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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国语学校要依其定位办出自身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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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卫民：20 世纪 6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

陈毅外交部长基于当时外语外交人才匮乏的现

实，提议创办外国语学校，定向培养外交人才。

因此，外国语学校被称为“外交家的摇篮”。

目前，外国语大学在多语种教学的基础上

增加了相应的专业，如法学、工商学、教育学

等，培养会讲外语的学生与培养外交家已完全

不是同一个概念。同时，外国语学校也不只具

有“小班化、全英文”的外语课堂教学特色，而是

强调发展“基于共同基础上的外语办学特色”。

所谓“共同基础”，是指不能削弱中小学的国家

课程和地方课程，这是办好外国语学校的前

提；要有更加强大的外语办学特色，而不只是

外语课堂教学特色。外国语学校应当以“为学

生成长为外语特长、文理兼优、素质全面的复

合型国际化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为办学目标。

除了基于“共同基础”的课程和普适性的

教育主题之外，外国语学校与一般中小学的不

同在于外国语学校应当具有与外语办学特色

相匹配的“强化课程”和“国际化趋向”的主题

教育活动。例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除了具

宽滔闸霓腕讪斧坚勘紧猩坚种屿诣
———访北京市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林卫民

采访、整理 / 郭 伟 朱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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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传统特色的英语课程之外，还开设了德语、

西班牙语、法语、日语、韩语等外语课程，要求

学生学习两门外语（其中一门是英语），并建立

了相应的课程、评价及学分认定系统；引进国

外科学课程，并正在考虑引进美术、歌剧表演、

体育项目等课程；在高中开设“国际课程项目

班”，打造出国升学“绿色通道”；创办了“国际

理解教育”、中西相融的“和合文化”体系建设

以及国际礼仪教育等主题教育活动。

总之，外国语学校不只是一个校名，更要

有符合外国语学校的办学标准和要求，只有着

眼于内涵发展，不断提升学校品质，外国语学

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国语学校。

二、外国语学校需要顺应时势进行变革

《世界教育信息》：亲蒹郝身妅罨栣疚锗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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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卫民：有些外国语学校之所以取得很好

的办学成绩，除了具有良好的办学传统、优质

的师资和强大的外语教育优势之外，更重要的

是政策支持因素，如提前招收优秀的学生等。

但是，基于特别扶持政策进行办学是难以

可持续发展的。事实上，有许多外国语学校即使

没有特别政策的支撑，也发展得很不错。更加公

平的政策背景下的常态化办学是大趋势，打造

更有教育实力的学校品质是学校获得成功的根

本途径。作为校长，必须要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无论是特别政策扶持的外国语学校，还是

其他外国语学校，都必须致力于学校变革行

动，通过变革来解决学校存在的各种问题，主

动适应基础教育发展的新形势，这是领导和管

理学校的新常态。

外国语学校的变革主要聚焦三方面：课程

设计和实施、学科教学和课堂改进、现代学校

制度建设。外国语学校要围绕“多语种外语课

程”的“硬性”课程体系和“国际理解教育”的“软

性”课程环境建设而展开变革，其成功的关键

在于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策略。北外附属外

国语学校的“复语”外语课程体系方案使学校

成为北京市“国家级高中特色发展试验项目

校”，“双复型”（“复语、复合型”的简称）外语特

色学校的办学规划得到了很好的落实。学科教

学和课堂改进的重点是推进深度学习，关注学

生并“让学习发生”，打造简洁、平实且直达核

心知识的具有学科魅力的课堂教学。此外，外国

语学校还要充分利用外教资源，开展常态化的

基于校本的“中西教学方式研讨活动”，并由此

引发高水平的课堂教学改进行动。外国语学校

的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要围绕“提升学校教育治

理能力”展开，教育治理应指向自主管理而不是

强制管理，因为学校的任何管理变革都难以通

过简单的强制手段来达成目标。几乎所有涉及

教育价值的学校治理行动都需要新的技能、新

的行为、新的信念和新的认识，建立教师专业发

展支持体系、对教师进行一定的培训是学校教

育治理的前提，如果只是强势地“绷紧强制性的

发条”，容易导致教师用表面化的东西来应付教

学。在自主管理方面进行科学地设计并有序地

推进，外国语学校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探索。

三、外国语学校

要培养复合型国际化预备英才

《世界教育信息》：穄嵝穛穛遭身妅罨栣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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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卫民：基础教育国际化是我国基础教育

改革的新趋势，也是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

基本趋势，这对中小学教育提出了一些新的要

求。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国际化主要表现在培

养目标和办学理念的国际化，开设多语种外语

课程并加强外语教学，建立国际理解教育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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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体系，以及开辟国际交流和国外升学渠道。

第一，培养目标和办学理念的国际化。世

界各国对于基础教育国际化的培养目标有一

致的观点，即培养面向世界，具有全球意识和

国际理解精神，具有在国际环境中生活、工作

的知识和技能的公民。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着

眼于教育为人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的本质功

能，提倡毕业生应当是体魄强健、人格完善、素

质全面，并积极追求学业进步、有着终身学习

的良好习惯的“完整的人”，同时具有热爱祖

国、了解国情、读懂世界、善于交流的外交家气

质。为此，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确立了“双复

型”外语特色学校的发展愿景。

“复语”是指学生要学习两门及以上的外语

课程，即学生除学习英语课程外，还应掌握 1种

非通用外语语种。“复合型”是指培养外语特长、

文理兼优、综合素质全面的国际化复合型预备

英才。所谓复合型人才，就是具有复合型知识、

复合型能力，并且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全面发

展的人才。显然，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培养

目标和办学理念融入了教育国际化的元素。

第二，开设多语种外语课程并加强外语教

学。毋庸置疑，外语教育是教育国际化的前提，

我国著名外语教育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陈

琳指出，要将“使中小学生懂得外国、理解异国

文化”作为基础教育学校的基本任务。外语教

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语言的语法、词汇、一般

智力技能或在交际中所行使的人际功能，更要

关注学生在现实交际情景中的交际需要；外语

教学的目标不是用期望学习者发生的行为变

化的术语来描述，而是要用非语言的形式（如

要讨论的话题、要完成的任务和要解决的问题

等）来描述，倡导以语言使用为基础，创设能够

适应学生语言能力自然发展的外语课堂教学。

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复语”外语课程

关乎学生在“共同基础”上的个性和特长的发

展；关乎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关

乎教育国际化目标的有效实现。因此，必须在

规范“复语”外语课程上下大功夫。北外附属外

国语学校采取“复语”外语课程的“双向延伸”

策略：一是向上、向外延伸，即向北京外国语大

学及相关语言国家延伸，寻找教材选择、课程

标准、课程评价的支撑；二是向内、向下延伸，

建立健全校本化的“复语”外语课程选择、课程

决策、课程开发、课程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程序，

包括学校的课程决策与规划程序、课程开发与

实施程序、课程教学质量监控程序、学生学业

成就监控程序四个方面，对非通用语种教师的

教学提出具体要求，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长效

培训并不断提高非通用语种教师的整体水平。

第三，建立国际理解教育的课程体系。国

际理解教育是面向 21 世纪的新的教育观念，是

推进世界和平的重要教育内容。第 44 届国际

教育大会就国际理解教育达成的主要观点是

“通过教育来促进和平与民主”，重申了“和平

文化”的思想。中小学国际理解教育的首要任务

是培育学生的“国际感觉”，并让学生逐步拥有

跨文化的视野。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国际理解

教育的总体目标是使学生了解多元的跨国文

化，掌握最突显的全球热点问题，拥有基本的

国际背景知识，有较好的应用多语种交流的能

力，理解文化的多元性，掌握跨国界、跨文化的

交流技能，形成和平、民主、发展的视野，宽容

和尊重他人，学会共处和合作，具有全球意识，

能够从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高度思考问题。

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国际理解教育内

容主要包括“五大核心概念”和“三大学习领

域”。五大核心概念包括相互协作、多元文化、

社会公正、解决冲突、变异与变化；三大学习领

域包括文化理解教育、人权与和平教育、环境

及环境保护教育。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将国际

意识的有关元素植入“复语”外语课程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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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课程，并融合可操作的课程模式，主要有

专题活动模式、学科整合模式、研究性学习模

式和主题讨论模式。在实施国际理解教育的实

践与行动中，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开拓了一系

列校本化的教育内容，如“了解和宽容：不同文

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我校留学

生相处之道”“和合文化：外教礼仪教育的主

题”“出国交流或接待外国交流学生：国际理解

教育的有效途径”“各国风情展示：为更好地理

解提供信息”“模拟联合国大会：处理冲突的观

点表达、真理追索、妥协策略和规则达成”等。

第四，开辟国际交流和国外升学渠道。国际

交流是推进教育国际化的有效途径，北外附属外

国语学校的学生原则上要参加英语和非通用语

种的两次国际交流活动，活动的内容和方式以课

程的模式构建并不断完善；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有80多位外籍学生、30位外籍教师，校内的国际

交流活动开展顺利；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有 10个国际课程班，开辟了学生国外升学的“直

通车”；引进了由外籍教师执教的非语言类课程，

如科学课程、冰球课程、油画课程等。以上措施为

学校实现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强大的平台。

四、学校办学能力建设

有助于推动与落实教育体制改革

《世界教育信息》：嵝鬼妪穛亥哀迎躐睐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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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卫民：中小学教育从未停止过改革的步

伐。从教育部、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到学校

内部，都在探索使中小学教育更好、更快发展

的途径，特别是在宏观层面，改革力度很大且

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近年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促进职能转

变方面，提出了一些管理原则，如权责统一、统

筹兼顾、放管结合、有序推进。特别是“管办评

分离”政策的出台，让中小学校长感受到清新

的改革气息。

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说到就能做好的，

通常，教育行政部门注重结构体制的改革，学

校校长则更关注教育教学能力建设。如果一所

学校没有主动性、相应的能力和资源库，可能就

无法全面贯彻中小学教育改革措施。

因此，对于实施“管办评分离”，推进中小学

教育改革，我还有一些疑虑。第一，政策如何持

续贯彻下去？我国出台了许多政策，但政策之间

缺乏联系，面对显性教育问题，解决方法缺乏针

对性。不同级别管理部门会针对同一内容不断

颁布新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领导更换

后，对新的政策可能有新的解读。第二，校长的

身份比较尴尬。理解上级意图、执行上级指令成

为一些校长的行为习惯。虽然一些学校领导很

忙碌，但这些忙碌常常离学校的核心责任很远。

校长作为一种职业，必须完成教育使命，即其一

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的学业发展和生命成长，

校长应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现状，富有远见

地看待学生，用基于信任基础上的高期望值激

发学生学习的热情，帮助学生不断取得成功。例

如，有些民办学校的举办者希望学校尽快创造

财富，并不十分关注学校的核心责任；有些公办

学校的校长时常感觉自己更像一位官员，有些

民办学校的校长感觉自己更像一位商人。第三，

让中小学独立行走，学校的能力足够吗？“管办

评分离”的关键在于突出学校法定的主体责任

和义务的法定属性，让学校在法定监管范围内

根据法律赋予的义务和权力合法地从事教育教

学活动和教育改革行动。例如，学校依法组织实

施国家课程方案、依法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依法

聘用和管理教师、依法规范学生在校行为等。给

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并不意味着学校教

育一定能顺利成长并获得成功，因为并非所有

的中小学都具有了“独立行走”的能力。

“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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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是不可分割的，“管办评分离”并不是说“管

办评互不相干”。正如迈克尔·富兰所说，一项

能够支持学校教育的来自校外的教育政策，需

要有利于分权，有利于地方和学校能力建设，鼓

励改革与创新。显然，“管办评分离”的改革方

向是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事一定可以做得好。

中小学校特别需要拥有来自内部的教育变

革的自主权。优秀的教育实践成果发展总会受到

某些因素的干扰。因此，地方政府需要依法明确

“管办评”的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以清单管理方

式，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花大力气投资学校

的能力建设。中小学校是否忠诚于教育责任和义

务，取决于学校对变革的迫切要求、广泛参与以

及确保变革不断取得成功的技术和能力，要把物

力和财力放在提高教育教学技能的标准化建设

上。严格的外部评价制度对“管办评分离”政策是

必不可少的。评价的关键作用是帮助学校进行自

我反思，找出没有得到改进的方面。这种评价要

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和操作体系，如何种教学可被

称为高质量的教学，何种学校环境更有利于学生

学习？这都不是一件容易判断的事。

新的思想和观念是不可忽视的。长期以来，

教育系统一方面呼吁新思想，另一方面又抗拒

与自身相关的变革。“管办评分离”改革的阻力

是显然的，通过总结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可

以找到“管办评分离”的支持经验，通过适时调

整推进策略可以使整个教育系统变得更加主

动。当然，中小学还要冷静面对政策的调整。教

育需要追求内在本质的一致性，学校领导者和

管理者必须紧紧围绕教育的核心责任全面开

展工作。成功的学校并不一定是那些改革最

多、改革力度最大的学校。

五、学校章程对于

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意义重大

《世界教育信息》：2012坌袁罨栣荺剿疚叶拂

躹猷腜长陽詢躐渝锪撢癐曳袁癐縧亥 2015坌袁辶
乾拂躹蓼謇野╊躐╊嶪屻冶嚜霎账遥 僫亲袁腘郺冽
擦诂擧亥哀眦舆j坌袁穄嵝穛穛遭迎躐嶪屻嚜垐
陽袁报厩夹田貇臻田乾稲迎躐亲腘锝躹嚜涣徊遥

林卫民：对于学校章程，从微观层面以及

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的办学现实来看，我们特

别关注学校章程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学校章程能够帮助建立良好的学校

与相关者的关系。学校章程规定了学校以及与

学校有关的教育关系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特别

是学校与举办者、相关利益者之间的权利义务

关系。如果学校没有公开的章程, 与学校有关

的教育关系主体以及相关群体就难以从法律

层面了解学校的基本情况，导致在可预期的交

往中出现一些障碍，学校也很难做到与环境保

持动态的平衡，甚至会产生学校内部无章可循

的混乱局面。

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大学

举办的民办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把自己的财

产投入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意在能产生更多

的经济效益，并以此作为对北外附属外国语学

校业绩考核的主要指标，这个指标要求北外附

属外国语学校逐年增加对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经济回报。在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生源已满

额、收费又不能随意增加的客观现实下，学校

是无力产生逐年增长的经济效益的，相反，学

校的维修经费、教师工资等需要逐年增长，这一

矛盾和冲突导致办学者、举办者都非常苦恼。

制订学校章程，是预防举办者与办学者之

间发生某些冲突的有效途径。学校章程能够保

障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作为独立的法律主体

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主地行使法人财产权；

可以帮助作为举办者的北京外国语大学通过

预决算管理的方式监控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

的办学者，以保证举办者的利益不受损害，避

免滥用经费。

基础教育

63



总第 380期
2015 年第 20期

《世界教育信息》编辑部：edinfo@moe.edu.cn

此外，学生家长常常因为对办学者权利和

义务的误会，而引发家校冲突。虽然家长可以

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安排提出建议和意见，但是

家长不得侵占学校的教育教学自主权，无权干

预学校的教师人事安排、教学内容安排、课程

设置、教材选用等。

学校章程明晰了学校组织的性质、宗旨和

任务，设定了学校师生的权利和义务。作为学

校有关的教育关系主体的相关人———学生家

长，无权要求增加或减少学校的权利和义务。

如果学校违反了章程，家长可以追诉，但不能

违背章程要求学校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章

程可以为处理家校冲突提供更加具体的依据。

第二，学校章程能够帮助教师忠诚于教育

的核心责任。借力于学校章程，学校能够进一

步规范并落实教师的权利和义务，激发广大教

师发自内心地、自觉地将日常事务聚焦教育的

核心责任。

学校章程是学校组织规定的学校内部事

务，如组织性质、宗旨、工作任务、组织结构、成

员条件等方面。学校章程首先要定义学校教育

的价值、目的，并围绕核心价值和目的确定教

师日常工作的意义，进而把每项事务都聚焦到

教育的优先领域。来自教师职业内涵的核心责

任与教育目的有紧密联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人、发展人，包括知识、能力和全面素质，这样

坚定而透明的目的，如果没有学校章程的保

护，常常因受其他干扰而动摇或被混淆。

教师可以通过许多方式直达学校教育的核

心。例如，讨论章程的研制时，教师可以通过回

答下列问题，以触及“教师生命的中心”：我为什

么当教师；我是教育者，这意味着什么；我在工

作中应用了哪些作为教育工作者的天赋；我希

望自己离职后能留下什么；沿着我的轨迹前进，

不违背我的良心，我该作些什么？这是研制学校

章程中关于教师权利义务内容的有效方法。

第三，学校章程本质上体现的是遵循教育

规律。学校管理的指向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

学校章程的制定既要遵循管理的规律和行政

的规矩, 又要遵循教育的规律和专业的逻辑。

学校章程的所有条目应紧紧围绕运营核心（课

程、教学、教育、学生管理等）展开，体现支持系

统对运营核心的服务要求，还要发挥战略高

层、中层干部的作用。

学校管理面对的是两套行政管理层级：一

套是民主化的、自下而上的专业人员层级；另一

套是机构行政化的、自上而下的支持人员层级。

因此，办学章程应当是专业行政方面的文件，而

不仅是专业方面的标准和行政方面的规范。

专业意味着独立性，教师在教室里单独授

课，躲开了同事和上级的视线，在教室里有很

大的自由决断权。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中，对教

师的培训是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复杂的。教师拥

有教师资格证并不能保证其一定具有作为教

师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操守。教师培训要长期

进行，并从中建立教育教学技能的标准化。学

校章程对于学校的教育教学技能标准化建设，

有着强力的推动作用。

学校的教育教学技能标准化，事实上是一

系列标准技能的综合体。学校要根据每类学生

的特征进行分类施教，并进而对特别的学生进

行因材施教。优秀专业人士在工作中得到的快

乐并不仅仅是来自于解决难题，还包括灵活运

用一些技巧解决他们并不熟悉具体情况的问

题。只有在教育教学技能标准化的基础上建立

的专业独立性，才能使教师获得更多的工作激

情和活力。否则，自由散漫也会应然而生。

北外附属外国语学校作为北京外国语大

学的附属学校，其学校章程还应当是大学章程

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延伸。目前，北外附属外国

语学校正在做学校章程研制的前期准备。

编辑 吴婷 校对 李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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