心校，借助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搭建网络平
台，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优质教师资源、课程资
源的共享。 集团内学校教师在名师工作室之外，
还可以借助网络平台在线学习，与名校优质教育
资源零距离，时间和空间上也更加自由。

作为杭州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核心校，学军中
学的“网上学校”一直很忙。在校长陈萍看来，“网
上学校”甚至比线下还忙。 由于在线学习和培训
不占用教师上课时间， 而且学习内容更丰富，学
习方式更便捷， 集团内学校的教师可利用晚上、
双休、寒暑假学习，教师在线率很高，资源得到充
分利用。

这一做法，被杭州市教育局形象地称为“教
师走网”。 与传统的名师坐镇工作室模式相比，

“教师走网”更显弹性。“打破了教师流动与人事
关系和工作岗位的相互依附关系，人财物的制约
不再是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拦路虎。 ”章潘彪赞
道。

通过信息化手段，杭州进一步推动优质教育
资源覆盖城乡，让更多教师和学生享用到优质教
育资源。杭州市教育局投入 1400万元，推进以名
师公开课、网上名师工作室、一师一优课、微课学
习在线点播系统等为代表的教育视频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 比如，到 2017年，杭州市全面实现从
小学到高中全学段各学科名师公开课微课学习
网上点播服务，建成 100个精品名师网上工作室
等。

“教育现代化离不开教育信息化。 ”熊群峰
说，名校集团化办学的新路径和新空间就在信息
化、智慧化。“名校集团化战略继续发展，将会进
一步通过技术带动，实现优质教育资源供给的精
准化、差异化、个性化”。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笔 特别报道

2004 年开始的杭州名校集团化改革，
较好解决了县域范围优质教育的均衡难
题，在全国也产生了较好的示范作用。但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杭州新老城区之间、
市区和远郊区县之间的教育差距愈加明
显， 名校集团化改革的效果也受到百姓的
质疑。

杭州市正在进行的新名校集团化改
革，不仅正面回应了百姓的关切，更重要的
是在体制机制方面有所创新： 没有突破以
县为主的管理体制， 就不会出现名校出市
入县，更不会出现基础教育的市域均衡；没
有突破教师编制的层级限制， 就不会出现
名校教师的市管县用， 也不会出现名校教
师农村支教的良性循环。

更为可喜的是， 杭州新名校集团化改
革，借助了先进的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
等网络平台。 市域教育均衡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优质教师资源的短缺。 新城区、远郊
区县与中心城区在优质师资上的差距，有
望通过新的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这或许正
是杭州人所推崇的互联网思维。
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先锋， 杭州市目前

碰到的问题， 相信全国许多地方正在或在
不久的将来也会碰到。 杭州市目前正在进
行的新名校集团化探索， 相信也会对其他
地区有所启发。

■ 本报记者 李萍 储召生 蒋亦丰
（《中国教育报》2018年 07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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