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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校网络联合会 （Consor-
tium for School Networking，
以下简称“CoSN”)近日发布了 《基
础教育创新驱动力报告——2019 趋势
篇，聚焦数字化变革的挑战和机遇》。
报告提出了2019年度推动学校教学和
创新的五大趋势——学习者即创造
者、设计思维、个性化发展、培养未
来领导力和数据驱动实践创新。

推动学校教学和创新的
五大趋势

美国学校网络联合会是北美学校
系统内的技术领导者专业协会，也是
美国唯一一家专门致力于服务教育技
术领导者的专业协会。这些教育技术
领导者的目标在于学习方式的改变。
基础教育创新驱动咨询委员会以及来
自美国和国际上的主要教育组织和教
育部门的负责人，共提出了23种推动
学校教学和创新的趋势。

其中，排在前五名的重大趋势分
别为，学习者即创造者——学生毕业
前就可以改变世界，这一思潮正激励
着学校接受现实世界的学习经验，从
而促进学生提出新思想和解决方案；
数据驱动实践创新——学校越来越多
地利用有关学生学习的数据，测量学
生的参与度和技能获取，形成关于课
程、招聘、技术投资等方面的决策；
个性化发展——学校正在寻找提供个
性化学习的路径，促进学生的表达、
选择和自主能力；设计思维——一种
基于移情和迭代过程，创造性地探索
和最终制定挑战解决方案的过程；培
养未来领导力——采取加强学校的专
业共同体建设行动，为教育领导者和
工作者提供了学习和掌握新技能的机
会，这为创新实践打开了大门，并进
一步促进了学生参与的路径和机会。

报告指出，其中的两个趋势——
学习者即创造者和个性化发展，为教
育者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这两大
趋势都是以学生为中心，反映了未来
工作中信息化发展的社会趋势，改变
着社会认知和技术创新的速度。这两
大趋势在基础教育创新驱动中位列前
茅，美国教育系统、学校和教育工作
者都将于今年开始对这两大趋势展开
讨论和应用。

使学生成为知识的构建
者、问题的解决者

创造力在当今的工作场所和社团
中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能力，但仅仅掌
握事实和概念是不够的。基于未来需
求的学习，是通过实践并运用知识和
技能来解决实际问题的学习，这不仅
是理论上的问题，而且是实践上的问
题。为学生创建积极而有意义的学习
环境，使学生成为知识的共同建构
者，有助于学校知识生态系统的建
立。然而，传统的学校教育、测评手
段和学习空间并未将“激发学生的创
造力”作为学习的中心或焦点，也并
未提供足够的时间或空间。

其实，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
学生天生具备新观念、好奇心和问题意
识，把学习者作为创造者实际上一直处
于 探 索 之 中 。 让·皮 亚 杰（Jean
Piaget）、西 摩·佩 珀 特（Seymour
Papert）和 雷 吉 奥·埃 米 利 亚（Reg-
gio Emilia）等教育家都秉持学习的
建构主义视角。皮亚杰认为，教育者

“必须培养发明者和创新者，而不是墨
守成规者”。他提倡培养学生的好奇
心，提供体验类活动，帮助学生从以往
的经验中学习新知识。基于皮亚杰的
建构主义理论，佩珀特提出新的理念：

“物体的制造、测试、分析、重新思考、重
新制作和重新测试的能力，有助于促进
学生对术语进行深入学习。”佩珀特将
他的想法与新技术联系起来，为学生创
造和协作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埃米利
亚则通过工作坊或车间式的空间环境
教学，进一步发展了建构主义。

创客运动抓住了“以学生体验为
中心”这一探究精神。近年来，世界
各地涌现了很多创客空间。创客空间
或其他沉浸式的学习方法，例如基于
项目的学习，为学生提出了新的挑
战，学生需要在提出项目或构建解决
方案之前进行广泛的研究、信息分析
和综合，这需要具备与深度学习契合
的能力。这不仅有助于学生解决问题
的能力发展，也带来了中等教育如职
业和技术学院的复兴。例如，学校更
加注重来自真实世界的可以进行实际
动手操作的任务，从而有助于学生为
未来做好准备。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以下简称“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部门

主 管 安 德 烈 亚 斯·施 莱 彻（Andreas
Schleicher） 称，新加坡现在正处于

“西方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的无声革
命”之中。学生在通过考试的前提下
成为创新者和创造者，学校制度以此
著称。

此外，萨尔瓦多的“DAI 创客实
验室”目前正在支持两个创客空间。
年轻人可以在 3D 计算机辅助设计和
数字制造中建立和展示快速原型制作
的技术技能，此外，还提供了其他创
造性的学习机会。通过获得创客技术
和本地技能培训，年轻人可以将他们
的创客劳动产品转化为用于未来就
业的证书。创客空间是创新计划的
一部分，也被称为“就业桥梁”。美
国 匹 兹 堡 的 重 塑 学 习 （Remake
Learning） 是 一 个 由 350 多 个 组 织
组成的区域网络，这些组织遍布早
期学习中心和学校、博物馆和图书
馆、课后班和社区非营利组织、学院
和大学、教育技术初创企业和大公
司、慈善机构和市民组织。匹兹堡儿
童博物馆目前是美国20多个与谷歌合
作的中心之一，并致力于在全国范围
内启动和维持创客教育。

创客空间超越了物理空间，它将
选择和自主性融入日常学习活动，让
学生选择如何积极展示他们的知识和
技能。展示方式很多，例如讲故事、
音乐创作、视频创作或者播客。数字
创客空间正在成为下一代创客浪潮。

这一趋势正以一种快速、强烈的
节奏进入教育领域，有时甚至以意想
不到的、令人惊讶的方式改变着学校
教育。幸运的是，新兴的研究机构和
思想领袖能够促进教育领导者做好准
备，鼓励学习者作为创造者，将创造
性学习纳入教学计划，并引导学生将
想象力转向创作性学习活动。

个性化学习应由学生主
导和推动

人们可以定制自己的播放列表和
社交媒体资源，可以定制自己的服装
和时尚配饰，已经习惯于对产品和服
务个性化的推荐。随着人们越来越重
视定制的体验，即参与消费的全过
程，学生和家长也对教育个性化的期
望越来越高。

强调个性化发展的趋势展示了学
校从“一刀切”到量身定制的变化过
程，这给学校保持衔接性带来了压力。

在过去的10年里，统一的教学模
式已经被更加灵活的、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模式所取代。教育工作者明
白，吸引和激励学生是深度学习的起
点，他们正在尝试多种创新来点燃每
个学生的热情。他们根据学生评估的
能力和需求将教学分出不同层次，进
而转变教学路径，整合数字工具和内
容。通过翻转课堂转化学习空间，活
跃课堂氛围，强调学生的选择，关注
不同学生的需求。教育工作者也在调
整教学内容和环境，使教育内容和文
化熏陶更符合学生的学习需求。

个性化已成为教学模式转变中的
流行词语，但这个术语可能会令人困
惑。今天，个性化学习是一种由学生
主导和推动的模式，学生深度参与有
意义的、真实的、具有严峻挑战的项
目，展示预期的学习成果。

位于丹麦哥本哈根郊区的赫勒鲁
普 （Hellerup） 学校是进行个性化教

育的典范。15 年来，学校给予学生按
自己的方式和节奏选择自主学习的自
由和权力。学校为此设计了开放式的
楼层，包括多功能房间、舒适的座位
和技术工具，以及灵活的时间表用以
支持个性化学习。教师和学生共同协
商如何处理基于项目学习的课程作
业。教师通过提问和提示帮助学生

“构建、培养个人能力和技能”。
以往，个性化学习更多是为有特

殊需求学生提供的教育，教育者和家
长为学生提供和开发个性化的教育计
划。未来，每个学生都可以拥有一个
个性化的学习规划。

技术可以简化和增强个性化学
习。数字平台已经开始支持教育工作
者从各个角度和微观层面了解每个学
生。学习管理系统 （LMS） 中越来越
强大的学习者概况综合了如下的纵向
数据：学生信息系统，形成性、期中
和终结性评估结果，学生在数字任务
上的努力和效果，学生在过程中的工
作量、徽章数量和作品数量以及课外
活动和成就，学生参与学习活动，教
师观察，家长和学生的反馈。

从这些数据中进行预测性分析可
以进一步确定学生的即时需求。但同
时，学校必须考虑到与获取、存储和
共享数据相关的隐私和伦理问题。此
外，对于学校领导和实践者来说，在
所测量的各个方面进行协作，并准确
地捕捉到学习者参与和需求的整体情
况，是至关重要的。

与此同时，新兴的研究机构有助
于更加个性化地刻画学习者的个人特
征。适应性学习系统未来可能会单独
或组合性地捕捉到学习者的一系列认

知、情感和行为等个人特征，例如认
知风格、性情特点、知识和行为。学
生的档案袋有助于教师确定每个学生
的水平，并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采取
个性化的策略，以指导教学和学习。

例如，中国“教学协作”教育平
台使用增强现实技术，将中国学生与
全球教育者联系起来，每周帮助50多
万学生获得额外的辅导。这个英语学
习平台给学生提供个性化课程和作
业，而且费用很低。这也是消除数字
鸿沟、解决教育公平的一种潜在方式。

经合组织关于未来教育和技能的
意 见 书《未 来 预 期》（The Future
We Want）指出，未来需要个性化的
学习环境，应扩大学生主动权，缩减课
程，发展基于能力的教学。这一研究给
出了一系列课程和教学系统改革所用
到的通用视角和设计原则。

美国大学教育管理委员会教育领
导力高级研究中心的创始主任唐·麦
克劳德 （Don Mcleod） 研究发现了

“使学习过程具有连贯性和个性化的四
项关键变化”——从真实的回忆变为
高级思维；从教师控制变为学生主
导；从传统学习活动到真实工作场
景；从传统学习资源到技术增强的学
习环境。

教育工作者应当精心设计系统，
使学生通过多种途径完成学习目标。
正如以色列教育技术中心创新办公室
主 任 盖 伊 · 利 维 （Guy Levi） 所
说：“千种方法，一个目的。目标一定
要清晰，这并不是说目标最终都相
同，但是必须互相融通，具备一些共
同特征。”

（作者单位：北京开放大学）

《基础教育创新驱动力报告（趋势篇）》预测2019年教育发展趋势——

点燃学习者的创新热情
张春华 季瑞芳 吴莎莎

日本历来重视劳动教育。从幼
儿园开始，日本就狠抓孩子的劳动
素养培育，把培育学生正确的劳动
价值观与劳动态度作为重要的教育
培养目标，通过课程开设与各种活
动开展渗透劳动教育，构建起了一
种融合、开放性的劳动教育实践体
系。

亲历体验：参与小学
生“插秧挑战”

很多年前，笔者在日本上越教
育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期间，接到当
地一所市立小学的请柬，邀请留学
生参加该校五年级学生的“插秧挑
战”活动。“插秧挑战”四个字深
深地吸引了笔者，因为在国内从事
中学教育工作 10 余年，还没有和
学生一道参加插秧之类的农业劳动
体验。

日本是科技先进、经济发达的
国家，农业操作基本实现了机械
化，为何城里的小学五年级学生要
参加“插秧挑战”呢？

笔者带着莫大的好奇心欣然答
应参加此次活动。活动当天的上午
9点，由该校两位教师带队，我们3
个“老外”和70多名五年级学生从
学校出发，步行前往该校的定点农
业劳动基地。

边走边说，20 分钟之后，我们
便到达插秧的田边。田边竖有“新
井中央小学劳动基地”的木牌。在
我们之前到达插秧田边的，是田地
的主人渡边先生。首先由他向学生
讲解插秧的要点，不时有学生向他
问及插秧要领的事项，他都做了形
象生动的回答。孩子们的问题听起
来有点稚嫩，却富于好奇心和想象
力。

上 午 9 点 半 插 秧 挑 战 正 式 开
始。孩子们虽然是首次插秧，但手
一点儿也不显得笨拙，经过课外指
导老师渡边先生的边示范边讲解，
学生们一下子就学到了一手插秧绝
活，学生们提出要和我们 3 位“老
外”和他们的带队老师进行插秧比
赛。他们之间也摆弄出了几个插秧
擂台赛场，正值比赛激烈之时，该
校的校长赶来加入了他们插秧比赛
的行列。我边插秧边向校长打听此
次活动的初衷，校长介绍说，他们
学校每届五年级的学生都要到这里
参加插秧、田间管理、收获这一全
程活动。学生们在这里亲手播种、
培育和收获，享受劳动所带来的无
穷乐趣。在实践中长知识，在劳动
中学本领。

上午 11 点左右，插秧活动结
束，最后由田主作总结，并宣布了
此次挑战活动获胜者的名单。返校
途中我有意识地向学生们问起参加
此次活动的感受，他们大都告诉
我，虽然活较脏较累，但其乐无
穷，学到了在校园和课本上学不到
的东西，真正理解了“粒粒皆辛
苦”的含义。当我们返回校园时，
看到二年级的学生正和家长们在校
园内植树。

提升高度：以立法统
领劳动教育

自二战以后，日本把培养中小
学生的勤劳观、基本生存能力纳入
教育总方针，并以立法的形式将培
养目标固化下来。尽管时代变迁，
社会不断发展与进步，但日本培养
学生爱劳动的理念一直未变。1947
年颁布的、素有日本教育母法之称
的 《教育基本法》 第一条 （教育的
目的），开宗明义阐明“注重劳动与
责任”。2006 年修订的 《教育基本
法》 第二条 （教育的目的） 被修订
为“关注职业和生活的关系，培养
重视劳动的态度”。从此修订可以看
出，日本对学生劳动的态度更加与
时俱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期望。

作为下位法的日本 《学校教育
法》，对劳动教育作了细化规定——
义务教育要实现的目标之一就是

“培养关于职业的基础知识与技能、
尊重劳动的态度和适应个性选择未
来出路的能力”；高中教育的目标之
一是在发展、扩大义务教育的成果
的基础上，“ （使学生） 基于对在社
会上必须履行使命的自觉，适应个
性，决定未来的出路，提高普通教
养，掌握专门的知识、技术和技
能”。

《学习指导要领》 是日本学校教
育课程管理和课程实施的核心指导
文件，是教科书编撰的重要法律依
据，作为各级各类学校教育课程标
准和教学大纲之用。从幼儿园到高
中，日本 《学习指导要领》 均要求
各级学校循序渐进地教给学生有关

“劳动基本权利”“劳动基准法”“雇
佣合同”等书本知识，让学生体味
到“劳动的意义”“劳动的尊严”

“劳动者的权利与义务”“工作生活
两平衡”等。

为了让学生深入理解劳动的尊
严，学习通过劳动能够对社会作出
贡献，日本文部科学省将有关劳动
教育的知识内容融入一些课程中来
实现，让学生从心底熟谙劳动教育
的必要性与参加劳动体验的紧迫
感。日本初中学习指导要领对“社
会科”的学习要求：理解劳动权利
和义务、工会的意义及劳动基准法
的精神。“特别教科道德”要求学生
理解劳动的尊贵和意义，加深对将
来的生活方式的思考，通过勤劳为
社会作出贡献。“综合学习时间”这
门课程则要求，参与职场体验、志
愿者活动、生产劳动等活动，体会
与感悟劳动的宝贵和生产的喜悦。

《高中学习指导要领》 在“特别活
动”课程中要求学生积极参与社
会、地域活动，逐渐形成自身的勤
劳观与职业观。

走向融合：将劳动教
育贯穿于课程与劳作中

尽管日本政府与民间都十分重
视中小学生劳动教育，但日本的劳
动教育并不是作为专门的课程，而
是分散渗透在诸如社会、公民、家
政、道德、综合学习时间等学科课
程与校内外活动中进行。

上述渗透劳动教育的课程都有
其教学目标和内容体系，关于劳动
的内容仅是其课程内容的一部分。
诸如小学“道德”要求，感知劳动
的美好，为大家而劳动 （一、二年
级）；知道劳动的重要性，不断地为
大家劳动 （三、四年级）；理解劳动
的意义，知道服务社会的喜悦，为
公共发挥作用 （五、六年级）。又
如，初中的“学生会活动”要求，
协力进行学校例行行事活动，通过
志愿者活动等参与社会。在“学校
例行行事活动”中，参加劳动生产
与服务性例行行事活动。

日本劳动教育除注重课程学习
之外，更重视学生参与劳动体验。
日本中小学生劳动体验可分为日常
家庭家务劳动、学校卫生美化环境
劳动、社会公益服务劳动三种形态。

在日常家庭家务劳动中，日本
家长从小就要求孩子学会自己淋
浴、擦身、换衣服、整理床铺，用
针线缝制布袋、抹布、垫子，帮助
家长烹饪、做料理，做力所能及的
家务活。有的学生在家帮助饲养小
动物，有的在家帮助种菜养花、修
葺草坪等。在日本家长看来，从小
培养孩子这些动手的能力，是孩子
成长过程中一项重要的生活技能，
不可或缺。

参加学校卫生美化环境劳动，
是日本中小学生的“必修课”。学生
吃完免费午餐后清洗场地、清洗餐
具。学校校园、厕所、教室清洁卫
生以及其他清洁包干区也都由学生
轮流值班完成。通过大扫除，让学
生感受到劳动奉献的喜悦，懂得集
体活动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学生
还要轮流到食堂帮厨，自己完成餐
桌摆放、饭菜分配、收送餐具等。
有的学校有自己农场，学生们都要
按照分配的任务在学校农场帮助收
种蔬菜与农作物。还有些城市的学
校经常组织学生到生活条件较差的
岛屿、农村、山寨去接受劳动锻炼。

社会公益服务劳动，是学生走
进社区、公民馆、养老院等，做公
益服务性的劳动。日本中小学有劳
动服务的历史传统。各学校按所在
地区的情况，在学校的组织安排
下，由学生会组织学生有计划地进
行社会服务。例如，给老弱病残者
生活起居帮忙，到敬老院、社区福
利院给老人擦洗身子，到公民馆、
图书馆做志愿者服务，回收废旧衣
物、电器、报纸书刊等社会公益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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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创造力应该具备更广阔的视野。创造力不应局限于创客运动。
从提出一个有意义的想法到创建内容或过程都需要创造力，就像在虚拟
环境中创造一个有形物体一样。

●将创造性学习与核心教学计划相结合。美国国家学校董事会协会
教育创新主管安·利·弗林（Ann Lee Flynn）提出：“有些学校的创
客空间让我想起了以前的计算机实验室时代。”除了课堂教学之外，创
客活动更多地散布于校外。此外，并非所有的学生都能有公平的机会接
触到创客空间。

●培养有价值的素养。数字未来公司学习科学执行总监杰里米·罗
斯切尔（Jeremy Roschelle）说：“素养是指通过特定的互动媒介参与
推进团队目标的能力。”教育工作者可以支持学生在他们所追求的领域
如科学、艺术或政治、文学中发展深层素养和技能。

●防止思维的固化。开发学生的创造力，让他们充满学习的激情，
掌控自己的工作，并为与之相关的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学生的自主选择
和独立精神培养了学术和非认知技能，如学生自主权、风险承担和应变
能力。数字教育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戈登·达尔比 （Gordon Dahlby）
说，“选择自己愿意冒险或愿意投入精力的学习，专注于灵活的任务和
结构”，这并不会自动陷入固化的学习。

●设定深度学习的挑战参数。澳大利亚柯廷大学未来学习顾问金·
弗林托夫（Kim Flintoff）表示：“将跨学科的机会结合起来，在各种

‘创造’中形成解决方案。让学生面对严峻的挑战和问题，给他们时间
去应对挑战，反复尝试，找到合理的解决方案，发现有瑕疵的解决方
案，评估自己和他人的创造过程，从而促进学生掌握广泛的专业知识。
可以将现有资源和现有资源的局限性作为一个创新性挑战，这使学生的
解决方案独特而有意义。”

●扩大评价范围。与标准化测试相比，绩效评估、观察、反思和外
部真实环境评估更适合评价创造性学习。

——摘自《基础教育创新驱动力报告 （2019趋势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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