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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索 治 校 之 道 展 现 办 学 智 慧

校长周刊

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体系公布以后，有两种观点
讨论得比较热烈。一是认为
核心素养内容太多，不能体
现核心的特质，好像是全面
素养。二是认为核心素养内
容涵盖太大，六个素养、十八
个要点，几乎涵盖所有素养，
应该改为综合素养。这两种
观点的本质都对核心素养的

“核心”属性提出了质疑。到
底如何理解核心素养和全面
素养、综合素养的逻辑关系，
需要从教育哲学的角度进行
分析。

其实核心素养与综合素
养或全面素养并不矛盾。核
心素养的核心目标是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这本身意味着
核心素养具有全面性。那为
什么还叫核心呢？其实核心
素养、综合素养、全面素养的
本质不在一个逻辑范畴内。
核心素养是从素养存在结构
逻辑和发展地位范畴提出的
概念，即核心素养是指基础
性、必要性、关键性的素养。
综合素养是从人的素养领域
上提出的概念，主要侧重于
素养的内容范畴，是对全面
素养的选择性表达。全面素
养，顾名思义是指人的全部
素养，是具有宏观性、概括性
的素养概念，没有具体的指
向性。

因此，关于核心素养和
综合素养以及全面素养的争
论，本身是不具有理论逻辑
和实践意义的。但从哲学认
识论角度切入，三者之间又
具有一定的认识论逻辑关
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一
句话，即核心素养对综合素
养具有全息的撬动性，核心
素养是全面素养发展的全息
单元（全息元）。

全息现象是指，整体上
的任何一部分或母体系统中
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包含
着整体或母体系统的全部信
息。全息理论最早从物理学
的全息照片现象提出。全息
照片记录的物体信息完整、
密集而又丰富。将全息照片
破碎成小片，每一小片都能
再现出原物的整个形象。这
是因为全息照片上的每一个
点位都浓缩了原物的全部信
息，储存了原物的全部特征，
是原物形象以某种特殊形式
的成比例缩小。后来全息理
论在社会学和教育学中得到
经验性的迁移和应用。如中
国古代有这样一句俗语“三
岁看小，七岁看老”，就是全
息理论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
经验性认知，也是教育学范
畴的全息经验。

全息理论主要包括三个
核心原理。第一，全息结构
原理：整体与单元的全息关
系。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
系统，都具有整体和组成单
元的内在关系。全息理论认
为，单元包含了系统整体的
信息。这个单元即整体的全
息元。第二，全息发展原理：
单元与整体的发展关系。全
息理论认为，全息单元因为
具有了整体的全部信息，因
此具有发展为整体的条件。
第三，全息重演原理：个体发
育（发展）重演整体的系统发
育。全息（个体）单元在发育
为整体的过程中，重演了整

体系统的历史进化过程。
将全息原理迁移到人类

的认识所构建的全息认识
论，也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原
理。一是人类认识的全息结
构原理，二是人类认识的全
息发展原理，三是人类认识
的全息重演原理。首先，认
识的全息结构原理告诉我
们，人类的部分单元性认知
可以拓展为整体认知，整体
认知与部分认知具有结构一
致性。如我国古代教育思想
中有“举一反三”的理论，其
本意就是当你了解一个领域
后，其它三个类似领域应该
自然就知道了。其次，全息
认识发展原理告诉我们，部
分认知的发展可以迁移撬动
整体认知的发展，即人们常
说的“开窍”。如多元智能理
论认为，人的智能结构是多
种类型的，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优势智能，通过开发优势
智能可以带动其他智能发
展，这也是全息认识发展原
理的表现。最后，全息认识
重演原理告诉我们，个体认
知过程一定程度上是对人类
认知过程的重演。因此，我
们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通过主
动重演系统认知撬动学生个
体认知发展。

核心素养体系虽然是对
育人目标的规划，但其认识
逻辑体现了全息认识论特
点。首先，核心素养在人的
全面素养中具有最小单元的
结构性逻辑。核心素养是人
的全面素养中的基础性部
分，从全息结构认识原理看，
核心素养是对人的全面素养
的结构性浓缩，核心素养从
认知结构上可以代表全面素
养结构。因此，核心素养对
全面素养具有发展的作用。
其次，核心素养内在和外在
内容都具有全息认知发展性
特征。核心素养内部三个领
域和六个素养之间具有互相
撬动性、发展性，同时对其他
素养具有内容概括性和认知
发展性。最后，从全息认识
重演原理看，人的个体性、工
具性和社会性认知发展，都
是人类整体认知系统的重
演。这种重演从每一个人的
诞生开始。核心素养是在这
种认知重演的视角下提炼出
的基础素养。因此，从全息
认识论来看，核心素养就是
人的全面素养的基本全息单
元。这也意味着这一素养的
全息单元，可以结构性复制
到教育的任何一个环节或结
构中。

综合素养是基于人的全
面发展的内容而提出的素养
结构。综合素养在一定程度
上选择性地体现了人的全面
素养，但不一定具有结构的
复制性。由于核心素养在结
构、发展和重演角度具有全
息性，因此，核心素养具有综
合素养中任何一个素养的结
构、发展和重演的全息性，它
的发展对综合素养具有全息
发展的撬动性。从认知和发
展的角度看，核心素养与综
合素养并不矛盾。所以，在
实践过程中不必拘泥于“核
心”与“综合”的概念争论，充
分发挥核心素养的全息撬动
性，才是实践中最为重要的
原理。

是核心还是综合
——核心素养的全息认识论分析

4月 16 日，被誉为“学习型组织
之父”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
理学院资深教授彼得·圣吉，来到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校，参
加由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南山
教 育 学 会 主 办 的“ 南 外师生与彼
得·圣吉面对面：系统思考与未来教
育”论坛，与中国师生分享了他最新
的思考。

连接情感，形成共同愿景

“人类黄金时代的标志是，孩子
被视为是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成
员。”彼得·圣吉非常推崇我国优秀
传统文化，并拜国学大师南怀瑾先
生为师。南怀瑾先生的这句话，使
他 深 受 启 发 ，并 经 常 思 考 它 的 意
味。“当我们将专注力放在孩子身上
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关注未来。
很多时候，我们关注短期发生的危
机、眼前要处理的事情，而一个健康
社会的运行有赖于我们着眼长期的
思考和对未来的关注。我们谈到未
来，经常感到很抽象，会有一些设
想，也会忧心忡忡。但当和孩子们
对话的时候，你能感觉到未来很真
实——和孩子们对话之时，就是与
未来相遇之际。把孩子和我们自身
的情感联系起来非常重要。”

彼得·圣吉断言，当前全球教育
面临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愿
景。在这个时代，学生看不到坐在

教室里听老师讲课的意义。“我在全
世界接触过不同的教育工作者，没
有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自己当前
的教育体系感到满意。‘为什么我要
按照老师的方式、在固定的时间里
学习？老师教的这些在网络上也可
以学习到’——这个时代的学生有
更多的选择。”

在美国，有 20 所系统学校致力
于系统思考的实践与推广。这些学
校有一个核心特点，即教师把教室看
成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不是只有
一名教师，而是几十位教师——每一
名学生都是老师。彼得·圣吉给出了
一个接近愿景的现实例子。他家附近
有一位做系统教育的数学老师，在过
去20年，他设计实践学生互教的学习
方式。通常这名教师每节课只在开场
时讲5分钟，其余的时间都在课堂上
走来走去，观察学生们在讨论什么问
题，关注小组讨论的进展。所以，他
非常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每
两三周会据此重新分组，学生的参
与度非常高，学习非常高效。值得
一提的是，这名教师的课有着今天
教育极其关注的情商培养理念——
学生去教别人，要思考如何才能帮
助对方，比如要按照对方的理解方
式去讲述。尽管这样的课堂很难让
家长理解，但有一位家长却说，自己
的女儿自从遇上这个“很疯狂的老
师”，就爱上了数学。

“很多年轻的学生，即便是低龄

的小孩子，也已经意识到，今天的世
界面临非常尖锐的挑战，而这种挑
战正是学校教育所忽视的。”彼得·
圣吉说。

不断创新，教育塑造未来

“要当一名教师，首先要做一个预
言家，你的教育不是为了今天，而是要
为学生们想象不到的未来做准备。”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院长哥顿·布朗的
一句话。他曾主导了学院工程教育
的变革，并把这种变革从学院带到学
校，带到全世界，使得麻省理工学院
在该教育领域深具世界影响力。

这句话给了彼得·圣吉思考创新
和教育关系的启发：“在我看来，教育
和其他任何一个商业、政府机构所不
同的一点在于，教育真正在塑造未
来。”彼得·圣吉强调，孩子们需要有
创新的精神并有勇气去创新，因为
他们在未来要解决的问题，现在没
有任何人知道答案，包括他们的老
师。他们特别需要知道如何合作、如
何达成共识，因为所有的复杂问题都
没有办法靠一个人去解决。而作为
教育者接下来需要花时间去思考的
一个问题，就是几十年甚至近百年以
后，社会最需要的是什么，整个时代
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这是当前
教育需面对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也
是教育创新的关键。

杰佛·瑞斯特，是布朗院长的学

生。他曾带领团队做出了世界上第
一台大型计算机的雏形，主导了芯
片的发展，催生了 IBM 公司。所有
这一切都是在他 37 岁以前完成的，
之后他转到了新的领域，开创了系
统动力学。在他人生最后的 30 年
里，他致力于和教育工作者一起进
行公立教育的创新，就是我们今天
所称的系统思考。

在 2009 年他的一篇文章中，谈
到教育与未来。文章提及，在 20 世
纪，科技是主导动力，但是21世纪的
发展将是由不同动力推动的，科技并
不是唯一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
上，但却从来没有在这样一种互相联
系中生活过。所以，作为一个人类群
族，我们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要去学
习如何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同生存。杰
佛·瑞斯特在这篇文章中指出：身为教
育人，第一个应该关注的是“教育勇
气”，要支持孩子，让他们有勇气追随
内心，解决这个世界上存在的问题，
而不仅仅是找一份好工作。

万物互联，学习共同生存

这个观点也是彼得·圣吉走近
未来教育的一个起点。而这个起点
的基础在今天是广泛的：“全球教育
体系都是从 18 世纪后期、19 世纪中
期工业化进程加速时的学校模型发
展起来的。这个体系是从工厂体系
的设置里演化而成的，它没有把人

作为一个核心主体来培养，也没有
支持人的进化和成长，以及支持人
去面对未来的挑战和问题，学校设
计的目的非常单纯，就是为工厂提
供劳动力。值得庆幸的是，我发现
了一种复兴的趋势，在全球各地有
了围绕‘教育是为了什么’的教育创
新，比如翻转课堂、基于项目的学
习、创客等几十种教育创新形式。”

彼得·圣吉说：“基于这些教育
创新，我们发展出了一种模型，包括
一个核心理念，两个关键领域和三
个层次的系统。”

一个核心理念就是指“万物互
联”，学生需要理解世界万事万物的
相互关联，要了解自己的每一个行为
都会影响到其他人，其他人也会影响
到自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这
样的互联性有着很深刻的阐述。

两个关键领域中的第一个是课
堂，这是学生学习体验的领域，任何
教育创新离不开教学法、教学大纲的
设计。第二个领域是课堂之外更大
的支持系统，也就是学校文化。要产
生真正的创新，一定要有包容、允许
错误发生的一个创新环境，否则课堂
的创新改变将难以为继。

三层系统的第一个是身心系统，
即我们的头脑、精神和心，我们所讲
的系统性、互联性在每一个人身上得
到体现，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系统；
在工业文明时代，我们关注头脑，关注
孩子够不够聪明——如果只有在头脑
层面而没有在心灵层面上的教育，学
生不会很幸福。第二个系统是社会、
社交的层面，例如家庭、友谊、团队
⋯⋯每一个人在成长中经历的第一个
最真实的系统就是家庭系统。第三个
系统是生态、社会系统，也是我们赖以
生存的大系统。在工业化时代，我们
忽视了这个层次，带来了悲剧性的结
果，森林不再是森林，森林就是采伐
原木的资源，我们也忘记了土地也是
有生命的，仅仅是关注土地的高产以
及如何让我们有更高的收获。

彼得·圣吉最后总结说：“这三
个层次的系统是我们未来学习的基
础，这并不是新提出的理论，而是古
老的理念，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相关联，比如我们经常会遗忘或者
忽略的《大学》里所说的‘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人类今天已经进入
非常关键的时刻，我们要回归传统
智慧的源头和精髓，在中国，我们更
有条件这样做！”

世界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畅谈系统思考与未来教育——

教育要为想象不到的未来做准备
本报记者 齐林泉

视点

教育要适应新时代的发展，就
要改革评价制度，打破分数崇拜观
念，培养人格健全、素质全面、创新
能力卓越的学生。这些年来，沐浴
着改革的阳光，我在教育评价改革
领域成为了一个探路者。

请开“拦路虎”，从确立新
理念起步

在我国传统的教育实践中，学
校对学生的评价过于注重学习成

绩，而忽视学生的核心素养；评价过
分关注结果，而忽视学生的学习过
程；过于强调教师主体，而忽视学生
的 主 动 参 与 。 这 一 切 就 像“ 拦 路
虎”，阻碍着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
成长。

要办好一所学校，必须先确立
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评价理念。近
年来，我校认真落实《教育部关于推
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的
意见》，确立了新的评价理念。其
一，评价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既要关注学业水平，又要
关注品德发展和身心健康；既要关
注共同基础，又要关注兴趣特长；既
要关注学习结果，又要关注学习过
程等。其二，重视评价的导向和功
能。要更加注重发挥评价的引导、
诊断、改进、激励等功能。这就意味
着，评价不单单是为了甄别选拔，也
是为了让学生看到自己的进步，发
现自己的潜能。所以，必须尊重学
生的个性差异，以动态的、发展的眼
光看待学生，不能以考试成绩论英
雄。其三，重视多元评价。按照教
育部评价改革的意见，结合我校实
际，丰富教育评价的内容和方法，科
学设计评价体系。

迈过一道坎，“周末零作
业”开新路

在教育评价改革的路上，总会
布满崎岖和险阻。例如，学生考试
成绩是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依
据，成绩排队是各校铁板一块的做

法，谁敢熔化它？谁能熔化它？一
旦评价的杠杆失去平衡，学校的办
学质量下滑甚至坠入谷底，校长负
得起这个责任吗？但开弓没有回头
箭，改革没有回头路，关键还是要找
到突破口。

评价改革是否取得实效，就要
看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是否得到
扭转。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最简单粗
暴的做法，就是不断加重学生的学
业负担，导致学生自由活动时间越
来越少，身心健康水平越来越差。
多年来，老师们对此视而不见，甚至
连 周 末、假 期 都 用 作 业 填 得 满 满
的。为了扭转这种违反教育规律的
做法，还给学生快乐活动的周末和
假期，我校从“周末零作业”找到了
突破口。

“周末零作业”，作为学校教育
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具有三层内
涵：第一，这是学校为提高办学效
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而实施的一
项重要举措，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教
育教学改革；其二，对教师而言，“周
末零作业”是评价其教育教学的一
项基本内容，是学期考核评比、评先
评优的重要依据，是否做到“周末零
作业”，最终由学生进行民主评议来
决定；其三，对学生而言，“周末零作
业”开辟了成长的新天地，使他们有
更多的时间参加自由活动，发展兴
趣，而这些内容，也要纳入到学习和
成长的评价体系中，是成为优秀学
生的必备条件。这当然也有具体的
量化指标，如利用周末发展一项自
己的特长、阅读文学名著或锻炼身

体等。
“周末零作业”这项改革举措由

于纳入了考核评价体系，一经推出
就得以稳步实施，得到了学生、教师
和家长的一致赞同。有家长称赞
道：“这是学校走出的一小步，却是
莘莘学子成长的一大步！”在我的心
里，“周末零作业”只是学校教学评
价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它使我校跨
过了应试教育屏障的第一道坎。

催生新能量，“多元评价”
走向高处

教育改革没有休止符。实施了
“周末零作业”之后，我们接着完善
评价体系，推出了“多元评价”的制
度，变九年一贯制评价为学段多元
评价制。

“九年一贯制评价”就是单一
的考试评价制，是典型的应试教育
评价体系。基于“学段不同学业要
求有所不同、学科不同学业要求也
有所不同”的原则，我们确立了“学
段多元评价”制度。例如，小学学
段，主要以等级评价为主、教师评
语和自我测评为辅的方式；初一、
初二学段，在小学的基础上增加了
一项中考科目的考试测评，这主要
是适应学生参加中考的需要；初三
学段，则采取以考试测评为主、其
他为辅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所
有年级都有“自我测评”内容，这是
培养学生从小进行自我认知、自我
判断、自我发展、自我批评的重要
一环，蕴含了以学生发展为核心的

精神内涵，是我校在教育评价改革
方面的成功做法。这种针对不同
学段推行的评价制度，体现了“以
学生发展为核心”和“科学多元”的
思想。

变单一学业评价制为学业特长
评价制。以往的教育评价只注重学
业成绩，而忽视学生特长发展，这显
然是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的。我校
作为一所新办的外国语学校，就是
要建立自己的办学特色，其办学思
想就是激发学生各项潜能、撬动学
生 核 心 素 养、培 养 全面发展的人
才。为此，我们办学之初推出了“六
个一工程”。“六个一”即人人都有一
颗仁孝之心，人人能讲一口流利的
英语，人人能写一手好字好文章，人
人都参与一项科学探究活动，人人
都有一项健体专长，人人都会一门
乐器。“六个一工程”也称“新六艺”，
内容涵盖了学生发展的各个方面，
成了学校的独有的文化特色。在发
展学生特长方面，我们既注重鼓励，
也注重评价。所以，我们对每一个
学生，在学业评价之外，还有一项特
长评价。特长评价采取“参与+教师
评语+自我测评+家长自评”的方式，
注重学生的参与、坚持与进步。“六
个一工程”及其评价方式，是学生成
长的助推器。它使学生学有所成，
动有所成，催生了学生成长的新能
量。它也是学校发展的助推器，使
学校成功跨越障碍，一步一步向着
制高点迈进。

（作者系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外
国语学校校长）

从理念到体系探路评价改革
黄新古

探寻·校长领导力之评价改革力③

主持人语

校长的评价观会对学校办
学行为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而
校长的教育观决定着其评价观。

广东佛山南海外国语学校
黄新古校长借用“六艺”的教育
理念，构建了适应当代学生发
展的“新六艺”教育体系，其本
质是全面发展和持续发展教育
观的体现。

学校以“六个一工程”为评
价目标，以“六大节日”为评价方
式，将新六艺理念落实于学校全
年教学活动中，实现了学校评价
撬动学生一生素养的目标。

评价撬动学生一生

主持人

杨志成 北京教育学院副
院长，教育部首期名校长领航
班北京教育学院基地首席专家

4 月 16 日，世界管理学
大师彼得·圣吉来到深圳南
山外国语学校，在该校英语
文化节“与大师面对面”活动
中，与小学六年级学生王佳
易进行了对话。

本报记者 齐林泉 摄

北 京 教 育 学 院
副院长，教育部首
批名校长领航班北
京教育学院基地首
席专家，北京教育
学会学术委员会执
行主任。

杨志成

名家专栏
核心素养的哲学解读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