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素养是人们应对未知世界的

必备品质和关键能力。经合组织教育

报告认为，核心素养是以知识技能、思

想方法为基础，整合了情感、态度和价

值观。

袁振国说重点是要把学生的分散

学习变成综合学习，增加任务学习、合

作学习、项目学习等。学生“高分低

能”被人诟病，就因为大量的学科知识

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此，要提高学

生的综合能力，以解决复杂的真实问

题。解决实际问题要向企业家学习。

企业家们往往文化程度不高，但是却

能综合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很强。

学校教育具体该如何做？袁振国

提出三个建议。一是要整合学校课程

资源，强化综合性，比如浙江省的科学

课程和社会课程的综合改革。二是要

改革学校的教学方式，让学生进行研

究性、项目型、场景化的合作学习，改

变教师讲、学生听的方式，以便让学生

的知识能力真正综合起来。教师的角

色应该从演员转变为导演，教师不是

自己表演，而是帮助、协助、欣赏学生

表演，促进学生自主发展；学生应该从

观众、听众席上走向教学舞台的中心，

成为表演者，在表演的过程中增长知

识，增强自信，实现人格的独立。三是

要加强教师的培养，让教师获得全面

发展。教师要懂各科知识，有跨学科

的能力，才能对学生进行综合辅导，因

此要提高教师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科

性的教师成为综合性教师。

在袁振国看来，人工智能时代人

才的核心素养包括创造性思维、批判

性思维、信息处理能力、沟通交流能力

和终身学习能力，这就要求基础教育

要着力培养“更具互动性的人”，相应

地也要求教师从知识灌输者、过程控

制者转变成“心灵按摩师”“缺点转化

师”“智能协作师”“综合评价师”“私房

菜厨师”“实践动议师”等。未来，教育

将更复杂、更富于情感性，正确的全面

质量观的落实离不开教师，未来教师

将成为心灵教练，更富有艺术性。

培养核心素养，让学生走向学习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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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全面认识教育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基础，而落实实施途径是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关键。继1月15日本报推出“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大家谈”

系列报道上篇《直面时代挑战 重新认识教育质量》后，今天推出下篇——

探索落实途径，提升义务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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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姚北实验学校校长
吴建岳

探讨教育质量话题，首先要回

归教育本质。在应试教育的背景

下，教育质量被狭义地理解为考试

分数和升学率，由此导致学生过度

竞争、家长过度焦虑等问题。我们

要重新定义教育质量。

教育的核心是培养人的健全人

格，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立德是这一切的核心，而

立德要从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入

手。近代教育家叶圣陶就说，“教育

就是养成习惯”。因此，我认为，在

教育质量体系中，行为教育是更重

要的教育。

分数和升学率的基本含义是目标

达成，强调的是结果，而行为教育强调

的是过程；分数和升学率是一种关注

外在的数字考量，行为养成是一种指

向内在的生命指标；分数和升学率是

片段性的，但行为养成是终身的。

鉴于行为教育在学生未来成长

中的重要性，作为教育者，要把行为

教育融入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全过

程。比如，可以营造好的教育环境

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可以推行多

元评价机制激励学生的行为习惯，

可以开展体验活动引导学生的行

为习惯。同时，每一所学校都应做

好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引导教师把

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做

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

教。作为家长，必须调整自己的行

为和思维模式，使之符合良好行为

规范的要求，让自己成为孩子的榜

样，从而影响和带动孩子良好行为

习惯的养成。

只有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

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

题，并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才能真

正培养出能肩负起民族复兴重任的

希望一代。

□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 张 丰

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
的首要目标是引导地方政府、学校树立正

确的教育质量观，构建体现素质教育要

求、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科学多元的中小

学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切实扭转单纯以学

生学业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评价学校教育

质量的倾向，基本形成促进发展、职责明

确、规范长效的教育质量管理机制。浙江

推进综合评价改革首先突出“教育质量

观”与“教育质量管理机制”两个关键词。

在很多人的直觉中，教育质量就是学

生的考试分数。分数高则质量好，但这是

狭隘的。教育的“质”与“量”分别从定性

和定量的角度描述和评价学生在德、智、

体、美、劳等方面的全面进步状况，以及学

校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努力。然而

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学校都奉

行这样的全面的教育质量观。

对教育质量管理机制的反思
教育质量管理是指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通过教

育教学评价，指导学校和教师开展教育教学，从而提

高教育质量的过程。它是从教育评价领域分化出来，

同时涉及评价和管理两大领域的专业活动。它相当

于教育活动的指挥系统与动力系统，并具有层次性、

机制性、指导性、全局性、方向性、时效性等特点。

在教育质量管理中，存在着多方立场。不同层面

的人对教育质量的理解都可能不同。教育质量管理

必须解决好多方立场的认识趋同，并构建起各有侧

重、彼此尊重、机制不同的教育质量管理模型。

当前在不少地方，地方官员变相地以“升学率”来

考核地方教育工作的绩效，甚至公开宣称教育工作就

看“重点率”或“北大清华数”，或者年年提出升学率增

长的指标要求。这种将教育工作绩效聚焦在统计数

字的思路，是典型的GDP思维的政绩观。这种“经济

模式”的教育质量管理机制夸大了评价的杠杆作用，

却忽略了评价的专业标准，对当前基础教育科学发展

造成了致命侵害。

在地方政府重视横向比较的氛围中，一些教育行

政部门领导将这种责任分解下放到学校，并聚焦在关

键性的量化指标，对学校工作产生强大的功利导向。

学校将责任再度拆分到具体教师。由于评价者与被

评价者的对立，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学校领导与教师

之间的关系。

教育质量管理具体可从区域与学校两个层面来

看，当前问题的焦点在区域教育质量管理机制。市、

县教育行政部门被“三面夹击”。他们要面对上级教

育行政部门的正确倡导，还要面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

核和社会媒体的片面关注，更要面对基层学校、教师、

学生与家长的复杂期待。

因此，思考教育评价问题，必须抓住“教育质量

管理机制”这个关键，尤其是区域教育质量管理的机

制。地方政府在教育方面必须要有正确的政绩观，

克服过于关注横向比较的、“经济模式”的教育管理

模式。

分析教育质量应有三个维度
关于教育质量，除了应“全面”看待外，还应“立

体”地看待。具体有三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是“结果型的质量”，是指某一时刻，

学生个体层面所反映的学习状态与水平。它不应只

是综合起来的各科成绩的统计数据，而应是学生个体

各学科关键能力进步的分项分析。它需要教师用“过

程时态”的眼睛和“发展分析”的态度来研究。

第二个维度是“过程型的质量”，从质量形成的过

程来看质量，从课程实施与学校管理（中观层面）来研

究质量的形成和影响质量的因素。“过程型的质量”，

具体包括学校教学工作状态、教师提供的课程的水

准、教育教学过程的质量、教师的工作精神和教学素

质等。

第三个维度是“结构型的质量”，也可称为“结构

意义的质量”，是从区域教育发展的生态看教育质量

进步的潜力或危机。事实上，影响教育质量的绝不只

是学校层面的努力，教育发展的结构规划、资源配置

以及师资队伍等，是事关教育质量进步或危机的重要

因素。“结构型的质量”体现了教育管理决策层对教育

教学质量的责任。

我们不可一叶障目地观察和理解教育质量问题，

也不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急功近利地应对。教

育行政部门、学校、教师在教育质量上的责任是不同

的，有分工的。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着力点应

该在“结构意义的质量”。要通过学校规划与结构调

整，包括队伍结构与校长使用等工作机制，形成良性

的工作局面。地方教育业务部门与学校的着力点应

该在“过程型的质量”。要建立尊重学科特点的教育

教学常规，建立常态教育教学的视导体系，通过规范

教育教学行为，改进教育教学过程，帮助教师克服“重

教轻学”的积弊，促进学生有效学习。

□省特级教师、瓯海中学教师
郑小侠

教育质量的标准受时代变迁的

深刻影响。一场战争，一次技术革

命，乃至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都会

改变人们对教育质量的认识。但

是，教育有其内在规律，许多方面是

恒久不变的，比如，培养对当代有用

的人才，在每个时代都是教育质量

的主要标准。这就要求教育改革要

在守正与创新中寻找平衡，而真正

的教育途径是率先垂范。

疫情当前，学生宅家，家长朝夕

相伴，不同的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有

着巨大的差异。早睡早起、坚持阅

读、经常锻炼的家长给了孩子正面

的教育，而沉迷手机、慵懒消极的家

长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疫

情过后，孩子的差别必将更加明

显。这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途径

还是垂范。

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是很有

启发的。疫情过后，孩子们回到校

园，一线教师要像优秀的父母一

样，努力做孩子真实的积极的榜

样。比如德育，希望学生成为诚实

的人，教师就不能欺骗；希望学生

成为善良的人，教师就要有爱心；

希望学生成为有担当的人，教师就

要敬业；希望学生善待世界，三尺

讲台上的教师就要少一分抱怨，多

一分宽容。再比如智育，教师要善

于独立思考和钻研，学生慢慢就能

在课前主动预习、好奇求知，在课

堂质疑思考、合作探究，在课后自

主反思、归纳提升。总之，有什么

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校

园里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教师群

体是学校最宝贵的教育资源。

社会中人也应该给学生以垂

范。我们要鼓励中小学生追真正的

“星”，如科技明星。偶像是用来学

习的，追星就是要向偶像看齐，如近

期，我们要用钟南山、李兰娟、陈薇、

张文宏等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启迪学

生，让学生学习刻苦钻研、坚持梦

想、乐于奉献等优秀品质。

提供学生适合的教育，
让学生个性化发展

“要在面向全体学生德智体

美劳发展的基础上做到个性化因

材施教。”袁振国说，具体来说是

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

生，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

育。要强调人人成功，人人出

彩。促进所有人的发展，点燃每

个人心中的火焰，使每个人充满

成功的希望。人工智能技术应用

就可以为学生个性化成长带来很

大便利。

“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就是学

校，终端就是课堂，能者就是老

师。线上教育等形式能为学生提

供更加灵活生动和个性化的教

育，也意味着固定时间、固定地

点、固定人员、固定内容的学校教

育正在向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

何人员、任何内容的‘泛在教育’

演变。”袁振国认为，人工智能时

代的基础教育将从现有的“以教

定学”发展为“以学定教”，从“知

识本位”发展为“素养本位”。

在空间上，学生要能自我学

习，要有自主的活动，要增加社会

实践活动，对不同的学生要有不

同的要求，要允许学生有不同的

规格，不能万人“一刀切”。培养

有个性的学生从哪里入手？袁振

国说，自由选择课程，给学生更多

成长的跑道；多元性评价，让学生

特点成为亮点；主动性教学，让学

生的自主学习、合作探究、自我展

示发生；自主性活动，开展模联等

社团活动，进行更具互动性的

“人”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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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要树立全面的质量观
——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

□本报记者 言 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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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教育途径是率先垂范

行为教育比知识教育更重要

近日，就未来如何落实义务教育全面质量，记者采访了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任袁振国教授。

袁振国表示，目前，有些人对教育质量理解有些偏差，比如把教育质量仅仅理解为学业成绩。经过疫情之后的反思，人们应该用新的视角看待

教育质量。正视疫情中暴露出的国民综合素养的一些缺陷，如盲目跟风、缺乏独立判断能力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再来重新探讨中国义务

教育全面质量的落实问题，特别有价值。”袁振国说。教育的功能在于育人，教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主动发展和终身发展。

教育要树立起一个全面的质量观。

谈及如何认识中国义务教育质量，袁振国的语气很肯定：“中国义务教育质量在世界范围内是比较高的，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他认为高质量主

要表现在三点：一是中国的基础教育学业水平比较高；二是义务教育的公平水平比较高，尤其是薄弱学校提升很快；三是中国的教育体系比较优

秀，特别表现在教师的水平之高上。

在袁振国看来，中国基础教育经过了“有学上，效率公平兼顾”“上好学，更加关注公平”等两个阶段，目前进入了追求“更高质量，更公平”的新

发展阶段。党的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

“教育是为了培养创造未来的人。”袁振国说。他认为高质量教育应该是学习投入、学习体验和学业成效的累积。未来，提高教育质量必须在

“拓展、深化、提高”六个字上下功夫，“即从认知能力向社会情感能力拓展、从基本素养向核心素养深化、从全面发展向提供适合的教育提升”。

研究表明，对人的事业成功和生活

幸福具有极大影响的是处理社会关系、

人际关系的能力，是心态和性格，人们

常称之为情商，学术的表述是“社会与

情感能力”。一直以来大家比较重视知

识能力的培养，而未来会更重视社会与

情感能力的培养。袁振国认为，社会与

情感能力表现在情绪控制、沟通协作、

复合能力、与人交往、思想开放等，具体

来说要提高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加强

人的责任感，提高管理领导力，增强同

理心、同情心、善良心等。

社会与情感能力如何测量？面对

记者的疑问，袁振国介绍了世界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基于麻省理

工学院教授的研究成果建构的社会与

情感能力的测评框架。包括：任务表

现（尽责性）；情绪控制（情绪稳定性）；

协作（亲和性）；思想开放（开放性）；与

人交往（外向性）。每个维度又确立了

不同的测评指标，任务表现的指标包

括成就动机、自我控制、责任感和毅

力；情绪控制的指标包括抗压、乐观和

情感控制；协作的指标包括同理心、合

作与信任；思想开放的指标包括好奇

心、创造力和宽容度；与人交往的指标

包括活力、果敢和乐群。除了五大维

度之外，还有一项“复合能力”，即个人

技能不同方面的组合，指标包括自信

心、元认知和批判性思维等。

我们如何根据理论采取措施对孩

子提供帮助？袁振国说，未来教育要着

重研究不同年级或年龄孩子的社会与

情感能力发展水平有何不同；不同性别

与家庭背景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力的

差异是什么；哪些社会与情感能力能够

预测儿童的成功或幸福；什么样的家庭

环境能够促进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力

发展（如教养方式和家庭可获得的学习

资源）；什么样的学校环境能够促进学

生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如课程内

容、教学方法和学校资源）；什么样的社

区环境能够促进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

力发展（如运动、文化资源与安全）。

培养未来人才的应对能力，必须

高度重视认知能力和社会与情感能力

的培养，保持这两种能力的平衡。认

知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遗传的，后天

改变的空间有限，而社会与情感能力

主要是后天习得的，是可以培养的，因

此，“对我们来说，社会与情感能力的

培养尤其需要强调。社会与情感能力

的培养可以成为发展素质教育瓶颈的

突破口。”袁振国说。

培养社会与情感能力，让学生更成功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