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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
教育

探寻素质教育的真谛
本报记者 赵彩侠 汪瑞林

“上世纪80至90年代，老师是课堂上的绝对主角，
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一切教学工作都服务于升学率。
2000年以后，课堂教学开始提倡合作、探究，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得到发挥，老师不再满堂灌了。到了现在，许多

学校的教学已经突破了课堂，甚至突破了学校，学生参加
课外实践、研学旅行，学生的能力与整体素质也越来越
高。”在教学岗位上工作了近40年的河南省开封市尉氏
县第三中学教师吴世民，见证了30多年来中国课堂教学

的变化。
这些变化，正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

缩影。从概念的提出到实践探索，并发展到今天的核心
素养，素质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主旋律。

在北京市中关村第三小学，有一间
“幸福的教室”。在这间教室内，整个一
年级的语文学科教学内容，被分成5个
项目，分别为“我爱我家”“韵律的盛
宴”“品质与生活”“人与自然”和“再
见一年级”。从这些学习项目的名称
上，完全看不出这是语文学科，在具体
的课程内容上，它也远远超出了语文学
科的要求。以“我爱我家”项目为例，
其项目成果目标就包括童诗朗读、童诗
创编、绘画展示、团队作品展示等，涉
及识字、阅读、写作、艺术、合作、沟
通等多种技能。

这间“幸福的教室”的创造者是全
国特级教师李红霞，所进行的探索就是
当前核心素养背景下课改的热点探索方
向——项目式学习。

2016 年 9 月，《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 总体框架在北京发布，以培养

“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从文化基
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3个维度阐明
了新时代中国学生应具备的核心素养，
具体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
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
六大素养，具体细化为国家认同等 18
个基本要点。

“核心素养是信息时代对教育提出
的必然要求。”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培训与研究院培训部主任左璜说。她认
为，一直以来，教育都是通过文化的累
积向前发展的，分科过多、过细导致学
生学习内容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
但在未来，知识的学习不再是最重要
的，学生成功、健康生活所必备的核心
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 课题主要负责人、北京师范
大学林崇德教授也指出：“当前素质教
育改革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当前我国
仍存在以素质教育为本的教育质量评价
体系尚未建立和形成、对跨学科素养的
培养相对忽视、不同学科课程目标间的
横向整合不够等问题，进而导致素质教
育目标难以落实。”而建立以“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为基本框架的教育质量评
价体系和课程体系，可以深入推进素质
教育改革。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各
学科的教学也正在实现从以知识为中心
到以核心素养培养为中心的转变。

近年来，教育部相继出台文件，统
一组织编写了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
三科教材，推进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规
范和发展，建立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大德育体系，倡导开展激发学生
高阶思维的“深度学习”教学⋯⋯这一
系列举措，旨在引导中小学教育从单纯
重视知识的学习走向价值观教育，从传
统的学科教学走向综合育人、活动育
人，从孤立的德育走向全员育人、全过
程育人，归根结底，就是培养具有完整
人格的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

各地方和学校改革探索的热情也竞
相迸发，不少课程改革和育人模式的探
索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经验。如中关村
三小提倡的项目制学习、清华大学附属
小学的“1+X”课程、重庆谢家湾小学
的“小梅花课程”，还有越来越多学校
推行的STEAM课程等，都是中小学在
课程改革过程中的可贵探索。

2017年，“发展素质教育”被写进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作为党和国家的大政
方针，素质教育不但要实施，要坚持，而
且要发展。”柳斌认为，今后应在“发展”
上下大功夫：加强素质教育理论建设；加
强各级政府对素质教育发展的领导和推
动；加强或完善法律、制度建设保障素质
教育的发展；进一步明确政策，突出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是发展素质教育的重点；
加强各地素质教育发展的督导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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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华中某省的中学教师描述了
2000年时初三的“疯狂”：学生天不亮就要
起床，晚上近 12 点才能睡觉，每天要在教
室坐大约 17 个小时。因为中考不考音、
体、美等科目，学校在每学期期末考试前一
个月，就提前结束这些课程，把时间用于应
试科目备考。他说，连一些初三的任课教师
都承认：“很多学生被考糊涂了，考呆了，
但没办法。”

实施素质教育，彻底扭转应试教育的局
面，当务之急就是把学习的主动权重新还给
学生。

早在 1988 年 5 月，原国家教委就出台
了相关文件，要求学校严格按照上级教育行
政部门颁发的教学计划组织教学，不得任意
增加教学内容，不得额外提高教学要求。
1994 年，原国家教委发布了 《关于全面贯
彻教育方针，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
意见》，要求原则上保证小学生每日有 9 小
时以上的睡眠，初中生9小时睡眠，高中生
8 小时睡眠。通过对教师教学行为和作业做
出相应规定，同时对教师教育观念进行引
导，校内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得以缓解，学
校组织的考试少了，考试排名取消了，老师
布置的作业少了，校园里、操场上的欢声笑
语多了。

进入 21 世纪，为了更深入地落实减负
政策，越来越多的中小学选择缩短学生的在
校时间，下午放学时间被提前到三点半。于
是，放学后学生谁来照管、怎么照管的“三
点半难题”随之出现，这一难题也催生了大
量的校外培训机构。因此，近年来学生课业
负担过重的问题重新抬头，并且出现“此消
彼长”的变化——学校课业负担在减少，来
自校外辅导机构的课业负担却在增加，减负
的战场从校内转到校外。

为此，今年2月，教育部与民政部、人
社部、国家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了 《关于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
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这也是我国减负
60 多年来，第一次明确运用国家政策工具
向校外培训机构“开刀”。

为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自主空间，在减
负的同时，国家也同时启动了招生考试制度
改革。1999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 出
台，明确提出高考改革要“有助于中学实施
素质教育”。这次改革，在考试科目上开始
推行“3+X”考试方案；在考试内容上更测
重对考生能力与素质的考查；与此同时，开
始实施计算机网上录取。这次考试制度改
革，是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一次改革。

新世纪以来，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校
课程越来越呈现出综合化的发展态势；随着
社会环境的变化，社会对人才综合能力要求
也越来越高。这些变化，都要求对传统的只
考文科或只考理科，以及仅以高考成绩为选
材标准的考试制度进行改革。

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出台，史称“新高
考”。新高考在内容上取消了文理分科，规
范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在录取方式上
以“两依取一参考”为录取标准。这就确立
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
生模式。

这次考试改革制度率先在浙江、上海试
水。无论是浙江的“6 选 3”模式，还是上
海的“7 选 3”模式，考试科目都有多种组
合方式，学生也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

2017 年，浙江、上海迎来了新高考后的
第一届高中毕业生。尽管新高考改革依然面
临诸多问题，但是招生考试改革的总体思路
与方向是对的，更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的发展。而且，随着新高考的全面铺开，
其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招
生考试制度也将会日臻完善。

顺应时代发展要求1
今年 79 岁的黄泽南，早已从湖南省汩

罗市教育局局长的位子上退了下来。但是当
记者询问起 30 多年前汩罗的教育情况时，
老人仍记忆犹新，他连用了几个“特别”来
描述那段过往：复读生特别多，班额特别
大，片面追求升学率特别严重。

其实，这样的境况当时绝非汩罗所独
有。据时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回忆，他刚
上任，就见证了一场惨剧。当时，某中学一
名 14 岁的女孩，因为没考上高中，喝了农
药，死前对着录音机哭着说，自己学习成绩
不好，辜负了父母的培养，希望弟弟能够实
现父母的愿望，将来考上大学。“此类事件
很多，片面追求升学率不改不行了！我是管
基础教育的，这些事件触发我去思考。”
1985 年，当时的国家教委成立了专门纠正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国家对策小组，柳斌任组
长。

也是在那一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邓小平明确提出：

“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
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同年，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再次
提出“提高全民族素质”。人的素质提高，
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因此，素质教育的提
出不仅是改革开放初期教育自身改革的需
要，还是时代发展及社会变革的需要。

1987 年 4 月，在义务教育教材大纲编
写的汇报会上，柳斌提出，基础教育应该是
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的素质打基础的教育。

然而，当时的理论界对于素质教育的意
见并不统一，反对声音很明显。有人直接提
出了“三问”：“什么是素质教育？”“素质教
育有没有法律依据？”“素质教育是真科学还
是伪科学？”

也正因此，以这三个问题为导火索，教
育界展开了关于素质教育的大讨论，一直持
续到 1993 年。持续了近 8 年的大讨论结束
后，备受争议的那三个问题慢慢不再被提
及。后来，柳斌专门撰文阐述了素质教育的
内涵，并从教育目标、教育体育、教育内容
及教育方法上阐明了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
区别，从而使素质教育的体系问题及理论依
据问题更为明晰。

1994 年 6 月，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
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李岚清同志在会议
中指出，基础教育必须从应试教育转到素质
教育的轨道上来。1995 年前后，素质教育
开始进入试点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
湖南汩罗与山东烟台。1996 年，原国家教
委在湖南汨罗举行素质教育现场会，1997
年，又在山东烟台召开全国中小学素质教育
经验交流会，从而把这两个地区推向中国素
质教育发展的前台。

1999 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全国
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主题即为

“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同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出台，明确了
素质教育的目标、内容，以及保障措施。
这是以国家的名义向全国正式推广素质教
育，同时，也标志着素质教育进入全面实
施阶段。

随后，每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素质教
育都有涉及。2006年，《义务教育法》 重新
修订，素质教育被写入其中，至此，素质教
育终于上升为国家意志。到了2010年，《国
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 出台，实施素质教育被提
升到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的高度。

将学生从考试重压中解放2

没有讲台，教室里除了一面玻璃墙外，其
余三面全是黑板；老师在课堂上只准讲十分
钟，其余时间全部留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学
生可以上台讲，可以互相提问和质疑，可以互
相评价，可以根据课文内容进行情景表演⋯⋯

这是 2005 年前后，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尽管今天人们对于“杜郎
口模式”看法各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时它
对于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波。

而“杜郎口模式”正源于一场更大规模的
教育改革。

破除了应试教育的弊端后，拿什么让素质
教育来“立”呢？事实上，早在 1999 年，我
国 新 一 轮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就 开 始 启 动 。
2001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基础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加快构建符合素质
教育要求的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同年6月，教
育 部 印 发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 纲 要 （试
行）》，明确提出，要从知识传授向学生积极
主动学习转变。在这一价值导向下，基础教育
的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方式、课程
评价及课程管理模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
化。杜郎口中学、洋思中学等一批学校就是率
先进行课改探索的排头兵。

这次课改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第八次课
程改革，也是迄今为止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
它甚至也可以说是为素质教育“量身定做”的

一次课程改革。这次课改，使得基础教育阶段
的课程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实
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使得
地方与学校的课程开发自主权大大增加。各中
小学结合地区与学校本身的特色，纷纷开设了
丰富多彩的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增设了选修
课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大大满足了学生全
面发展的需求。不但如此，各学校也开始探索
国家课程校本化的实施方法，从而增加了课程
的适应性。

原来一直被视为“副科”，处于被挤占或
名存实亡的音体美课程，基本开齐开足了，一
些受客观条件制约的乡村学校也在国家政策的
支持下，正逐渐补齐短板。

当然，变化最大、影响最深远的，还数课
堂教学与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新课改后，启
发式教学、体验式教学、参与式学习、小组合
作学习等更有利于调动学生主动性与积极性的
方式开始百花齐放。除了杜郎口中学的自主学
习模式外，江苏省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
堂训练”模式、江苏东庐中学基于“讲学稿”
的教学合一模式、河南睢县育才学校“六步教
学”模式等，都是新课改后涌现出的典型教学
模式。

无论是课程本身的变革，还是课堂教学模
式的变革，其核心就是将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
生，真正实现了学校教学由传统的教师中心、
书本中心和课堂中心向学生中心、活动中心和
经验中心转变。

聚焦学生全面发展3

迈入发展新阶段4

①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者把目光从考试成绩转向人的全面发展。图为 2012 年 9 月 1 日，南京市
夫子庙小学的 320 名新生在夫子庙大成殿举行“开笔破蒙”典礼。新生穿着“朝服”，戴上小状元
帽，诵读《论语》，学写“人”字，撞响寓意启蒙的大钟。

② 2014年2月12日，安徽省淮南师范附属小学洞山校区，五（2）班学生杨晟潇练习京剧唱段。
③ 2002年4月12日，吉林市在江城变压器厂创建了素质教育劳动实践基地，正式向全区中学

生开放。第三十中学的学生率先在基地上了一堂“电器与生活”的实践课。
④ 2015年9月14日，湖北省竹山县宝丰镇新茶小学59岁的老教师朱志强正在使用“班班通”给一

年级学生上语文课。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对教师的职业能力也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 朱本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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