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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的“核心”在哪里
———核心素养研究的构图

■钟启泉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
迎接课堂转型的挑战，难以绕过“核心
素养”这一重要问题。因为学校教育是
面向未来的事业， 国民核心素养的培
育是至高无上的课题，核心素养指导、
引领着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实践。 没
有核心素养，改革就缺了灵魂。

核心素养的概念不是凭空捏造
的， 那么， 它又是怎么出来的呢？ 核
心素养研究是一种持续的多学科、 多
领域协同研究的集成， 历来受到国际
教育界的关注。 从其发展趋势看， 大
体涉及“人格构成及其发展”、 “学
力模型” 和“学校愿景” 研究三大领
域， 而这三大领域， 也启发了我们对
核心素养的认识。

人格构成及发展研究
发现人格发展的法则

基础教育的使命是奠定每一个儿
童学力发展的基础和人格发展的基
础， 而人格发展的研究是首要的。

人格结构说主张， 人格由四层要
素组成， 形成金字塔结构： 第一层是
志向， 包括冲动、 愿望、 兴趣、 能力
倾向、 理想、 世界观和信念等； 第二
层是经验， 包括知识、 技能、 熟练和
习惯等； 第三层是反映， 包括情绪、
感觉、 思考、 体悟、 感情、 意志和记
忆等； 第四层是气质， 包括性别特质、
年龄特质、 病理学变化和身体变化等。
也有把世界观、 思想和道德的基本信
念视为人格核心的人格学说。 众多的
人格学说可以为我们思考基础教育实
践的指针， 提供思想资料。 我们期待
于学校教育的是， 从儿童人格成长的
角度， 不是局限于一门学科的知识，
而是有长远的展望， 寻求课程与教学
的改进， 思考学习方式的变革。

人格的结构与发展研究所引出的
发展法则， 为界定“核心素养” 提供
了基本视点： 人格并不是个体心理机
能与要素的简单总和， 而是相互关联
的内在条件的总体， 这些要素交互作
用， 使得人格不断形成新的品质； 人
格并非单从个人自身之中就能求得诸
要素之依据， 它是受自然的、 社会的
条件和具体的、 历史的条件所制约的
一种存在； 人格并不是仅受周遭外在
条件所制约的， 而是能动地作用于自
然与社会乃至个人自身， 从而展开创
造性变革的一种存在； 人格并不是脱
离社会集体的个体存在， 唯有介入社
会、 集体的关系之中， 才能作为社会
地、 集体地行动的个人而存在。

人格的发展过程， 是受种种社会
条件所规定、 所制约的。 在思考儿童
的人格发展之际， 重要的是要认识
到， 人格的发展不是先天预成的， 也
不是凭借适应主义、 个人主义所能决
定的。 人格是儿童周遭的外部条件及
其自身的内部条件交互作用的一个过
程、 一种结晶。 其间的中介， 无非就
是儿童的主体性活动。 人格在活动中
并且唯有通过活动才能得到发展。

学力模型研究
寻求国民教育基因

改造的关键DNA
众多国家把强调“国民核心素养”

的课程发展视为国民教育发展的基
因， 而学力模型研究就是要寻求国民
教育基因改造的关键DNA。 法国的

“共同文化”、德国的“关键能力”、美国
的“核心知识”、日本的“基础学力”、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语文素养、
数学素养、科学素养等研究，都是学力
模型研究的适例。

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
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与能力。 根
据日本学者恒吉宏典等主编的《授业
研究重要术语基础知识》，核心素养指

“学生在学校教育的学习场所习得的、
以人类文化遗产与现代文化为基轴而
编制的教育内容， 与生存于生活世界
的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作为
关键能力的内核”。核心素养是作为客
体侧面的教育内容与作为主体侧面的
学习者关键能力的统一体而表现出来
的。 因此，核心素养不是先天遗传，而
是经过后天教育习得的。 核心素养也
不是各门学科知识的总和， 它是支撑

“有文化教养的健全公民”形象的心智
修炼或精神支柱。 决定这种核心素养
形成的根本要素， 在于教育思想的进
步与教育制度的健全发展。

近年来， 国际社会已出现了学力
模型研究的若干典型案例。

一是五大支柱说。 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2003年强调， 核心素养的培育需
要终身学习， 终身学习也需要核心素
养。 终身学习的五大支柱即素养彼此
关联， 同时涉及生命全程与各种生活
领 域 ： 学 会 求 知 （learring� to�
know）， 包括学会如何学习， 提升专
注力、 记忆力和思考力； 学会做事
（learring� to� do）， 包括职业技能、
社会行为、团队合作和创新进取、冒险
精神； 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包
括认识自己和他人的
能力、 同理心和实
现共同目标的能
力 ； 学 会 发 展
（learning� to�
be），包括促进自
我实现、丰富人格
特质、 多样化表达

能力和责任承诺； 学会改变（learning�
to� change），包括接受改变、适应改
变、积极改变和引导改变。

二是关键能力说。 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2005年提出，知识社会要求三
种关键能力： 第一种关键能力是交互
作用地运用社会、文化、技术资源的能
力，包括运用语言、符号与文本互动的
能力，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阅读素
养、数学素养；运用知识、信息互动的能
力， 如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的科学素
养；运用科技互动的能力。 第二种关键
能力是在异质社群中进行人际互动的
能力，包括同他人建构和谐人际关系的
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管理与解决冲突
的能力。第三种关键能力是自立自主地
行动的能力，包括在广泛脉络情境中行
动的能力；设计并执行人生计划、个人
计划的能力；表达并维护权利、利益、责
任、限制与需求的能力。

三是八大素养说。 欧盟2005年发
表的《终身学习核心素养：欧洲参考架
构》 正式提出终身学习的八大核心素
养：母语沟通，外语沟通，数学能力及
基本科技能力，数位能力，学会如何学
习，人际、跨文化与社会能力及公民能
力，创业家精神和文化表达。同时提出
贯穿于八大核心素养之中的共同能
力，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等。

日本的学力模型研究从上世纪
50年代开始，一直连绵不断，成为日
本各时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引擎。
考察日本的学力研究可以发现， 核心
素养与学科素养之间的关系是全局与
局部、 共性与特性、 抽象与具象的关
系。 这是因为在学校课程的学科之间
拥有共性、 个性与多样性的特征。 因
此，在“核心素养”牵引下，界定“学科
素养”或“学科能力”需要有如下三个
视点的交集：一是独特性，即体现学科
自身的本质特征， 也就是学科的固有
性。如语文学科中的文字表达、文学思
维与文化传统， 数学学科中的数学思
维与数学模型的建构， 历史学科中的

历史意识、历史思考与历史
判断等。二是层级化，即

学科教学目标按其
权重形成如下序
列：兴趣、动机、态
度；思考力、判断
力、表达力；观察
技能、 实验技能
等； 知识及其背
后的价值观。这种

序列表明，学科教学的根本诉求是学科的
素养或能力， 而不是单纯知识点的堆积。
这就颠覆了以知识点为中心的学科教学
目标的设定。三是学科群，即语文、外语学
科或文史哲学科， 数学与理化生等学科，
音体美或艺术、戏剧类学科，它们之间承
担着相同或相似的学力诉求，如直觉思维
与逻辑思维，自然体验与科学体验，动作
的、图像的、语言的表达能力等，可以构成
各自的学科群。

需要说明的是， 强调学科自身的独特
性不等于僵化学科的边界， 不能走向分科
主义，而软化学科边界的好处就在于，为诸
如“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新兴学科的
创生提供了空间。

学校愿景研究
勾勒未来学校的图景
学校不是官僚机构，不是公司，不是

军队。 学校是以知识与技能为媒介，师生
在互动关系之中，生成各自的意义、相互
交换， 创生新的学校文化的学习共同
体———这就是国际基础教育学校愿景研
究得出的结论。

作为学习共同体，学校的教育使命是
保障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权，求得每一个学
生的发展。 学生是多元智慧的存在，没有
高低贵贱之别。这种学校寻求不同个性的
交融、多元声音的交响，寻求“和而不同”
的世界。 一些校长和教师张口闭口“拔尖
子、选苗子”，却又口口声声“教育公平”，
岂不滑稽可笑？

作为学习共同体，学校的改革旨在通
过国民教育的正式课程来铸造未来国民
的核心素养。 如今，被誉为21世纪课堂革
命的浪潮席卷全球。 在这股浪潮中，布劳
翁（A.Brown）倡导学习共同体的学习原
理，值得我们品味。 这一学习原理认为：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生是自我学习
的设计者， 是积极参与自我学习的学习
者。学生自身积极地尝试方略、保障学习，
设置反思自己的理解过程的机会。为了求
得更好的理解，学生也进行相互监督。

分散的资源与分享的合法化。班级是
多种多样的熟练者的集合，是人力资源的
集合，班级成员应当分享集合的资源。 班
级的成员承担着多种多样的作用，认识到
相互之间有差异是十分重要的。每个人都
是某一方面的熟练者， 分担构筑的责任，
共同分享。 重要的是，学生不是期待片面
发展，而是在学习中通过人际关系，运用
书本、电脑等工具，重视偶然性，重视多样
的发展方向与机会。

对话与合作是基础。 分享对话与知
识，共同交流意义。通过对话，使课堂成为
播撒思考的种子、展开交流的场所。

参与并实践真正文化活动的共同体。
参与有真正文化意义的活动， 展开使儿童
实践与成人实践贯通起来的活动。 超越班
级屏障，参与活动。学生投身于具有学习价
值的探究活动，为自己的事情作出选择。

脉络化、情境化的学习。 明确活动的
目的，在行为中思考，反复参与尝试。研究
者或是教师实际地体验想象的世界，并且
展开应答性评价。 授课计划灵活应变。

依此愿景，未来的学校是一种“超越
学校的学校”。从根本上来说，承担起学生
的学习与发展的，不是每一位教师，而是
整个教师团队；不是每一间教室，而是整
所学校；不是每一所学校，而是整个社会
文化。 佐藤学说，“所谓‘好学校’，绝不是

‘没有问题的学校’，而是学生、教师和家
长共同面对‘问题’、齐心合力致力于问题
解决的学校”。 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迈出
了合作、奋斗的第一步，那么，也就做好了
迎候未来学校与社会的准备。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家之言

钟启泉
华东师范大

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教授、 博士
生导师

补课乱象解决之道

■王成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不少代表
委员呼吁有关部门治理“补课”乱象。

补课本是中性词， 就是教师为学
生补习功课。由于各种原因，学生未学
或未学会课程所要求的学习内容，学
生要求补习、 学校或教师安排补习都
是十分正常的，合情合理的。新中国成
立以来，为学生“补课”属于教师职责
范围内的事情，无可厚非。自从恢复高
考以后，许多学校、教师、家长将“补
课”视为提高学习成绩的“法宝”，“补
课” 之风愈演愈烈， 从高中延伸到小
学，甚至延伸到幼儿园。特别是“义务”
补课变成“有偿”补课之后，一些教师
将“补课”作为生财之道，千方百计“引
导”学生补课，补课问题成为整个社会
痛恨的“毒瘤”。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实施素
质教育，不能回避补课问题，不能不加
分析地给一切“补课”定为负面性质。
将一切补课视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
“制胜法宝”， 与将一切补课都视为扰
乱教育教学的“罪魁祸首”一样，都是
违背教育教学实际的片面性认识。 同
样，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对各种补课或
听之任之，或一律取缔，都不能达到理
顺教育教学秩序的目的， 都会严重损
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补课原因复杂，判断补课性质，应
重点弄清这样几个问题： 就学生发展
而言是否需要补课， 补课内容是否符
合国家课程标准要求， 能否满足学生
全面发展和个性发展需要； 学校和社
会能够为学生提供什么性质和水平的
补课，补课内容是否适时、适量、适度、
安全，是否损害学生身心健康；补课是
否合法， 有无收费现象， 收费是否合
理；补课是否违背学生及其家长意愿，
有无强迫或变相强迫问题； 是否扰乱
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 是否影响
学校课堂教学质量等。

补课乱象实质上是教育问题和社
会问题的综合反映， 解决补课乱象必
须体现国家意志。只有善政才有善治。
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国家统一标准和
综合管理制度， 为依法规范学校和教
师的补课行为奠定基础。

其一，建立和完善国家统一规范的教
育行业管理标准，主要包括：

建立分学段的和分学科的专业教学
质量标准， 包括课程标准和评价体系，要
覆盖各个学科、年级和阶段，作为规范所
有学科教育教学过程的权威依据。

建立分学段的和分学科的教师专业
标准，作为教学管理、教师资质认定和教
学水平评价的主要依据。

建立教师执教管理办法，明确教师课
堂教学的资质、职责、从业范围，作为教学
管理的根本依据。

建立学校课堂教学和课外补习管理
办法， 明确课堂教学和课外补习的内容、
对象和具体要求，明确课外补习收费标准
及其管理办法。 原则上，补习国家课程标
准要求以内的内容，一律由学校统一组织
义务补习； 补习超出课程管理范围的内
容，可由学校或社会组织并收取相应的费
用。教师依法享受超课时和超工作量补课
的劳动报酬。

建立违法从教处罚办法。 原则上，违
规从事收费补课， 所有收入一律没收，同
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和纪律处分。对于
触犯刑律和严重违反社会治安条例造成
恶果的，吊销教师资格证书，清除出教师
队伍，永不叙用。

其二，建立体现国家意志的教育综合
管理制度，主要包括：

建立全国统一的教师资质和信用管
理制度，所有具有教师资格的专业教师必
须统一上网公示，标明学历、专业、简历、
供职学校等。违反教师职业道德受到处分
者，列入失信名单。 严禁无资质人员从事
教学和补课工作。

建立教育补课市场统一管理制度。社
会上所有从事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文化教
育培训的机构都必须经过教育部门批准，
对于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
应按非法经营罪严肃查处。严禁无教师资
格证书人员从事执教工作， 包括收费补
课。民办学校不得聘用无专业资质教师从
事教学工作。 公办学校教师若课外、校外
收费补课，或到民办学校授课，要经过所
在学校批准。

建立教育、公安、工商、街道等有关部
门联合执法制度，并建立非法补课投诉举
报制度。

治理补课不是目的，而是为了促进教
育健康发展。治理补课，也不能只治标，不
治本。 应该创新发展，为根除补课歪风奠
定良好基础。全面提高优质教育资源供给
能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着力提高教师
道德和业务素质，完善学生学业困难救助
体系，并科学引导社会舆论等，都有助于
消除“恶意补课”的根基，让恶意补课成为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作者单位：辽宁省朝阳市教育局）

迷上儿童的叽叽喳喳
■曹爱东

“教育的全部奥秘就在于如何爱
护学生。 ”这是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
宾塞的话。 教师爱学生是天经地义的
事，但这种要求，常常与教师的行为实
践脱节。一方面，传统应试教育影响根
深蒂固， 广大教师被迫把自己的功利
目标强加给孩子， 把孩子当成工具，
“驱赶”他们到功利战场上拼搏。 正如
哲学家康德所说：“在教育孩子时，通
常只是让他们能适应当前的世界，即
使它是个堕落的世界。 ”另一方面，许
多教师迷恋教学技术和经验， 忽视用

公义、善良的内心去指引学生，让学生
感受到爱、温暖和信心的光照，并且温
柔地坚持和孩子们的心灵在一起。

教师怎样看待学生， 很大程度上
决定于他的教育情绪和态度。 有这样
一个比喻：“把学生看作魔鬼， 教师便
生活在地狱中；把学生看作天使，教师
便生活在天堂里。”爱学生不是一句空
话， 只有在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认同
这样的价值，才有真情感，才会真喜欢
学生。格鲁吉亚心理学家阿莫·那什维
利说得精彩：“谁爱儿童的叽叽喳喳
声，谁就愿意从事教育工作，而谁爱儿
童的叽叽喳喳声已经爱得入迷， 谁就

能获得自己的职业幸福。”每个孩子心
中最隐秘的一角， 都有一根独特的心
弦，教师只有将自己的心弦，同孩子的
心弦对准音调， 才有可能与孩子的心
产生共鸣。进而，教师才会与学生发生
情感依恋，幸福感油然而生，幸福才会
依次铺展。反之，则如斯宾塞所说，“如
果你讨厌学生， 那么你的教育还没有
开始就已经结束”。如果把学生看得一
无是处，教师必定苦不堪言，必定生活
在“地狱”之中。

把学校看作天堂， 前提是要把学
生看作天使。要把学生看作天使，仅有
爱还是不够的。 教师唯有从理解的基

础上去爱学生， 才能站在儿童的立场，理
解儿童，给予儿童精神的关怀，这才是真
正意义上的爱学生。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
感受到教师内心的纯洁、善良和伟大。

要把学生看作天使，教师最好把自己
变成儿童。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说，“自
己是作为教师的儿童”； 陶行知先生说，
“我们要变做小孩子”；陈鹤琴希望，“重新
做一回儿童”；李吉林自认“我是一个长大
的儿童”。他们怀有一颗纯真的童心，拥有
儿童般的情感和兴趣，甚至还具有儿童般
的思维，这就是理解儿童、教育儿童的密
码，也是做教师的最高境界。

(作者单位：江苏省如东县实验小学）

教育下午茶

教育探究

教育前沿·关注课堂转型（二）

隐在冰山下的教师专业素养
■欧阳明

对于教师专业素养， 可以用冰山
来做比喻。 一名教师的专业素养就像
一座冰山， 表露出来的部分专业素养
往往只有10％左右， 而大量隐藏着
的专业素养则占90％左右。 教师在
教育教学中表现出来的专业知识、 专
业能力， 只是专业素养的极小部分，
如冰山一角， 可称之为显性素养； 而
做好教育教学工作所应具备的专业理
念与师德， 如冰山下面隐藏的大部
分， 可称之为隐性素养。

就教师的专业知识素养而言， 教
师应当具有教育知识、 学科知识、 学
科教学知识、 通识性知识。 没有扎实
丰厚的专业知识， 教师开展教育教学
工作， 就会捉襟见肘， 底气不足， 难
以做到运用知识时旁征博引， 挥洒自
如， 令学生信服。

就教师的专业能力素养而言， 教
师应当具有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 班
级管理与教育活动、 教育教学评价、
沟通与合作、 反思与发展等方面的能
力。 没有极强的专业能力， 教师开展
教育教学工作， 就会力不从心， 应付
敷衍， 难以做到得心应手， 令学生敬
佩。

就教师的专业理念素养而言， 教
师应当对教育本质有着深刻的理解，
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 把握教育发展
的方向， 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和学生观
以指导自己的教育行为； 教师应当不
断总结教育新经验， 学习教育新理
论， 探索教育新模式， 培养社会和未
来需要的新人。 没有正确先进的专业
理念， 教师往往凭经验、 凭感觉去开
展教育教学工作， 就难以正确把握教
书育人的方向， 难以正确运用专业知

识和正常发挥专业能力， 也就不能取得
良好的教育教学效果， 培养出社会和未
来所需要的人才。

就教师的职业道德素养而言， 教师
应当具有敬业乐业精神， 对工作有着发
自内心的崇敬， 以教书育人为乐， 因学
生进步和发展而欢欣鼓舞； 具有认真负
责精神， 对学生富有爱心、 耐心、 细心
和责任心， 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对
学生和教育教学具有良好的态度与行为；
具有自我提升精神， 注重个人良好形象
和行为的修养， 心理健康、 心态平和、
有亲和力、 言谈举止文明。 没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教师往往把教育教学工作当
成一种谋生的手段， 缺少对教育教学工
作的内在动力， 难以激发教育教学智慧，
难以激发教书育人的责任感、 自豪感和
幸福感， 难以尽心尽责地创造性地做好
教育教学工作，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促
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教师的专业知识、 专业能力， 只是
教师专业素养中的“冰山一角”， 是显性
的； 而教师的专业理念、 职业道德才是
教师专业素养中的“冰山海平面下的主
体”， 是隐性的。 显性素养是可以通过教
师自主学习和专业培训而提高的， 在教
师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也可以明显看
出效果， 但不能完全代表教师的专业素
养。 而隐性素养却直接影响着教师专业
知识的运用和专业能力的发挥， 成为教
师专业素养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根本
性的支撑因素。 在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 推进实施素质教育的新历史时期，
教师专业理念和职业道德素养的提升，
显得尤其突出和重要， 更需要通过加强
教师培训和教师自我学习、 实践反思、
自我领悟而得以提高。

（作者系四川省南充市教师进修学校
校长、 特级教师）

解决补课乱象必须体现国
家意志， 当务之急应尽快建立
国家统一标准和综合管理制度，
为依法规范学校和教师的补课
行为奠定基础。

深入推进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迎接课堂转型挑战， 难以绕过核心素养这一重要
问题。 没有核心素养， 改革就缺了灵魂。 核心素养是怎么出来的？ 研究者是借助怎样的框
架来界定核心素养的？ 本文讲了支撑核心素养的三大研究， 以期回答这些问题。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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