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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
成部分。教育科学研究水平如何，决定
了一个国家教育发展的基础、后劲。中
国教育的质量崛起，必然有赖于教育科
学的兴盛。而教育科学的兴盛，大学、科
研机构等高端资源唱独角戏是不行的，
还需要基层乃至学校、教师教育科学素
养的普遍提升。

5 月 12 日，“中国决胜十三五，摇篮
教育创新高”，湖南省长沙诺贝尔摇篮教
育集团教育科学研究院成立，来自全国
各地的600余名教育专家、学者，大、中、
小、幼教育工作者，直面当前教育科学研
究中的各种儿童教育观，展开了深入探
讨。经学专家、思想史专家、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
授姜广辉等专家在研究院成立大会暨名
家教育高峰论坛上发表重要观点，使这
所由小学和幼儿园成立的研究院降生伊
始，便具有了新的研究姿态。

研究教育的逻辑起点、哲
学和历史

关键词：教育规律、儿童发展、教育
发展

对于教育来说，教育科学研究有多
重要？湖南省教育厅厅长肖国安说：“包
括教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同等重要，共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工业
革命兴起之后，自然科学可以‘上九天揽
月’，也可以‘下五洋捉鳖’。但是，人类自
身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似乎还有很多
困惑。就拿教育来说，什么是教育的规
律？什么是人的成长规律？什么是教学
的规律？我们研究了很多，但还有很多问
题值得深入研究，有必要加强教育科学研
究。”教育科研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在教
育发展和学校办学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石灯明
说，《湖南省建设教育强省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中明确提出，加强教
育科学研究。

既然孩子正在成长，教育就不能等
待。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事业发展中心常
务副主任陈月仙借用宋庆龄先生的话
说：“有些事情是可以等待的，但少年儿
童的培养是不可以等待的。”如此，教育
就要尊重教育规律，尊重儿童身心发展
规律。

那么，办教育最需要研究什么？长
沙诺贝尔摇篮认为：“办教育一是要找准
教育的逻辑起点，要符合逻辑。二是要
了解教育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
历史的文明古国，教育要面向未来，也要
面向过去、面向历史。三是要学好哲
学。”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环太平洋地区
学前教育学会（PECERA）中国委员会
负责人朱家雄赞同这样的认识，他认为，
中国的学前教育太注重儿童发展心理学
研究，将方法的问题提升为价值的问题，
缺少的恰恰是严格的逻辑和对哲学和历
史的思考。他说：“教育要研究哲学，是
因为教育的目的取决于价值，否则教育
就没有了方向。教育要研究历史，为的
是从过去已经发生的事件中吸取教训，
获取经验。教育要研究逻辑起点，是因
为有了这个起点，才会使逻辑演绎不走
样。”

“教育者每天都生活在鲜活的教育
实践中，问题即课题，工作即研究，经验
即成果。我们要在研究中前行，像教育
家办学那样办教育。”长沙市教育局局长
卢鸿鸣说。让长沙市天心区教育局局长
谢巍欣慰的是，今年天心区首次将教育
列为全区 20 项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天
心区教育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强调

“加强教育科学研究”。诺贝尔摇篮形成
的源头说、染丝说、不可回炉说、接力说、
三识培养法、良心说、最好的礼物是榜
样、大活动促进大发展、爱国是最大的德
等主导思想和“功夫教育学”等，赢得了

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誉。其教
育科学研究院的成立，将赋予天心区教
育科学研究新的发展契机。

研究儿童美好而完整的童年
关键词：经典教育、现代体育和传统

武术、蟋蟀叫声

美好的儿童教育是什么样的？
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研究

员、北大书同家庭文化与家长教育研究
所所长齐大辉说，好的学校教育应有“三
声”：“早晨是哈哈习武声，上课时有朗朗
读书声，下课后是嘻嘻欢笑声。”

“三声”意味着教育要野蛮其体魄，文
明其精神，美好其童年。这样的教育，会
让孩子过一个美好而完整的童年。

现在的孩子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根据姜广辉的观察，现在的青少年

中存在“三自一包”现象：自我中心、自以
为是、自我封闭，这样下去，将来“包准失
败”。姜广辉说，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繁
荣、最富裕的时候，许多方面大大地成功
了，但是一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比如，有
些教育现象不符合教育科学。他曾研究
过历史上记忆超群的名人是如何训练记
忆力的，结果发现，这些人小时候接受的
是经典教育。中国过去的教育是经典教
育，学生从《三字经》、《弟子规》等开始背
诵。“人之初，性本善⋯⋯”字与字之间有
逻辑关系，表达一定的意思，能训练记忆
力，也能训练思维能力。现在的识字教
育“人、口、手⋯⋯”字与字之间没有必然
的逻辑关系。这些年，很多学者呼吁重
视传统的经典教育，这里所说的经典是
人类文化经典，包括中国经典和西方经
典。这样的教育是着眼于未来的教育，
有利于培养大师级的人才。

一味读经典，身体却羸弱成清末民
初时的国民，照样难展大国雄风。现在
很多有识之士重视身体的价值、体育的
作用。身体是美好童年的形象表达，诺
贝尔摇篮的学校一天两节体育课。

“哈哈！我想把足球射进世界杯冠
军的大门⋯⋯”稚嫩的童声，冲天的气
魄。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华全国体
育基金会主办的“足球从娃娃抓起——
全国幼儿体育（足球）培训启动仪式”上，
诺贝尔摇篮幼稚园和小学的 10 个孩子
稚气十足的诗朗诵，引来场内赞叹。来
自巴西的少年足球队队员把这些孩子举
到肩头拍照留念。

面向世界的较量背后，还有面向过
去的挖掘和沉积。齐大辉说：“中国传统
的武术、医学体现了中国人对身体的信
仰。”学校教育应该适当引进中国武术。
适合儿童练习的传统武术可以强身健
体，还能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德育可以
从武术开始。”齐大辉说。

中国古代的六艺包括礼、乐、射、御、
书、数，射、御和乐中的“武舞”包含着很
多武术内容，“六艺”要培养的便是文武
双全的人。1915 年 4 月“全国教育联合
会”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拟请提倡中国
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新中国成
立后，1961年的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
第一次增加了民族传统体育武术的内
容。2011 年版的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
健康课程标准中规定，要学习一些武术
活动的动作和其他一些简单的民族民间
传统体育活动项目等。

长沙诺贝尔摇篮一直在研究传统体
育与现代体育的结合，针对幼儿园和小
学的孩子设计了梅花桩、徒手操、成语
操、武术操等特色体育项目。他们认为，
只有“武化”没有“文化”的教育，是野蛮
的教育，只有“文化”没有“武化”的教育
是非常危险的教育，是病残的教育。“文
化”与“武化”，一定要保持平衡。

健康的身体，对大自然天然地存有
一份渴望和敏感。缺少经常在大自然中
欢天喜地的体验，童年照样是不完整
的。研究儿童教育，还应该研究儿童所
处的环境对成长的影响，并把它运用到
学校教育中去。

“城市里的孩子有点可怜，听不到蟋
蟀的叫声，看不到各种动物。”诺贝尔摇
篮的创办者说。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
交织、错落，是现代文明特有的一道风
景。从城市的屋檐下跑出来，在诺贝尔
摇篮的儿童农场上，孩子们种菜、炒菜、
隔河拔河、骑牛、露营，完整自己的童年，
补全鲜活的生命。

北京八中实验班的学生，4 年中要
学完 8 年的课程。开班之初，社会上比
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学生的身体能否
吃得消？在正常的体育课之外，体育教
师杜家良设计出每周半天的“自然体育
课”，把实验班的学生带出去远足、登山、
越野、游泳、跳水、冰上游戏、划船、骑自
行车等，在自然体育活动中练思想、练意
志、练筋骨，陶冶身心。“如果你问毕业后
的实验班学生，‘在八中的四年中你印象
最深刻的是什么？’回答是自然体育课。

‘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回答是自
然体育课。‘实验班最成功的工作是什
么？’回答是自然体育课。‘你最佩服的老
师是谁？’回答是上自然体育课的杜老
师。”龚正行笑着说。

研究独特文化中的儿童教育
关键词：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家庭文化

让国家原副总督学、原国家教委专
职委员郭福昌忧心的是，中国的学前教
育存在着几大问题：中国上幼儿园的孩
子是全世界最多的，中国的学前教育当
前流行的理论几乎没有一家是中国自己
的理论，其实中国有最悠久的学前教育
的源头，但是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

的确，中国的儿童有特殊的历史文化
背景，有与西方不同的家庭文化，西方的儿
童教育理论，全部适用于中国的儿童教育
吗？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
中国传统的儿童教育理念和方式，真的
就不适用于现代的中国儿童了吗？

朱家雄深入考察了美国学者托宾等
人对中、日、美三种文化中幼儿教育的研
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

20 世纪 80 年代，托宾等人研究中
国、日本和美国三种文化中托幼机构的
教育后发现，由于价值观念不同，不同文
化中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存在很大差
异。例如，38%的美国人和 27%的中国
人认为“交往技能”是儿童在托幼机构学
习中前三位重要的东西，而只有 5%的
日本人认为如此；30%的日本人认为“同
情和关爱他人”是儿童在托幼机构学习
中第一位重要的东西，而只有 4%的中
国人和5%的美国人认为如此。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受现
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日本和
美国的幼儿园是否变得越发相似？托宾
在 2006 年、2007 年重访三国幼儿园后
说：“不。”

托宾等人的结论是：“任何外来的教
育理念或教育实践，在中国文化的‘大熔
炉’里，都不可能保持其原有的‘本色’，
要么被改变，要么被异化，所有的一切，
都是默默地依据着中国幼儿园教育的文
化逻辑。”托宾等人预测，在中国，现在这
段借鉴国外教学方法的时期将渐渐被不
断巩固本土教育法、本地化及国内外教
学法的混合法所取代。

朱家雄认为，当今我国学前教育发展
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为培养未来

认同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运行方式、中国
政体的现代创新型人才打下基础。认识
和尊重中国文化的隐性文化逻辑，而不是
采用全盘否定自我和接受他人的态度和
方法去对待自己文化中的学前教育，是当
今我国学前教育在理念和实践中必须认
真对待和解决的问题。

儿童在幼儿园中生长，在家庭中生
长。儿童文化受家庭文化的影响，儿童
在学校中所表现出的问题行为，往往与
家庭教育有关。

习近平总书记说：“家庭是社会的基
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风、
家教，是儿童在人之初最先感受到的文
化背景，为儿童打下一道重重的底色。

近年来，齐大辉全身心致力于家庭
教育，他认为，家庭教育是涵养孩子家国
情怀的重要载体。“国民素质从娃娃抓
起，娃娃素质从家长抓起。今天我们给
孩子什么样的教育，明天我们的家庭、社
会、国家和民族将收获什么样的未来。”
齐大辉通过十多年的家庭教育研究，逐
步形成了一套结合当代科学原理、管理
原则、公约工具、案例分析的学术体系与
操作工具。他认为，家长教育是家庭教
育的基础，最有效的教育是家庭、学校与
社会的协同教育。肖国安说：“要把学校
教育办好，还要关心家庭教育、社会教
育，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对人的成长都是
不利的。”

研究儿童差异和教育衔接
关键词：因材施教、衔接、跨界

孔子当年所讲的“因材施教”，其逻
辑起点是“有教无类”。不管人与人的资
质存在多大差别，我们都要对他进行教
育、教化。人的根基不同，教育的方法就
要不一样，要“因材施教”。

龚正行天天和学生打交道，感受着学
生之间的差异，比如性格、学习、家庭环境
和特长的差异等，他感受最深的还是学生
在智力上的差异。“在统一的大纲、教材、
进度、班级授课制、会考、中高考和学制的
束缚下，我总觉得学校难以满足那些特别
聪明孩子的发展要求。”龚正行说，“面对
智力上有差异的学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因
材施教，使处于不同智力发展水平的学生
都得到充分发展。”

促使龚正行开始行动的，是当时中
国科技大学等12所大学少年班学生，由
于缺乏正规中学教育而影响了在大学的
持续发展。发现了某两个相邻教育阶段
的脱节，并有目的、有意识地去衔接这两
个阶段，这是一种教育自觉。

长沙诺贝尔摇篮在办学过程中也发
现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问题，大、
中、小、幼不衔接。肖国安反复强调“大教
育”观念：“搞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成人教育的要有全局观念。搞高等教
育的要懂一点基础教育，等等。教育部门
还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

郭福昌希望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教
育科学研究院深入研究幼小衔接问题。
与幼儿园相比，小学的师生关系变了、各
种制度也变了，幼儿园大班学生上一年
级有一定跨度，做好衔接非常重要。幼
小衔接是世界性难题，法国颁布的《教育
法案条例》中提出幼儿教育应与小学教
育保持一致，实行“幼小课程一体化”。
另外，郭福昌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普
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衔接也值得深入研
究、探索。如果解决了这个衔接问题，也
会解决学生负担过重等问题。

互联网时代的思维特点是“跨界”，
研究院成立仪式和名家教育高峰论坛
上，大学校长、中学校长、小学校长、幼儿
园园长、各级师范学校校长一起研究教
育问题，努力为孩子的终身负责。该研
究院的一个特点就是，打通家庭、幼儿
园、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把
它们放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来研究。

找准儿童教育研究的文化逻辑
本报记者 杨桂青

几勺思想

自从国务院发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来，关
于什么是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如何建设
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大家众说纷纭。近
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的意见》，试图改革机制弊端，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作为高级人才培养机
构——大学，又成为讨论的焦点。

大国必然要有强大的大学为支撑。
放眼世界，近现代所有强国皆有强校为支
持，例如美国的哈佛、耶鲁，英国的牛津、
剑桥，日本的东京大学、筑波大学、早稻田
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波恩大学等。无
数伟大的科学家、政治家、企业精英在那
里曾饱读诗书，最终成为影响人类历史进
程的伟大人物。

人才是每一个国家制胜的关键因素，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德才兼备的人才，不会

成为真正的大国。大学是人才培养的核
心结构，因此大学必然是大国崛起的中流
砥柱。

梁启超曾经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
年富则国富”。有人质疑，华人智商和逻
辑思维不如欧美诸国。这种观点有欠考
虑，杨振宁、丁肇中、李政道、钱学森、邓稼
先、屠呦呦等人的成就足以否定此观点。

德国前总理科尔曾经说过：“德国人
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
银行家和内阁部长的尊重，这就是我们的
希望所在。”仅一所柏林洪堡大学，就培养
出29位诺贝尔奖得主。德国在文学、哲
学、思想、音乐、科学等诸多方面群星璀
璨。德国大学的历史普遍比较悠久，大学
校园普遍比较古朴。在学科建设上，各所
大学标新立异，有些学科在世界上处于领
先地位，如莱比锡大学的心理学、海德堡

大学的医学、慕尼黑大学的电信工程、曼
海姆大学的工商管理等。

在科研领域方面，德国大学的传统
就是崇尚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独立意
味着不为政治、经济社会利益所左右。
例如，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心血的努力
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而不是为了自己
或者某个团体、阶级。在学术上拥有自
主性，而不是为了科研任务、职称或现
实利益而去研究。图书馆不仅对高校
师生开放，也对大众开放，大学的书香
气冲散着社会的铜臭味，将崇尚知识和
人才作为一种社会的普遍价值，知识远
比地位和金钱要沉重的多。

大学要支撑起大国发展，一定要真正
做到立德树人。作者认为，每位当代大学
生应该回答四个能否。

第一，能否兼济天下？1927年苏步

青先生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东京帝国大
学数学系，毕业后东京帝国大学希望其留
校任教，待遇优厚，但是苏步青选择回到
浙江大学奉献自己的知识，用20年时间
将其打造为一流大学。

第二，能否独善其身？面临市场经济
的不断发展，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无处不
在。大学生的首要使命是完成学业，而不
是炫耀自己的富有。没有坚持不懈的努
力，就不可能有令人羡慕的成就，偷奸耍
滑的人可能会得逞一时，但从没有人可以
欺世盗名一世。

第三，能否一曝十寒？荀子《劝学篇》
写道：“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
无以成江海”。我们要在学习的道路上不
断进取、奋发向上。一切成就都是平时不
断积累和努力的必然结果。屠呦呦自
1969 年以来，通过无数实验，在 1972 年

提取出青蒿素，2015年获得了诺贝尔医
学奖。如果一个人用40年的时光做一件
具有极大价值的事情，面临无数的挫折和
失败永不放弃，成功就会成为必然。屠呦
呦用她的一生说明了这个道理。

第四，能否尊师重道？尊敬师长和孝
敬父母都是做人的基础，大学首先要培养
出恪守道义的君子，为整个社会树立道德
上的典范。如果大学生只是“精致的利己
主义者”、高分低能者、汲汲于功名利禄的
庸人，大国就没有了根和魂，只能是泥足
巨人，不堪一击。

大国的崛起就是大学崛起的必然结
果，而大学的崛起必然是依靠器物、制度、
理念的不断完善来实现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核心动力之一就是一流大学的
构建和一流人才的辈出。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国与大学
胡志伟

提高学校学习成绩
有利于减少校园暴力

拉米·本贝尼什提、罗恩·阿
维·艾思特和斯特凡尼·瑞本在
2016 年 4 月 《教育研究者》 发
表 《学校氛围、校园暴力与学习
成绩的因果关系的测试》 一文提
出，学生全面学习成绩的提高，
是减少校园暴力、提升学校氛围
的一个核心因素。研究使用学校
层面、交叉延迟小组自回归模型
设计，探究学校氛围、校园暴力
和一个学校一段时期内综合学习
成绩之间的因果关系。作者假定
减少校园暴力、改善学校氛围可
以全面提高学校的学习成绩，相
应的“加利福尼亚健康儿童调
查”在学校层面的二级分析，同
时在三个地点展开。作者认为，
学校倾向于将营造学习氛围以及
减少伤害问题，作为努力提高学
习成绩的一部分工作。

（周志骎 编译）

以探究过程为中心的
学科素养教学

美 国 密 歇 根 大 学 伊 丽 莎
白·博·莫杰在《哈佛教育评论》
第 85 期第 2 卷发表 《青少年学
习者学科素养的做和教——基于
社会和文化项目》 一文提出，教
育者重构教学工作，增加学生生
活、学习和工作的多素养语境，
可以使学生的学习和幸福感发生
根本改变。为此，伊丽莎白提出
以探究过程为中心的学科素养教
学。相对于从青少年素养教学框
架中忽略或省去价值、目标、影
响、情感、想象、社会交往、传
统文化的学习和挑战而言，她提
出一种启发式教学设计，利用学
科探究的社会和文化本质，支持
学生以多种文化背景为学科素养
教 学 组 成 部 分 ， 被 她 定 义 为

“4Es”：卷入、诱发或筹划、检
查、评估。

（王捷一 编译）

如何打造高等教育品牌

英 国 北 安 普 顿 大 学 赛 尔
维·洛默、谢菲尔德大学瓦西里
基·帕帊缇斯袙和巴斯大学拉贾
尼·奈 杜 在 《高 等 教 育 研 究》
2016 年第 1 期发表 《构建英国
高等教育品牌：位置竞争与资本
承诺》 一文提出，构建高等教育
国家品牌，应通过联络那些特定
代表性国家的潜在留学生和高等
教育部门，品牌建设与资本承诺
相结合，并转化为竞争环境中的
位置优势。文中所提的概念框
架，旨在联结国家高等教育竞争
状态的品牌和致力于知识经济的
品牌。文章探讨了英国高等教育
的国家品牌，以吸引潜在国际学
生为目标，使用布迪厄方法来理
解资本承诺的战略意图和行动。
该文通过社会学最早的一类研究
方法，跟踪其1999年至2014年
的发展，从“教育英国”出发，
并将其归入更广泛的联合政府

“伟大英国”的运动背景。
（王捷一 编译）

课堂教学要适应自闭症
谱系障碍儿童的兴趣

克里·甘恩和英国斯特拉斯
克莱德大学的乔纳森·德纳菲尔
德-巴特在2016年6月 《教育研
究》 发表 《患自闭症谱系障碍儿
童的教学——良好实践回顾》 一
文提出，全纳教育要求教师适应
各类儿童的学习方式。患有自闭
症谱系障碍的儿童给课堂教学带
来挑战，经常表现为这些学生只
对某一类主题感兴趣。教师可能
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要么在教
学中适应这些有限的兴趣点，要
么将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兴趣一同
拒之门外。作者调查了所有发表
在1990年至2014年期间同行评
议的关于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
兴趣受限儿童教学的研究，调查
发现，将儿童受限制的兴趣融入
课堂教学实践中，会对儿童的学
习产生积极作用并让儿童获得社
会技能。20 项已发表的对 91 个
儿童的研究结果证明，这有利于
获得教育成果和社会交往技能。
消极的结果是，单个儿童在任务
表现不足，两个儿童在持续性行
为中出现一过性增加现象。这些
证据表明，应将儿童受限制的兴
趣纳入课堂教学实践。文章针对
实践困难和理想结果以及如何纳
入这些兴趣点进行了探讨。

（周志骎 编译）

教育前沿

教育下午茶

 办教育一是要找准教育的逻辑起点，要符合逻辑。二是要了解教育的历史。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
历史的文明古国，教育要面向未来，也要面向过去、面向历史。三是要学好哲学。

 好的学校教育应有“三声”：“早晨是哈哈习武声，上课时有朗朗读书声，下课后是嘻嘻欢笑声。”
 适合儿童练习的传统武术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德育可以从武术开始。”
 在中国文化的‘大熔炉’里，任何外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不可能保持其原有的‘本色’，要么

被改变，要么被异化，所有的一切，都是默默地依据着中国幼儿园教育的文化逻辑。在中国，现在这段借
鉴国外教学方法的时期将渐渐被不断巩固本土教育法、本地化及国内外教学法的混合法所取代。

 打通家庭、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教育，把它
们放在一个复杂的系统中来研究。

给我一个支点给我一个支点。。 CFPCFP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