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编辑：
言 宏

2021 年 1 月 13 日 星期三

版面设计：
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2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E-mail：qygc003@163.com

前沿观察

3

编者按：过去的一年，疫情的影响和技术的发展给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变化。进入 2021 年，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给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增加了一些疑虑，未
来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我们该如何培养？为此，我们分两期探讨未来教育的变化，本期推出上篇——

教育要为未来而变
记者专访
专家观点

打开通往未来之门，拥抱教育新世界
——访全国政协常委、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
□本报记者 言 宏
因为互联网，因为信息技术的发展，未
来的教育会在润物无声中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针对当下诸多教育痛点，全国政协
常委、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写了一本
书《未来学校》，他认为，今天的学校会被未
来的学习中心取代。
近日，就读者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
朱永新。朱永新认为，
教育变革虽然不像社
会革命那样，有强烈的人为干预的色彩，但
是我们可以主动迎接、主动介入通往未来的
教育趋势，
这个趋势就可能会向着我们期待
的方向发展。我们来到了教育大变革的前
夜，
推开这扇门，
就是一个新的教育世界。
记者：什么是学习中心？跟我们今天
的学校相似吗？
朱永新：学习中心跟我们今天的学校
不一样。今天，每个学校，在一定意义上讲
都是孤岛。每所学校都是相对独立地自己
办学，本质上它不需要和外部世界进行更
大的联通。但是，未来的学习中心可以是
网络型，也可以是实体型。实体型的学习
中心，有的是从现在的学校转型而来的，有
的是从现在的各种培训机构、社会教育机
构转型而来。
未来的学习中心不再是孤岛，而是彼
此连接的环岛。未来的学生，不是像现在
一样只在一所学校学习，而是在不同的学
习中心学习。未来的学习中心，是一个开
放的体系。学习中心可以是跨区域甚至是
跨国界的，因此，从学习空间上就打破了传
统的学校概念。
只要是学生需要的课程，就允许他去
不同学习中心学习。各个学习中心的课
程，经过认证机构的认证或者学习中心的
许可，可以互相承认、互换学分，学习中心
将不受时间、空间、机构的限制，时时处处
提供各自的教育资源，学生随时都可以在
这里进行全天候的学习。学分也可以由国
家创建的学习平台进行记录。
记者：学习中心有什么特点？
朱永新：简单来说，学习中心没有固定
教室，每个房间都要预约；学习中心没有以
“校长室”为中心的领导机构，更像北上广
的创业孵化器；学习中心可以在社区，也可
以在大学校园，也可以在培训机构；教材可
以不统一，学制可以更弹性。
未来，学习中心将重新界定学生的学
习共同体，班级、年级、教室等概念将会进
一步重构。当每个学生有只属于自己的课
程表，只属于自己的学习内容与时间安排
时，传统的固定班级、固定教室的格局自然
就被打破了。由于教师与学生双向选择，
教师成为学生成长的助手和陪伴者。师生
每一方的选择都遵从了自我意志，教与学

都不再需要烦琐的检查和考核评价。同
时，学生的自组织能力也是教师所要提供
的重要学习与指导内容之一。
未来的学习中心，是以每一个优秀的
教师或者以每一个卓越课程为中心，组成
的一个个学习共同体。运行模式是教师引
导和学生自组织管理。在未来学习中心的
管理部门里，将建立起一个以学生和教师
为中心的服务体制。一方面，学习中心的
工作人员根据学生的需求，对学生的学习
时间与学习组队提出合理的建议，指导学
生根据自己的潜能与兴趣选择不同学习中
心的课程，记录学生学习的过程与结果；另
一方面考虑教师的需求，帮助教师准备各
种教学资源与工具，为教师的专业发展提
供支持，同时协调不同学习中心的教师资
源。因此，未来学习中心更像北上广的创
业孵化器，为师生提供全方位的、及时周到
的服务与支持。
学习中心可以是类似于传统中小学的
学习机构，也可以在社区、科技馆、博物馆、
图书馆和大学。只要能够提供丰富的学习
资源和良好的学习环境，都可以成为未来
的学习中心。培训机构也可以成为政府购
买公共服务的学习中心。把选择权交给学
生，在全社会统一配置教育资源，应该成为
未来学习中心的基本模式。
记者：这样的变化会对未来教师角色
提出什么新要求？
朱永新：教师是学生自主学习的指导
者、陪伴者。未来的学习中心不再仅仅依靠
传统教师。未来学习中心会有一部分自聘
教师，
他们掌握着这个学习中心的优势课程
资源与有效教学方法。但是大部分的课程
资源可以购买，
可以通过课程外包的方式派
遣，
也可以跨学习中心来调用教育资源。
现在体制内的一部分教师会成为“独
立教师”或“自由教师”，他们可以组建自己
的教学工作室或者课程公司，为学校提供
课程和教学服务。也有不少社会的优秀人
才，通过自己的“绝活”和一技之长为学校
提供特色课程资源。所以 Facebook 的创
始人扎克伯格提出的“教师将成为自由职
业者”将不再是神话，
“ 得道为先”
“ 能者为
师”
的格局将会形成。
记者：为什么学习中心有这些改变？
朱永新：
学习中心的形态变化，
主要有三
个原因：
一是学校不再是教育的唯一场所；
二
是学习要回归生活；
三是原来以知识为中心
组织的一切，
将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
过去学校几乎
“包办”
了教育的一切，
提
供了全部教育资源，
学习活动主要发生的地
方也在学校。未来社会，
这个格局将被彻底
颠覆。教育资源的提供者将更加多元开放，
学习活动发生的场所也不再局限在学校。
学校、家庭和社区在一定意义上都是不同的

学习空间、不同的学习中心。三者的合作构
成了家校社合作共育中的
“磁场效应”
，
会让
所有参与者产生精神共振，
这将是一种理想
的立体化、
大教育状态。
在以往的教育学家看来，学校只是为
学生的未来发展做准备的地方，所以教育
过程只是为未来做“准备”。但是，杜威认
为，学校不仅是为未来的生活做准备，更重
要的是，它“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对儿童
来说“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因此，
学习要回归生活，教育就是生活的方式，是
行动的方式。教育在作为促进美好生活的
一种手段的同时，它本身就应该是目的，应
该让所有与教育发生关系的人过一种幸福
完整的生活。学生成了真正的中心。
记者：目前的教育存在种种弊病，学习
中心可以带来什么改变？
朱永新：学习中心可以改变大班学习、
统一课程、统一难度、统一进度等问题。今
后，我们现在的所有学校，都应该变成各具
特色的学习中心。学生可以今天在这个学
习中心学习这门课程，明天到另一个学习
中心去学习另一门课程，所有学习中心都
是充满个性的，有着自己的私房“绝活”。
学生学习会更有兴趣。
记者：未来，
学生将如何学习？
朱永新：整齐划一的班级教学、正襟危
坐的课堂讲授，将会退出历史舞台。未来
学习中心会打破传统的班级授课制与传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会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
集体讲授与小组学习相结合、主动学习与
认知外包相结合的新型学习方式。主要表
现在突破时空限制的泛在学习、时间弹性
化与学习空间多元化、学习游戏化等。同
时，混合学习与合作学习将成为未来学习
中心的主要学习方式，可以用虚拟现实技
术，实现沉浸式学习；用项目制学习、合作
探究性学习取代接受性学习。
个性化、定制化将成为未来学习的主
要形式。每个学生可以自己来制订学习的
计划，确定学习的节奏，定制学习的内容。
未来的学习中心，会采取一种“以学定教”
的学习方式。所谓以学定教，就是依据学
生的具体情况（学情）来确定教学的起点、
方法和策略。以学定教，也可以说是以教
助学。在大数据时代，教育过程中的一切
行为都可以转化为教育大数据，通过对教
育大数据的采集、处理和分析，可以构建学
习者学习行为相关模型，分析学习者已有
学习行为，并对学习者的未来学习趋势进
行科学预测，为学生的自我学习监控、教师
的教学决策和教育机构的教育决策提供更
精细化的服务。未来，学生不仅可以验证
已经发现的知识，也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创
造新的知识。学生将从知识的消费者变为
知识的创造者。

建言

未来已来，
我们将如何做教师？
□杭州市凤凰小学校长 缪华良
有什么样的学习，就需要与之匹配的
什么样的教师。未来无论怎么变化，教师
的供给一定存在。人工智能时代，伴随着
未来教育形态的革命性变革，未来教师的
身份与角色将呈现出多样性与专业性的
结合。现在的我们还能胜任未来教师的
要求吗？
未来教师是学习设计和学习过程的领
航员。人工智能时代，学习将不再是记忆
前人的经验、知识，而是掌握可实践的技
能，甚至探索前所未有的领域。学生在真
实和虚拟世界中混融学习，教师将与虚拟
教师一道承担起学习设计领航员与指导者
的角色，为满足学习者的个性化需求，为学
生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并能根据需求随时
更新计划，教师与学生、虚拟教师构成学习
共同体开展动态化的学习指导，激发学生
潜能，培养创新意识与能力，完成学程式的

自由学习任务。
未来教师是学习资源和学习情境的
创设者。未来的课程教材和教学设计，将
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学习内容将呈现可视
化、虚拟化、全息化的特征。学习将突破
时空限制，同样也不会受到同龄人学习进
度的束缚。教师要结合信息技术，开发出
支持学生自主学习的学习资源、学习软件
和学习平台，构筑起支持自主学习的线上
线下学习网络。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核
心素养的发展，离不开挑战性的情境。未
来教师需要创设适应不同学习内容的学
习情境，面对真实问题重组教学内容，采
用主动、探究式和项目化的学习方式，提
供更多有利于学生动手操作和实践探究
的机会。
未来教师是学习情绪和生涯规划的
赋能官。未来学生将根据自身的兴趣、需
要和目标来寻找教师，学习将是个性化、
定制化的，除了在某个领域很“牛”而能在

这个领域灵活地教学生外，更需要能够懂
得调节学习情绪的教师。
“ 你能调节情绪，
就能调动一切。”教师应更加富有情感，以
情感的交流和切身体验作为基础的教育
方式，让学生的身心得到更好地放飞，教
师成为学生情感、意志、心理波动、美好想
象的最适合的对话者。人生就是一部作
品 ，未 来 的 不 确 定 对 任 何 一 个 人 都 是 挑
战。未来教师更要具有指导学生生涯规
划的能力，学做学生的赋能官，通过赋能
让学生看见自己未来的理想，看见自己改
变的可能性，看见协作的重要性，让他们
体会到学习环境中的安全感，能给学生充
分的信任感、成就感。
可以预见，未来教师需具备更高、更全
面的专业素养，包括研究素养、创新素养、
跨学科素养、信息素养等。由此，教师教育
体系、模式与课程、专业标准等必须进行系
统性的改革，让我们能够胜任乃至推动教
育的未来变革。

人工智能
给未来教育带来了什么？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
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教授 余胜泉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将使得教学
环境、学习环境、学校的基本组织部分发
生改变，学校的运行模式、运行法则、运
行规则也将发生变革，结构和形态将会
重组。未来教育是对变革的超越性诉
求，它的具体形态可能会千差万别，但是
它的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又是确定的。
随着“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未
来的教育将进入教师与人工智能协作
共存的时代，教师与人工智能将发挥各
自的优势，协同实现个性化的教育、包
容的教育、公平的教育与终身的教育，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方面，人工智能
在教育中的运用，使得学生学业学习、
身心发展、社会成长等各方面的情况，
以及隐性的学习发展过程，都能够更为
精 确、明 确 地 呈 现 。 利 用 各 类 学 习 数
据，人工智能将协助教师，共同为学生
提供权威的学习支撑、精准的学习内容
和活动，以及多元的教育服务，从而实
现学生的全面和个性化发展。另一方
面，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将使得正
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环境相互连接，进
而逐渐促使泛在学习成为一种基本形
态。学习者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利用各
类智能设备获取知识，实现人人、时时、
处处可学的终身学习。
人工智能支持未来教育实现学生的
全面发展
从工业化大生产时代进入人工智能
时代，需要改变从前工具型、流水线模式
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创意型、个性化模
式的人才培养。人工智能时代，在知识
性记忆上人已经比不过机器，因此关键
是人的能力的发展。
我们要培养善良、具有同情心、富有
智慧、学识、有深刻洞察力的人，这样的
人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能够为自己的
生活和社会承担责任。因此应注重发现
和培养学生兴趣，促进学生多元智能的
发展，培养学生 21 世纪所需的技能和核
心素养。此外，应引导学习者在学习和
工作中，不仅学会人人协作，还要学会人
机协作，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时代
的发展。
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将会使学
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发生相应的转变。教
师讲授知识的功能会被人工智能所取
代，教师将从烦琐、机械、重复的事务性
工作中解脱出来。教师的工作重心将会
转移到育人方面，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用于和学生的情感交流、设计具有创造
性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探究学习。学
生的创造能力、审美能力、协作能力、知
识的情境化和社会化运用能力将是人类
教师关注的核心和重点。
人工智能支持未来教育实现个性
化、多样性和适应性的学习
未来的教育有三个核心的关键词，
即
个性化、
适应性和选择性。人工智能支持
未来教育更加关注学生的精神和幸福。
基于大数据、
人工智能建立促进个性发展
的教育体系，是未来学校发展的基本趋
势。未来在对学生进行完备的学习数据
记录和分析的基础上、
在精确了解每个学
生个性特征的基础上，
可以建立线上线下
融合、
个性化、
选择性的精准的教学空间，
可以精准推荐权威的知识、学习数据、学
习内容和学习活动及领域专家，
开展面向
学习过程的评价，
增加学习的适应性与可
供选择性。同时学校会把在线教育融入
其中，为学习者提供更多选择，构建柔性
的教学体系，
支持学生选择适合自己个性
的、
适应性的、
扬长的教育。
教师应当更加看重自身作为人的独
特价值，在工作中着重培养学生创造未
来的社会责任心。教师的责任不是灌输
知识，而是帮助每个学生成长。教师要
成为人生导师或者心理咨询师，帮助每

个学生发现自己的优点，实现人生的价
值。通过分析学生学习的全过程数据，
教师不仅能够制定规模化的教学策略，
还可以精确了解到每个学生的学习情
况，实现适应每个个体发展的个性化教
学。教师不仅可以关注到每一个个体之
间相互竞争、相互依赖的关系，还可以关
注到生态圈里每个组成个体的需求，使
每一个儿童在其原有的基础上获得适合
他自己的教育服务。
人工智能支持未来教育构建开放
的、融入生活的终身学习生态
未来教育是开放的、融入生活的。
学习不仅仅是获得某一种技能，更是一
种生活形态。教育是终身的、全面的。
未来社会学校的围墙会慢慢被打
破，学校会越来越开放，我们的学习也越
来越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供给是社会
化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教育服务不一定
只来自于你所在的学校，完全可以跨越
学校的边界，由外部的机构、外部的个体
来提供，未来教育的形态一定是虚拟空
间与现实空间相结合的，它是可以穿越
组织边界的。整个教育体系的核心要素
将重组与重构，学习的消费者、内容的提
供者、教学服务者、资金提供者、考试的
提供者和证书的提供者等都有可能来自
于社会机构，专业化的公益组织、专门的
科研院所、互联网教育企业等社会机构
将成为优质教育供给的重要来源。人工
智能支持下的未来教师角色也会发生极
大的变化，我们将迈向教师与人工智能
协作的未来教育时代，教师知识性的教
学角色会越来越多地被人工智能替代，
教师的育人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未来的教育在时空方式上是多样性
的，迈向社会空间、信息空间、物理空间
相融合的形态。学校开放是大势所趋，
将涌现越来越多的来自于专业性的社会
机构所供给优质教育服务源。学习将无
处不在，
“ 泛在学习”的时代即将到来。
泛在学习是基于学习者自身的需求的，
使人们能获得很多能立即应用到实践当
中去的知识和技能，它是因时、因地、随
需而发生的，是一种自我导向的过程，是
一个适量学习的过程，在学习者最需要
的时候为他们提供知识信息，而不论他
们处在什么样的场所。学习将是“我需
要什么，就能获得什么”，而且是以最合
适的组织方式、表现方式、服务方式来获
得，是一种按需学习。
人工智能支持未来教育建立人机协
同的制度体系与思维体系
人工智能变革教育，首先体现在智
能化教育装备，智慧化教育环境，其次是
嵌入人工智能服务的教育业务流程与制
度 ，最 后 是 人 机 结 合 的 思 维 模 式 的 转
型。要善于运用人机结合的思维方式，
使教育既实现大规模覆盖，又实现与个
人能力相匹配的个性化发展。
人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以突破人类
个体认知的极限，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
的作用就要突破原来的制度，将人工智
能服务嵌入到业务流程中，创造出新的
范式、流程、结构、业务形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教育的逐渐融
合，未来的教育将进入教师与人工智能
协作共存的时代，教师与人工智能将发
挥各自的优势，协同实现个性化的教育、
包容的教育、公平的教育与终身的教育，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将作
为未来教师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
人机协作，辅助其完成日常工作，实现高
效教学。
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教育管理、教
育监测、教育决策等活动将更多地依靠
教育数据挖掘、数据分析进行。教育管
理者的经验性智慧和机器的精准判断相
结 合 ，以 实 现 更 高 效 率 和 更 科 学 的 决
策。发挥人工智能精确化、数据化的优
势，结合人的智慧的经验性和灵活性，实
现人机协同的智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