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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推行两年的‘上海掌
握数学模式’取得了比预期更好
的效果，所以我们组织第三批教
师来到上海，期望更好地学习借
鉴这里的数学教学经验。”11 月 7
日，2016—2017 中英数学教师交
流项目在上海师范大学启动，英国
教育部数学政策主管克莱尔·福
勒心情激动。

在前不久举行的全国“上海
中小学数学教育改革经验”交流
会，上海的数学教学同样吸引了
全国同行的目光。不仅如此，这
里的经验做法也赢得国际社会的

瞩目，英国政府斥资开展中英数
学教师交流项目，借中国的智慧
提高国民的数学素养。

上海数学经验在国际比较中
逐渐凸显出来。

英国政府为两国教师双
向交流买单

这是一场简短而意味深长的
项目启动仪式，场内主体观众是
70 多名英国小学数学教师，他们
将在上海进行为期 12 天的交流，
零距离感受上海数学的魅力。他
们先在上海师范大学参加一天专
业培训，然后走进 43 所小学数学
课堂，现场听课、参加备课研讨，
期间参加模拟数学课堂工作坊并
围绕课堂教学进行讨论。

在2009年和2012年两次PISA
测试中，上海阅读、数学、科学 3 项测

评在 65 个参评国家和地区中均居
首位，而且数学平均分 613 分远
高于英国学生 496 分，55.4%的优
秀率也高于英国学生 11.8%。PI-
SA 测试成绩引起诸多西方发达国
家的讨论与反思，并开始考虑学
习上海的做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英数
学教师交流项目于 2014 年启动。
该项目是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
制中的重点项目，中英两国教育部
共同商定，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上海师范大学、英国国家教学与领
导力学院、英国卓越数学教学中心
共同实施。在 2014 年和 2015 年度
项目中，两批共 139 名英国教师和
127名中国教师到对方国家参加交
流，所有费用由英国政府负责。

英国教育部学校教育大臣尼
克·吉布说：“上海目前在数学教
学上处于领先水平，我们的孩子
没有理由不达到同样的高水准。
这个创新的交流项目能让我们的
老师，从全球最成功的教育体系
中拓展专业的技能。”

2015 年 11 月，上海市进才实
验中学教师林徐劢作为中英数学
教师交流项目的一员，前往英国诺
丁汉郡敏斯特学校交流，为学生讲
授分数与代数式。这里是一所见习
教师基地学校，也是一片区域的数
学教研中心，她通过为期 3 周的备
课、上课、听课、研讨，把上海的数

学教学理念与方法带给当地师生。
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

育研究院院长、中英数学教师交
流项目中方负责人张民选教授介
绍说：“不仅英国教师来中国的费
用由英方负责，而且中国教师去
英国的费用也是对方提供，包括
交通、食宿以及生活补贴等。”这
项国际交流并不是各付费用，从
中可以看出英国对于学习上海数
学经验的热情和诚意。

从今年 11 月开始，上海将陆
续分两批派出 71 名教师赴英格兰
35 所小学，进行为期两周的数学
教学交流活动。

“2014 年首轮合作开启，中英

各有两批教师参与互访；2016 年
则签订了第二轮合作协议，有了第
三批教师的交流。英国政府为此不
惜投入上千万英镑巨资，体现了上
海数学经验在英国乃至西方世界
的巨大影响力。”张民选说。

在国际比较中“发现”上
海数学经验

去英国交流的上海教师发现，
当地教分数的时候，基本以切披萨
饼来打比方，甚至不说分子、分母
这样的专业术语，只以“上面的”和

“下面的”来代替。这样在很大程度
上影响了分数教学的深度和总体
效果。 （下转第三版）

政府投上千万英镑，引进上海数学教学经验——

英国为何三次派教师赴上海取经
本报记者 董少校

本报讯 （记者 施剑松） 在首
都医科大学，医德修养是学生的必
修课程。而这门课的主讲教师都是
来自医院一线的临床医生、科室主
任和附属医院的院长。

“大学生尚在价值观的形成
期，一旦被错误的价值观诱惑，将
会引发极大的风险。在医疗领域，
价值观是一件件非常具体的事情，
我们无法穷尽所有的案例，但可以
提前构筑一道防线。”学校党委副
书记刘芳说。

为此，首都医科大学提出，通
过“四维共建”塑造学生良好医
德，构筑医学生价值观长城，并纳
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之成
为有效载体。所谓“四维共建”，
是指将学生价值观的培养进一步细
化为医德、师德、学术道德和岗位
道德4个领域。

患者家属的红包、医药代表的
贿赂、过度医疗的诱惑⋯⋯很少有人
注意到，这些职业风险在一个医生培
养的早期就已经存在。因为与其他专
业人才培养过程不同，医学生们很早
就进入医院，他们的医术更多是在医
院一线岗位旁观摩获得。

面对严峻的行业风险，首都医科
大学把师生的价值观培养置于更加
重要的地位。在学校的人才培养标准
中，一名合格的医生必须同时具备过
硬的医术和禁得住考验的价值观。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
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大夫全力抢
救患儿的同时，还要努力安抚家属的情绪。在这里，科
室要求大夫打开病房面对家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脸上
的表情。“可能你不经意的一个表情或者一句话，就会对
家属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科室主任钱素云说，像这样
来自医疗一线的要求和经验，是医学课本上没有的，却
直接影响到医学生们能否更好地对待患者和家属，能否
适应未来真实的工作环境。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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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学一做两学一做””

行动行动看看

编者按
近日，有媒体以《美国都是快乐教育？不！》为题，报道美国基础教育中

存在的诸如“择校、应试、家长焦虑”等鲜为人知的事实。一直以来，在一些
国人心中隐藏着一种潜在逻辑，那就是“国外的教育比中国好”“国外的孩
子比中国孩子学习轻松快乐”。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基础教育不如国外。

然而，随着上海在两次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试中皆取得世界
第一的优异成绩，英国等国家和地区先后组织教师来上海学习取经，中国
基础教育正在赢得国际性声誉。

本报今天刊发这篇报道，希望能引起读者的深入思考。您是如何看待中
外基础教育差异的？我们热忱期待您的观点，来稿请投：jybxwxs@163.com。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11月7日，英国教师在新一轮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启动仪式上。

孟群 摄

本 报 讯 （记 者 柴 葳）
“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大学不能跟在社会发展的后
面，要着眼未来，不断努力探
索、改变，改革创新是中国大学
非常重要的主题。”北京大学校
长林建华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北大综合改革稳步推进，
未来将在人事改革方面尝试取
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
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
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

作为“两校一市”综合改
革试点，正在进行中的北大综
合改革涉及教育体系、人事体
系、治理体系、学术体系和资源
配置体系 5 个方面。目前，学校
不同单位和部门都在按照综合
改革总体部署推进工作，效果
开始逐步显现。

林建华表示，对于院系层
面，北大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
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包括学
院的院长和副院长、系主任和
副系主任，他们的职务会跟行
政级别脱开，让人员能上能下，
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相关文
件正在制定之中。

据了解，取消行政级别
后，北大会采用聘用方式上
岗，不同的人会有不一样的聘
任方式，同时通过年度评估等
方式加强职员序列建设。

“人事制度改革，我们要用
3 年时间把改革全面推动起
来，但是真正完成至少要 10 年
甚至更长时间。”林建华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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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记者 余闯） 教育部、国家
统计局、财政部近日发布 2015 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
统计公告。公告显示，2015 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
36129.19 亿元，比上年的 32806.46 亿元增长 10.13%。国
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29221.45 亿元，比上年的 26420.58
亿元增长 10.60%，占 GDP （国内生产总值） 比例为
4.26%，比上年的4.10%增加了0.16个百分点。这是2012
年实现4%目标以来，连续第四年超过4%。

2015 年，全国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为 25861.87 亿元，比
上年增长14.55%，同口径增长9.41%，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
为 14.70%。根据统计公告，2015 年全国普通小学、普通初
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
算教育事业费支出增幅分别为 15.07%、16.85%、19.90%、
20.07%、12.67%；全国普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
职业学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经费支出增
幅分别为8.58%、7.70%、8.28%、18.10%、8.41%。

（公告全文见二版）

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发布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比例连续4年超4%

本报北京 11 月 10 日讯 （首席记者 高靓） 按照教育
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部署和要求，中国教育
报刊社和《求是》杂志社红旗文摘杂志社今天联合举办了学
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与会的部分列席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高校党委书记和从事党建理论研究的
专家学者，畅谈学习领会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的学习体会。

与会者一致认为，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是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决胜阶段召开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会
议，对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重大部署和制度安
排。全会通过的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
则》 和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党章为根本遵
循，深刻总结党的建设历史经验，为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
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与会高校党委书记、专家学者结合学校工作和研究工
作，从高校党建、一流大学建设、青年教师队伍思想建设
等方面，阐述了高校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举措。出席
今天座谈会的高校党委书记、专家有：中国人民大学党委
书记靳诺、天津大学党委书记李家俊、北京理工大学党委
书记赵长禄、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王炳林、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浦劬、红旗文摘杂
志社总编辑张西立。座谈会发言将由 《中国教育报》《中
国高等教育》 近期刊发。

中国教育报刊社、红旗文摘杂志社联合举办

学习贯彻十八届
六中全会精神座谈会举行

1111 月月 44 日日，，河北省围场县第一幼儿园农河北省围场县第一幼儿园农
民工子女与城里小朋友一起开心玩耍民工子女与城里小朋友一起开心玩耍，，该园该园
有一半以上孩子是农民工子女有一半以上孩子是农民工子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学军张学军 摄摄

近年来，尽管国家不断出台政
策，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
担，将“减负”作为教改的重要目标
提出来，但学生的实际负担似乎并
未减轻多少，导致睡眠不足影响到
孩子的发育成长，家长的教育焦虑
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焦虑之一，进
而不可避免地波及对教育的评价。
对此应该怎么看？

焦虑来自压力。学校减下来
的负担，为什么又被家长给加上
了？为什么从校内转向了家庭和
社会？根本原因是社会竞争压力
不断向教育传导，最终都落到了
学生和家长的身上。以社会学的
眼光来看，社会落差越大，这种
传导就会越直接。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城乡差距、区域差距都

较大，社会的竞争压力也相对较
大，这个客观现实没有人能够在
短期内改变。而教育被视为提高
个体的社会竞争能力、改变阶层
地位最为现实有效的选择，作为
家长，当然会把更多的资源用于
孩子的教育，会用更多的精力帮
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这都是可
以理解的，也是多数家庭必然的
选择。因此，适度的教育焦虑，
是正常的社会焦虑现象，既然有
压力，就会有焦虑，一点焦虑感
都没有，那是难以企及的理想状
态。

现今的教育焦虑之所以成为
一种普遍现象，并被部分地解读
为对中国教育现状的负面评价，
又所为何来呢？事实上，现在无

论是一些媒体，还是部分家长，
在评价中国教育现状的时候，常
以理想中的完美教育为参照，最
典型的参照就是想象中的欧美教
育，常见的对比就是说人家的教
育环境如何宽松，课堂气氛如何
人性化娱乐化，课程设计如何科
学合理，人家的孩子压力小，等
等。欧美国家的现代化教育总体
上确实比我们领先，但也并非事
事处处每个细节都比我们好，如
果视之为完美的教育，并以之为
标准过于苛刻地评价我们的教
育，那结果只能是，基于社会竞争
压力的适度教育焦虑，被夸大变
形为完美教育想象之下的千般悲
情和万般无奈，进而把过度的焦
虑归罪于中国教育的不完美。这

已不仅是一种教育现象，更是一
种充满自卑感的病态社会心理在
教育认知和评价中的折射。

那么，欧美国家的教育真的是
一些人想象中的那种理想状态吗？
比如美国的基础教育，是否真的像
国内很多人羡慕的那般轻松快乐？
当中国家长的焦虑与日俱增，美
国家长和孩子的状态如何呢？9月
13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一篇报道
说，像美国这样教育发达的国家，
也并非都是我们一些人想象的“快
乐教育”。（下转第三版）

莫以想象的完美教育放大内心焦虑
钟焦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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