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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改革发展动态 筲/

今 聚日 焦

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一课一练》数学教辅英国版，引发舆论关注———

中国教辅出口英国的背后
■本报记者 董少校

前不久，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与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签订
协议， 共同推出教学辅导书 《一课
一练》 数学分册英国版。 该套丛书
共11册， 取名 《上海数学·一课一
练》， 将在今年暑假出版。

对此， 网友禁不住惊呼： “终
于有了这一天， 中国的基础教育经
验得到西方国家的认可和重视！”

英国为上海数学教辅点赞买单
说明了啥？ 上海的学生数学好是因
为有 《一课一练》 吗？ 应如何在这
一事件中反思中国的基础教育？ 出
版界和教育界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 版权输出是一种民间商业
行为， 绝非英国要照搬上海的数学
教学方式； 西方国家对中国教辅的
肯定也提供了一个反思的契机， 应
当梳理那些原本行之有效却不受珍
视的做法和经验。

11种上海数学教辅成
套输往英国

《一课一练》 在上海可谓家喻
户晓。 这套教学辅导书1993年面
世， 与上海中小学教材相配套，到
1999年已涵盖各学科各年级。“我
们用做学术的心态来出版教辅书，
追求原创性、科学性、规范性。 ”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王焰说。

中文版 《一课一练》 数学教辅
书共23册， 涵盖从小学一年级到
高三的12个年级， 除九年级外，
其他年级每学年2册； 将出版的英

文版共有11本，面向小学和初中的
11个年级，每学年1册。 根据英国教
材进度和国情特点， 教辅书的内容
将进行调整，如人民币改用英镑、九
九乘法表改为“12×12” 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辅分社
社长倪明介绍， 该社的教辅书、 奥
数教程曾出口到新加坡、 韩国等周
边国家， 但欧美市场基本是国内出
版社教辅输出的空白。“英国向中
国出版社购买版权，出整套11本数
学教辅书给本国的孩子用， 这是版
权输出的大项目， 在两国基础教育
界和出版界都算新鲜事。” 倪明说。

理性看待教育国际交
流背景下的商业行为

倪明认为， 英国之所以愿为
《一课一练》 买单，有着内外两方面
原因。 内因在于《一课一练》质量过
硬，在读者中积累起良好口碑；外因
则是上海在两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测试中表现优异，阅读、数学、科学
素养在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名列第
一，引起英国等国家的关注。

2009年和2012年，上海两次参
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举行的
PISA测试。 第一次测试中阅读、数
学和科学成绩均列首位， 第二次主
要测试领域为数学， 上海以613分
的成绩在65个参试国家和地区中
再度夺冠。 而在2012年测试中， 英
国仅以494分的成绩名列第26位。

上海PISA测试负责人、 上海
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院
长张民选介绍， 英国对PISA测试

成绩不佳进行了诸多讨论， 也对学
习上海表现出非常开放的心态。
2014年， 英国教育和儿童事务部
副部长到上海考察数学教育， 派出
70多名教师来学习， 今年又派来
20多人； 英国还分别于去年和今
年邀请两批上海数学教师前去教
学， 力求学到上海基础教育数学成
绩好的“真谛”。

“应当特别指出， 对 《一课一
练》 走向英国必须理性看待， 上海
学生的数学成绩好并不仅仅是多做
练习的结果。” 张民选说。 他认为，
在英国教师眼中， 教师和家长对学
生寄予信任， 教师专业性强、 注重
在职进修和集体分享， 采用有用的
珠心算及乘法口诀、 “小步推进”
与“变式教学” 策略等， 是上海数
学教育取得成功的几大原因。

倪明坦陈， 华东师大出版社向
英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提出在
英国出版 《一课一练》， 之所以短
短两个月就谈妥签约， 最重要的外
部条件就是英国对上海的数学教育
非常认同。 他说：“输出版权是教育
国际交流背景下的商业行为， 这反
映出一家老牌英文出版社认定这套
书具有市场潜力。《一课一练》可能
得到英国师生的自发购买， 但不会
成为中小学统一配备的教学读物。”

对中国本土的教育方
法要有自信

英文版 《一课一练》 正在编译
中， 关于它的讨论方兴未艾。 出版
界和教育界有识之士认为， 中小学

教辅成功输出到欧美市场， 对于认
识和推进中国自身的教育发展具有
多重启发意义， 值得总结反思。

张民选告诉记者， 在过去几十
年里， 中国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了很
多教学经验， 多元智慧、 结构生成

等理念拓展了教育活动的方式， 带来
了新的教学风格。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
社会的全面进步。 中国开展基础教育
的经验做法也越来越受到欧美瞩目，
这正是东西方交流有来有往的正常现
象。 （下转第二版）

李光耀：铁腕“烹制”小国大教育

■本报记者 刘博智

李光耀曾说： “在双眼闭上之
前， 我说不定还会做些荒唐事。”

2011年， 年近90的李光耀出
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我一生的
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他依旧
在呼吁新加坡的双语教学。 这项被
誉为新加坡“建国基石” 的教育政
策， 不仅为他赢得了身后名， 也树
敌无数。 纵使如此， 他也“衣带渐
宽终不悔”。

如今， 这位任性的老人闭上了
双眼， 带着他的执拗和坚持魂归天
国， 留下的却是一个小岛从禀赋匮
乏、 社会动荡跃升为亚洲“四小
龙” 之一的奇迹。

这是李光耀的胜利， 更是新加
坡教育的胜利。 用李光耀的话说，
是“牵着中国人的手， 走向世界。”

语言的战争
1988年， 美国 《风云人物》

杂志的记者特里华·肯尼迪对李光
耀进行了一次专访， 他问李光耀，
作为政府领导人， 最难作出的决策
是什么？ 李光耀的回答， 处理有关
根植于人民心底的文化及情感问
题， 例如语言课题。

1986年的新加坡国庆典礼戳
中了所有新加坡人的泪点， 庆典司
仪用英语带动全场人一起歌唱。 而
20年前的建国之初， 这还是一个
大家唱着不同歌、 听不懂同一个笑
话的国家。

1965年8月7日， 新加坡在完
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意外地被联邦
政府要求脱离马来西亚， 独立出
来， 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
此时的李光耀怀着惶恐不安的心

情， 带着200万人民， 走上了一条
没有路标、 茫无目的的建国之路。

当时， 新加坡多元种族的人民
就像水族馆里不同种类的鱼， 虽然
近在咫尺， 却被一道道“玻璃” 隔
开。 这些“玻璃”， 就是由英语、
华语、 马来语、 淡米尔语等多元语
言构建起的文化樊篱。 “当时的我
上台演讲， 如果只讲英语， 那些说
马来语和福建话的人， 只能远远地
站在篱笆外听。” 李光耀回忆说。

独立之后， 200万新加坡人面
临的问题是， 如何谋生、 如何生
存？ 作为一个依赖国际贸易的国
家， 新加坡只有加强英语学习， 才
有好日子过。

李光耀清醒地认识到， 如果独
尊英语， 必然导致民族自信和文化
认同的沦丧。 当时的新加坡人， 尤
其是华人， 大多和李光耀的经历类

似， 都是黄皮白心的“香蕉人”，
必须努力保留母语来维持认同感。

因此， 双语政策是唯一的出
路， 也是建国基石。 它既是教育政
策， 也是政治制度。

或许听起来很狂妄， 但是， 李
光耀带领新加坡国民做了一件疯狂
的事情： 通过双语政策， 在40年
间构建起世界上最大、 最复杂的语
言实验室。 把星国从前英国殖民
地， 打造成多数人通晓英文， 同时
又懂母语的国家。

1979年2月， 《吴庆瑞报告
书》 提出以英文为主， 母语为辅，
调整双语教育比重的政策。 英文成
为所有学生的第一语文。 到1987
年， 所有语言源流的学校不复存
在， 所有学校的统一教学媒介语为
英语。 同时， 大力发展第二语文，
华人能精通华语和英语， 马来人能

精通马来语和英语。 双语教育终于
“体制化”。

为了延续华文教育和中华文
脉， 李光耀倡议建立了9所特选中
学和15所特选小学， 通过“特别
辅助计划” 和“华文语言特选课
程”， 让新加坡的华人学生不仅掌
握了语文能力， 也保有母族文化传
统以及价值观工具。

民众对他爱恨交织

2013年， 李光耀出版了一本
回忆录， 主题只有一个， 就是双语
教育。 这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事
业， 正如书名———《我一生的挑战：
新加坡双语之路》。

双语推广破立并举， 其过程如
开山辟路，要求把华文维持在第一语
文水平的华人批评他；马来和淡米尔

社群则担心华文受到过度重视导致自
己被边缘化；忧虑华文课业太重的学生
家长则不断向他施压，质疑的眼光甚至
来自他的内阁同僚……

李光耀与其说是新加坡的总理，
不如说是新加坡人严苛、 偏激的“霸
道父亲”。 他用严刑峻法塑造出一个
文明社会的外貌， 用双语融通构建出
文明社会的内心。 他在回忆录中写
道：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人民的个人
生活， 没错， 假如我不这么做， 人民
会停留在各说各话、 不能融洽地生活
在一起的旧时代。”

正如一位年轻人在他的专栏中写
道： “我们爱他， 也恨他； 尊敬他，
也鄙视他； 珍惜他， 也厌恶他。”

推广双语过程中最受争议的， 是
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兴废。 该校是新加
坡历史上第一所海外华人大学， 由爱
国华侨陈嘉庚族侄陈六使捐资500万
元筹建。 李光耀鼓励华族说汉语， 是
在不破坏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基础
上。 李光耀认为，以华文授课，侧重文
科的南洋大学毕业生不受雇主欢迎，
经济腾飞需要通晓英文的人， 这正是
南洋大学所欠缺的。于是，李光耀决定
将南洋大学并入新加坡国立大学。

1983年12月， 新加坡宣布全国
学校将实行统一源流， 华校不复存
在。 这项政策让华人社会忧心忡忡，
许多人指责李光耀把新加坡教育英文
化， 导致华文教育被消灭。 李光耀认
为， 华校不存在， 不表示华文在新加
坡消失。 不以第一语言来教导华文并
不会失去文化的根。

时间证明了他的判断。 1980年，
新加坡讲华语的家庭只有26%， 到了
1988年， 69%的家庭讲华语。 李光
耀的3个孩子也都是接受华文教育。

香港 《亚洲周刊》 在2002年曾
用“孙燕姿现象” 作为封面专题故
事， 推崇孙燕姿是中英文化教育的成
果， 具有双语的思维， 东西方文化在
她心中汇流， 形成独特的“孙燕姿现
象”。 （下转第二版）

江西民办学校
可自定收费标准

本报讯（记者 徐光明） 江西省教育厅、 省发改
委、 省人社厅日前联合下发关于放开民办教育收费有
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自2015年秋季开学起， 江西省
民办教育机构学费、 住宿费管理由政府指导价管理方
式改为市场调节价管理方式， 实施学历教育的民办学
校将实行登记管理。 这意味着， 民办学校将自主确定
学费、 住宿费标准。

江西要求， 自主定价的学校应根据不同地区、 不
同类型、 不同办学条件和质量、 生均教育培养成本，
兼顾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承受能力及社会各方面
意见等因素， 合理确定本校学费标准。 实行“新生新
办法， 老生老办法”， 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 住宿费
标准不得调整。 学校除按登记标准收取学费、 住宿费
和按江西省规定项目收取服务性收费及代收费外， 不
得以各种名目增加收费项目、 提高收费标准和收取其
他费用。

内蒙古超六成旗县
推进同频互动课堂

本报讯（记者 郝文婷） 记者日前从内蒙古教育
厅获悉， 2015年， 内蒙古将通过自治区、 盟市、 旗
县三级联动， 共同推进“同频互动课堂” 在全区中小
学校的有效应用， 60%以上的旗县要开通和有效应用

“同频互动课堂” 教学， 利用信息化手段将优质资源
同步传送到乡村薄弱学校， 实现城乡学校师生在线同
频互动教学、 网络教研和在线学习。

据悉， 自治区主要负责普通高中蒙、 汉文优质教
学资源的共建共享， 并建设自治区名师网上工作室，
将全区学科带头人和教学能手等优秀教师的教学资源
在全区共享。 各盟市和各旗县以本地区优质学校为核
心校， 通过“同频互动课堂” 为区域内薄弱学校提供
教学服务， 提供智力援助， 再逐步扩展到区域内所有
学校， 实现本地区优质教育资源普惠及共享， 促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

“开而不建，建而不使”情况严重

新疆通报教育系统
门户网站“懒政”现象

本报乌鲁木齐3月27日讯 （记者 蒋夫尔） 记者
今天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了解到， 新疆日前对
教育系统门户网站建设情况进行了通报。通报指出，虽
然各地、各学校积极推动门户网站建设，取得了一定成
绩，但门户网站“开而不建，建而不使”的“懒政”情况较
为严重，各地的重视程度与执行力度差异较大。

据统计， 截至3月26日， 新疆列入统计的中小学
有4844所， 在自治区教育厅建站平台上开通门户网
站2818个， 其中学校2720个、 教育局97个， 占实际
教育机构总量的58%； 开始搭建门户网站的学校311
所， 占总量的11%。 门户网站搭建工作做得较好的地
区为阿勒泰、 塔城、 巴州、 博州和阿克苏， 其中达到
评估要求的网站有131个， 占总量的5%； 网站搭建较
好的地区为塔城、 阿勒泰和巴州。 自治区网站累计发
布信息51383篇， 访问量达834865人次。

新疆教育厅要求， 各地、 各学校要高度重视门户
网站的建设及评优工作， 各地、 各学校要根据反馈结
果， 自查自促， 指定专人负责， 尽快完成网站域名更
换及具体搭建工作， 自治区教育厅将采取每月汇总的
形式将建设情况公开发布， 促优督差。

筇曝光台 筲/

浙江实施百校千企工程
培养高技能人才

本报讯（记者 朱振岳） 记者从浙江省近日出台
的 《关于加快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 中获
悉， 该省将实施“百校千企” 工程， 在全省选择100
所职业院校和1000家企业， 建立全面深入的校企合
作关系。

该举措旨在进一步完善技能人才培养、 引进、 使
用、 评价、 激励的政策体系， 健全“政府推动、 企业
主体、 社会参与” 的技能人才培养体制。 据此， 到
2017年， 该省将新增高技能人才60万， 高技能人才
占技能人才比例、 技能人才占从业人员比例位居全国
前列。

《意见》 提出， 从今年到2017年， 该省将力争使
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者和有培训愿望的大学
生， 在就业前都能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 此外， 实行
学历教育考试与职业技能资格鉴定相结合， 完善职业
院校学生职业能力评价办法， 提高在校生参加鉴定的
比例， 在职业院校中推行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
“双证书” 制度。

制图 中国教育报 李坚真

“有人说我处处干涉
人民的个人生活，没错，假
如我不这么做， 人民会停
留在各说各话、 不能融洽
地生活在一起的旧时代。 ”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