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齐林泉 编辑：齐林泉 设计：丁京红 李坚真 校对：张静

04
2017年3月3日 星期五

EE政录政录会会两两

3

《人民教育》：教育自信必须要
面对当下的教育问题。当前世界
各国的教育都面临全球化、价值多
元化带来的挑战，也有各自国家独
有的问题。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是
中国教育未来5年的核心任务。那
么，如何改进我们的教育？

顾明远：改革创新是教育发
展的动力，无论是教育体制、教育
评价，还是人才培养模式，都要进
一步改革。在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里，要鼓励教师创造，通过改革提
高我们的教育质量。

朱永新：国家已经为“十三
五”期间整个中国教育改革描绘
了蓝图，我们的教育思路、教育战
略还是比较清晰的：一个是国家
要进一步加大推进教育改革，加
大教育投入；再就是要真正地解
放教育，只有把教育还给校长和
教师，把本来属于他们的时间、
空间还给他们，我们才能创造出
更好的教育；还有就是，互联网
时代，整个教育面临着难以想象
的变革，教育站在了结构性变革
的门口，未来的学校要考虑彻底
颠覆传统教育模式的可能性，把
互联网模式、自主学习、传统书院
制非常好地融合于一种新兴的教
育体系。如今，世界各国的教育
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把
握住教育变革契机，谁就有可
能真正地建设一个属于未来
的教育。

王殿军：反思我们的
教育，一个是我们在评价
方面的问题可能相对比
较严重，在学校教育中对
学生发展的评价太过单
一。为何世界一流大学在

招生的时候比我们选拔的人才更
准确？因为他们有更多维度、更
注重过程、更全面、更注重发展的
评价体系，这个体系会影响整个
教育生态，这是我们需要向国外
学习的地方。另外，课程内容也
需要有质的改进，我们过于注重
学科的学习，而忽略了学科的交
叉、融合、批判性思维，包括动手
能力、实验能力，不是根据学生的
情况、教学内容，来选择丰富多
彩、激发学生创造力的教学方
式。最后，就是教师问题，一是怎
样吸引最优秀的人到教师队伍里
来，二是我们对教师的培养，特别
是前期培养怎样尽快符合国际惯
例，达到相应水准。

《人民教育》：当前教育正变
得更加个性化、自主化，真正要树
立教育自信，除了正视传统外，也
要对未来有前瞻性。

王殿军：今天这个话题特别
有意义。教育中存在很多问题，
但改革创新和教育自信并不矛
盾，要敢于面对，承认问题，但
更要相信，我们的道路、制度一
定有办法把这些问题逐步解决。
应该支持一部分地区和学校在教
育改革中担起引领重任。因为成
功的探索，才不会让后来者走弯

路。通过改革，
才会进一步

增强我们
的 教 育
自信。

不断改进教育才能更好地提升教育自信力——

改革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动力

中国的教育自信在哪里
《人民教育》 记者 余慧娟 赖配根 施久铭

教育自信是一个让中国人敏
感的话题。去年，习近平总书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首次把文
化自信提到了与道路自信、理论
自信、制度自信同样的高度，并指
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没有文化自信，
难有教育自信；同样，没有教育自
信，文化自信也很难持续。

回顾中国教育发展史，我们
的教育自信究竟在哪里？如何面

对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的教育
传统？如何应对滚滚而来的现代
化浪潮和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
应对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中的
难题？要真正树立教育自信，必
须回答这三大命题。在全国“两
会”前夕，《人民教育》 记者采
访了顾明远、朱永新、王殿军三
位著名专家，共同梳理中国教育
的优势，正视短板，希望能为建
立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
代教育体系提供思路。

《人民教育》：谈教育自信，
需要放在国际坐标中考察。比
如这几年大家热议的，上海参
加 PISA 测试，2009 年和 2012
年连获冠军，国人引以为豪。
但在2015年的PISA测试中，中
国 4 个地区参加，成绩排世界
第十位，有人由此认为中国的
基础教育不行。我们该如何看
待这一问题？中国教育与其他
国家该如何比较？

顾明远：PISA测试的是一
个孩子需要学习的一些核心内
容，有一定科学性。但是，用它
的测试结果来衡量一个国家的
教育质量就太片面了。上海两
次得了第一名，我们当然很高
兴，可上海代替不了中国。中
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幅员辽
阔，发展很不平衡。2015 年的
测试，范围广了，4 个省市的中
小学，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成
绩到了第十名，我觉得也不
错。其他参加的国家与地区，
如新加坡、芬兰等，都是一些只
有几百万人口的小地方。

这些年，我们的教育确实
取得了很大成绩，教育质量也
在不断提高，但也要自觉认识
到，跟世界教育比还有差距。
差距在什么地方？主要是我们
的教育偏重关心学习的结果、
考试成绩，很少关心学生学习
的过程、思维的发展，这是我们
的一个短板。我们的改革要从
这方面着手。我们现在的教学
模式还比较陈旧，老师讲、学生
听的比较多，没有充分发挥学
生的潜力。当今世界教育发展
的趋势是从“教”转到“学”，让
学生自己学，自己学了以后自
己思考，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所以，教师要做创新思维
的引导人、引路人。

另外一个短板，是我们重
视育人不够，培养学生的文明
行为、道德品质不够。党的十
八大提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
德树人。其实，立德树人是我
们的优秀传统，过去孔子就提
倡培养君子。君子就是有修养
的人，不是有文化、有知识的
人，有知识的人如果品德不好
也是小人。君子和小人之别，
不在于有没有文化，而在于有
没有修养。我们的教育要培养
君子，培养有修养的人。

《人民教育》：教育的国际
比较，不能单看哪个测试结果，
还要考虑其他重要因素，比如
不同国家的国情、文化。

顾明远：国际教育
比 较 ，要 拿 客 观

的数据说

话，但光靠数据还不够，要对这
些数据进行解释，特别是它背
后的文化。我经常讲，研究比
较教育必须研究文化，因为传
统、文化不同，教育也就不同。
比如美国的教育和欧洲就不
同，跟我们中国更不一样。美
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当年移民
到美国，完全要靠自己开拓疆
域，要斗争，所以自由主义就成
了他们的核心价值观。但中国
不是，我们的观念是家国一体，
集体主义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观。这样，两个国家培养出来
的人就不太一样。

王殿军：在教育的国际比
较当中，确实应该多看一看一
个国家原有的底子和国情。中
国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大的国
家，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别
这么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因
为制度、文化的先进，我们以最
短的时间，解决了义务教育普
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等难题。
这些成就拿到国际上去比，我
们肯定是非常自豪的。我要说
的是，教育自信来源于教育，但
不能仅仅靠教育自身。如果没
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方面
的自信，教育自信便无从建
立。教育自信是整个国家自信
的一部分。

《人民教育》：现在有一个
现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低龄
儿童到国外留学，另一方面家
长拼命叮嘱孩子，出国之前把
数学学好。对这样的矛盾心
态，我们如何解读？

王殿军：我们在基础训练
的扎实程度方面，尤其是数
学，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比较
好的。这是一个优势，但我们
的学生在有些方面就稍显薄
弱，比如思辨性与创新性不
足。这表明我们的教育内容与
过程出了问题，不能把这归结
为中国人天生就没有创造性。
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某些方
面强调得有些过分，比如死记
硬背、重复训练，让我们基础
扎实、知识面广，但过度之
后，就抑制了创新创造。

朱永新：中国的基础教育
特别重视基本训练、知识的体
系性、完整性，这是我们教育自
身独特的优势，但在创新的能
力、求知的渴望、对真理的执
着追求培养方面我们有差距。
PISA 测试，作为一个国际标
杆，我们要研究，把它作为一
个参照物，以提升我们国民整
体素养和能力。同时，我们自
身的优势不但不能丢，还要在
推进教育公平上下更多的工
夫。中国建立教育自信，不是
上海、北京的教育搞上去就自

信了，而是要把整个中国的教
育搞上去，才能真正建立起我
们的自信。

《人民教育》：前不久，英国
教育部副部长亲自率团到上海
取经，希望引进上海教辅教材
到英国使用，这也提醒我们思
考一个问题，中国的基础教育
怎样扩大它的世界影响力，我
们在这方面又能做哪些工作？

顾明远：扩大开放、互相交
流。过去我们是单方面地吸取
他们的经验，现在也需要把自己
优秀的东西输出去。我们的数
学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九九
乘法表，国外没有这个东西；上
海PISA成绩好，是因为上海有
教研室，国外也没有这种部门设
置。但国外也有很多优秀的东
西，如他们有很多资料库，可以
用资料库里的东西设计教学，这
就比我们灵活得多。互相学习，
不仅仅是吸取或者输出，主要还
是交流，交流的过程中有观念的
冲撞，有技术的互补，是一个取
长补短的过程。

朱永新：相对于国家文化
“走出去”战略来说，我觉得教
育“走出去”和教育开放之间还
是有很大差距的。对于中国优
秀教育传统，需要进行有计划
的梳理，之后才能走出去。当
前，“走进来”工作也不够，
我们还没有成为世界上主要的
教育目的地，我们吸引的人并
非第一流人才。这也是个关
键，因为这些进来的人才可不
仅仅是学习者，他们还是传播
者，会把我国文化带出去。我
们对于民间教育活力的激发也
是不够的，办学门槛太高致使
很多有想法、有激情、有智慧并
想做教育的人，没有机会进入
到教育领域来。

王殿军：现在我们的出国
学生低龄化的比例正在扩大，
人数也在增多。对此，做教育
的人要反思：为什么那么多人
不选择自己国家的教育？今
天，教育领域有一个现象，认为
只要把西方的东西照搬进来就
是先进的教育——中国有自己
的国情，对于外国教育一定要
用冷静、客观的态度研究它、吸
收它，而不是照搬它。这会加
剧普通民众对国外教育的盲目
崇拜。比如，我们取消班主任
制度的时候，很多外国人觉得
班主任对于孩子的集体主义思
想、团队精神培养很好，我们实
际上是有这些自身传统优势
的。所以，怎样把西方没有班
级的纯粹的走班制，和有
班集体的、为了团体而努
力的教育形式融合起
来，这十分重要。

国际坐标中，我们教育自信的资本有多少——

扩大开放、互相交流，在交流中取长补短

《人民教育》：我们都知道
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教育传
承文化。那么，教育自信与文
化自信是什么关系？

顾明远：习近平总书记去
年讲到文化自信，这确实非常
重要。文化对一个人、一个国
家来讲，都是深层次的。教育
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
文化自信也包括教育自信。我
们中国教育五千多年的历史，
培养了很多人才，对于中国来
讲，教育强国家就强。中华民
族历史没有间断过，靠的就是
文化的凝聚力，其中也包括教
育。正是因为教育培养了大批
的人才，才使我们能够有今天
这样的发展。

朱永新：从教育的自身意
义来说，教育是文化的选编，
传承什么样的文化是由教育来
审视、选择、传播的，教育自
信是文化自信很重要的基础。

王殿军：教育作为文化的
一部分，是比较特殊的，有着
增强文化自信、传承文化的优
势，尤其是在继承、弘扬和创
新文化方面。

《人民教育》：说到教育自
信必然涉及传统，到底哪些传
统是优秀的、需要传承和发扬
的，哪些是需要我们去创新的？

顾明远：我们的教育传统
确实是很悠久的，应该说，

我们的教育传承了我们过去
的优秀传统。比如，我们
在 1985 年提出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使每个孩子都
能够上学，这就是传承了
我 们“ 有 教 无 类 ”的 思
想。改革开放以后，我
们也继承了优秀的传
统，把教育作为最大的
民生，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用 15 年的时间就
普及了义务教育。另
外，中国的传统是人人
都关心教育，教育在老
百姓心里都是非常重
要的。所以我们普及
教育，不仅靠政府力量
推动，也靠人民大众一
起来办教育，这就是我
们 教 育 传 统 的 力 量 。

自信跟自觉是连在一
起的，有了自觉才

能有自信，就像
一 个 人 ，要 明
白 自 己 有 哪
些 优 点 ，有
哪些缺点，
这对自己
的发展是
有 好 处
的 。 我
们 教 育
也 是 这
样 的 ，

教育自信要建立在教育自觉基
础上。所以，要了解我们传统
教育里优秀的东西，而对于一
些落后的东西，则要加以改
造，如“学而优则仕”。

朱永新：中国的教育有着
非常好的传统。有些传统，我
们还没有很好地重新发现它的
价值。中国古代的蒙学，对儿
童的重视是世界上少有的，我
们自己的教育从 《百家姓》《三
字经》 等开始，这些都是非常
好的教材和教育方法。中国古
代把养成教育看作是最重要的
事情。教育首先是做人，而不
是抓成绩、抓考试。《易经》 讲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
坤、君子厚德载物”。这些，都
是整个教育最重要的基础，在
中国所有的教育，都离不开这
些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中国
古代还特别强调团队精神。另
外，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古代
对教师的尊敬、对教育的重视
程度都是很高的。诸如此类的
传统，都需要我们去重新梳理
并发掘出新的价值。

王殿军：中国几千年的文
化，特别是在教育方面，对世
界的贡献非常大。但在我们的
传统中曾经占优势的一些方
面，我们现在做得不及世界上
一些其他国家好。所以，对于
这些贡献，我们应该更加深入
地研究、提炼、总结，做出今
天的解读并将之落实，让这些
有积极价值的优秀传统，在今
天的中国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

顾明远：我们现在很需要
梳理一下自己优秀的教育传
统，并且要关注到这些传统是
发展和变化的。近代我们就形
成了很多好的传统，比如陶行
知先生提出的生活教育、社会
即学校等。所以，我们的教育
要传承文化，也要选择文化，
还要发展创造文化。今天讲教
育自信，要考虑我国具体情
况，看到成就也要看到缺点。
这些缺点的存在，有的是因为
没有很好地传承优秀传统，如
因材施教、蒙学等，有的则是
因为我们一些思想落后了，没
有跟上时代要求。我们要自
觉，有了自觉，我们的教育就
会进步。

朱永新：一个好的文化，
它最特殊的方面往往就是问题
所在。比如说我们特别尊师重
教，对教师特别尊重，相对来
说就可能会忽略学生的权利；
特别重视团队集体，就可能忽
视个人的自由。文化本身有优
秀的一面，如果往前再走一
步，很可能就走向反面，所以
在传承时，还要自觉地去发
展。自觉地去传承文化，才能
是文化自信。

我们到底有哪些优秀的教育传统——

自觉地去传承文化，才能是文化自信

朱永新 （全国政协常委、副
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如今，世界各国的教育站在
了同一条起跑线上，谁能把握住
教育变革契机，谁就有可能真正
地建设一个属于未来的教育。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中国教育学会原会长）：

我们的教育，要传承文化，
也要选择文化，还要发展创造文
化。

王殿军（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
长）：

没有道路、理论、制度、文
化方面的自信，教育自信便无从
建立。教育自信是整个国家自信
的一部分。

日前，顾明远（左二）、朱永新（右二）、王殿军（左一）三位嘉宾作客中国教育报刊社“两会E政录”
演播室，围绕“中国的教育自信”话题进行深度探讨。 张田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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