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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周刊
追踪国际教育 服务留学需要

中国教育的仪式感使学生体会着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麦克法兰：据我了解，您长期研究
中国教育思想史，您的三卷本《中国教
育思想史》已经被麦克劳—希尔教育集
团翻译成英文。您认为中国教育存在哪
些主要的优点和缺点？

朱永新：中国教育的优点和缺点都
比较明显。优点上，首先，比较注重知
识的系统性、全面性，注重学生基本能
力、基本知识的训练。所以，中国学生
相对来说掌握知识的脉络比较清晰，基
础比较扎实。其次，中国的教育比较注
重良好的师生关系，强调尊师爱生，即
教师对学生的爱护、学生对教师的尊

敬，有利于保持教学秩序。再其次，与其
他国家的教育相比，在管理教学的过程
中，政府的力量较大，政府自身体系能够
保证整个教育机器的顺利运转，保证各个
地方的教学资源能够随时进行调配，保证
教学的决策能够自上而下地贯通。

与此同时，中国教育的这些优点背
后，也有它的缺点。或者说，实际上优
点和缺点本身是相互联系的。第一，因
为中国教育相对强调系统性和完整性，
比较重视群体，所以就不够利于创造
性、个性的发挥，不够重视个别的、
个性的因素，对于创造性才能的培养

也相对欠缺。第二，因为中国比较强
调个人服从集体，所以在良好的师生
关系中，造成学生挑战权威的勇气和
精神不足，在创造性上受到很大的约
束。第三，中国强有力的教育行政能
力，可能也会对教育教学形成干预。
因此，中国学校的自主权需要进一步
增加，校长和老师的创造力需要更多地
发挥，进一步增强教育教学的创造性。

其实，这也是我想问您的问题。您
如何看中国教育的优缺点？

麦克法兰：按照我的理解，传统的
中国教育，就是孔子和他的后来者的目

标，即塑造道德上“仁、善”的目标，
也就是与家庭和国家都保持良好的关
系。像欧洲大陆的教育模式，中国的教育
和考试几乎都是关注智力发展的。实际
上，尽管头脑（智力）很重要，也没有任何
方法能把它和中文里的“心”分离，正如学
校无法和家庭割裂开来。家庭与学校，头
脑和心灵，是融合在一起的。

而且，中国人把性格和道德教育深深嵌
入学生的常规学习及其对待教职工和学校
环境的态度中。对“先生”的尊敬和学习过
程中的仪式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中
国学生体会着自己应该成为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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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跨出家门槛，是学
校，让其认识自己的社会人身
份。校园，无论外观或布局，无
疑是人生第一幢刻骨铭心的建筑
物，每个人也把各自的少年时光
铭刻于校园的一砖一瓦。学校建
筑即为教与学之间、师与生之
间、个体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建筑
学表达。去年年底，巴西托坎廷
斯州儿童村荣膺2018年度英国
皇家建筑师协会国际优秀奖
（RIBA Award for Interna-
tional Excellence 2018），可
视作对这种表达的致敬。

建筑与教育耦合

以最能彰显建筑行业的雄心
壮志和最能传递建筑本身的社会
效能为标尺，两年一度的英国皇
家建筑师协会国际优秀奖旨在从
新近完成的建筑中遴选全球最
佳。评委会从来自29个国家的
62个建筑作品中筛选4个进入
决赛，即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欧
大学（一期工程）、日本东京的桐
朋学园、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
林”以及巴西托坎廷斯州的儿童
村。儿童村最终问鼎，其设计师
泽罗（Aleph Zero）喜获国际
新人奖。4个入围项目中，有3个
是学校建筑。而2016年颁发的
首届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国际优
秀奖亦归属学校建筑，即秘鲁利
马的技术工程大学教学楼，享有

“当代马丘比丘”（秘鲁最知名的
世界文化遗产）之誉。

儿童村是乡村寄宿学校卡努
阿纳的学校建筑，位于巴西托坎
廷斯州，为540名13—18岁少
年提供住宿。该校由一家大型农
场开办，除招收农场职工子女之
外，生源更多来自周边地区贫苦
儿童或流浪儿童。中欧大学成立
于1993年，位于匈牙利首都布
达佩斯，面向全球招收研究生。

“桐朋学园”创办于1948年，位
于日本东京都调布市，从最初为
儿童提供音乐启蒙教育，逐渐扩
展成为从小学到研究生的音乐教
育体系。该校建筑曾荣获有“建
筑界奥斯卡”之称的世界建筑节
（WAF）奖冠军（高等教育及学
术机构类别）。以上3个建筑作
品分别为新建、新旧结合以及原
址上重建。

校园与环境融合

校园生活意味着，学校是一
个生活世界。校园生活实为一种
空间体验。教育家裴斯泰洛奇视
家的温馨为理想的学习环境。校
舍的设计与校园的布局理应为莘
莘学子营造一份成长与学习所需
的归属感。所归属的，一方面是
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另一方面是世世代代安身立命的
人文环境。置身其中的学子，习
得对象便不仅限于课本，而扩展
为校园生活，彰显教育即生活之
理念。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主席
本 · 德 比 希 尔 （Ben Der-
byshire）称颂儿童村“旨在改
善学校儿童的生活和福祉”，由
此彰显优秀学校建筑设计“不可
估量的价值”。

儿童村沿着一望无垠的地平
线延展，无人不惊呼，这就是巴
西，这就是亚马孙，这就是印第
安。儿童村深藏于巴西热带草
原，与地质风貌、湖光山色、风
土人情融为一体。降温除湿而无
需安装空调，设计师既发掘当地
的构造技术，又就地取材，充分
利用泥土的最佳热性能，并以桉
树为材，层层叠叠，丫丫叉叉，
构成墙、栏、柱、梁，甚而教室
的桌和寝室的床，恍如一片郁郁
葱葱的树林，体现了评委所称颂

的“对巴西本土建筑的再创
造”。周边的塞拉多、亚马孙和
潘塔纳尔这三大生物群落的相
遇，儿童村庭院所营造的景观予
以重构，由此呈现一个以当地生
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实景课堂。欢
腾于此的学子犹如爱弥儿，接受
自然的洗礼。

中欧大学嵌入逼仄的布达佩
斯历史保护街区街巷。无论建筑
风格还是立面石质，中欧大学与
相邻街区展开一场富有同理心的
对话。以布达佩斯特有的庭院式
空间风格，设计师将校园内原未
连接的五幢相邻的历史建筑以及
两座新建教学楼予以功能上的连
接与视觉上的打开。设计的独特
之处在于，连接与打开既向内更
向外。中欧大学校门从街巷线切
入，而这条街巷直通咫尺之遥的
多瑙河。走进校门，庭院即校
园，守护中央庭院的校舍有七
层，地下层为礼堂，较低三层向
市民开放。中欧大学试图把校园
化作城区的十字街口，既阐明高
校的社会服务功能，又诠释该校
社会开放的办学理念，由此改变
大学与城市的关联。

家园与心灵契合

校园生活昭示着，学校是一
个精神世界。校园犹如家园，既
可慰藉精神，又可放飞心灵。家
一样的归属感，并非要消弭家校
之间的界限，而是意在凸显家的
精神属性。儿童村的设计旨在为
当地儿童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子女
提供一个“异乡之家园”。在印
第安文化与亚马孙生态之间荡
漾，儿童村学子不仅重拾自尊与
自强，更提升文化认同与文化自
信。令设计师欣慰的是，儿童村
学子把校园幻化为自己的家园。
学校建筑由此扮演着社会变革工
具的角色。在被列入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与欧洲20大景观的布达
佩斯历史街区，中欧大学向城市
开放，所收获的实为现实感与历
史感的交融。驻足中央庭院，师
生可随时邂逅渴求知识的市民；
登临屋顶花园，师生可纵情饱览
千年古城的沧桑。与现实对话，
与历史对话，契合心灵的校园设
计足以丰盈精神家园。

这个学校建筑设计理念在桐
朋学园获得极致演绎，何况校名
中原本就有一个“园”字。该校
就像是一座由音乐教室组建而成
的村庄。设计师为每种乐器量身
定制音乐练习室。练习室采用玻
璃幕墙，但声学与隔音效果均绝
佳。这既可确保每间练习室远离
干扰，保持声学的独立性，又可
为音乐学子建立视觉联系，保持
教育的互动性。校舍绝大部分使
用自然采光和通风。漫步于校
园，来自教室的声，来自顶棚的
光，来自窗外的景，合奏一曲曲
交响乐，流淌于桐朋学园这座音
乐家园。

随着信息化教学与探究性学
习在课堂的普及，学校建筑须在
教与学的变迁中与时俱进。中国
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与路径业已确
立，现代化的学校建筑是必要的
物质保障。学校建筑的现代化绝
非西洋化，务必立足于本土历史
与本土现实，以展现本土之美来
弘扬中国特色。作为2018年度
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国际优秀奖
作品，儿童村置身亚马孙天堂，
更营造印第安天堂。设计师与学
子对话，获取其需求，只因学子
才是这片土地未来的真正主人。

中国教育培育的是中华民族
“梦之队”，建造校园校舍实为建
造筑梦空间。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校园中的筑梦空间
俞可 潘雨晴

环球对话

国际广角

让师生发现自己、成就自己
——中英学者探讨教育的真谛

40年前，美国建筑界命名1979年为“贝聿
铭年”。少年时代，沪上中学生贝聿铭痴迷于格
莱美终身成就奖得主、奥斯卡影帝克劳斯贝
（Bing Crosby）主演的《大学幽默》中展现的校
园建筑，又沉湎于影院对面节节拔高的远东第一
高度，遂矢志献身建筑事业。2010年，英国皇家
建筑师协会将终身成就奖授予贝聿铭。校园建筑
则为该协会2018年度国际优秀奖的主题。

朱永新：近年来，英国广播电视公
司（BBC）关于中英教师与学生的纪录
片引起了两国学者与公民的持续关注。
三集纪录片，长达一个月的连续跟踪拍
摄，尖锐的文化冲突与师生矛盾，一开
始让许多观众对中国教师不屑一顾，甚
至觉得中国式教育必败无疑。结果不出
我所料，几位中国老师带领的英国学生
在数学、科学和中文考试中不仅全面击
败对手，而且每门课均超出10分。如果
时间再长一些，很可能分数差距更大。
您如何看待节目的中英教育较量？中国
的基础教育真的赢了吗？

麦克法兰：这档节目引起了诸多争
议。这部纪录片生硬、刻板地对比中英两
种教育体系。在前几集的节目中，观众很
难想象中国老师最后会赢得比赛。他们
的课堂冲突频频，无法正常进行。

没有一个解说员了解这两种教育体
系背后的哲学理念和历史，所以这部纪
录片作为一次比较性分析是非常不尽如
人意的。看完这个节目之后，我们并没

有超越表象真正理解它背后的原因。不
过，从商业角度看，作为一种比赛、一次电
视真人秀节目，这部纪录片显然很成功。

朱永新：其实，我更愿意把它看作
一场东西方教育交流、碰撞的试验，更
希望真人秀激起一次关于教育的真拷
问，并以此为契机进行全民教育大讨
论。我们尤其需要自我拷问，用什么评
价教育的优劣？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教育？

仅凭分数就能够评价教育的优劣
吗？我认为分数只能够反映学生对于某
些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能评价教育的
整体水平。分数的对比不能评价一种教
育方式的优劣，更不能用来评价一个国
家的孩子、一个地区的教育的发展水平。

那么，衡量教育水平的标准是什么
呢？

我认为，首先是看教师与学生能否
拥有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所谓幸
福，就是让师生双方都能享受课堂和教
育带来的智慧挑战，享受学校生活带来
的不断成长；所谓完整，就是让师生双

方在教育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自己，不断
成就自己，能把个性培育为特色，成为
最好的自己。为此，学校就不能优先关
注分数、关注考试、关注知识灌输，而
应该更加关注心灵成长、关注个性的舒
展，并为之提供更丰富多元、更生动有
趣、更透彻深邃的课程体系。

其次，是看教育能否培养出社会需
要的人才。一个国家和地区需要的人才
是多元的，在各行各业中既需要精英，
也需要一般劳动者。而各类型人才的共
同基础是做人。新教育实验为此提出，
最好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在长大成
人以后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看到政治是有
理想的，科学是有人性的，财富是有汗
水的，享乐是有道德的。

再其次，是看教育是否符合一个国
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任何教育都有自
己根植的土壤。把中国的教育原封不动
地拿到英国，或者把英国的教育简单照
搬到中国，都会遭遇水土不服。无论把
英国学生的散漫归因于他们的福利制

度，还是把中国学生的高分归结于尊师
重教，都是不够科学的。原因比表象复
杂得多。

这部纪录片让我想起了多年前孙云
晓写的《中日夏令营的较量》。其实，谁
赢谁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借
此反思我们的教育。借此思考，我们有
哪些教育的传统需要保留和弘扬？哪些
教育的弊端需要改正和抛弃？

由于上海连续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的测验中独占鳌头，以英美为
代表的西方国家已经下决心学习中国教
育的优点。在他们“向东走”的时候，
我们是否也应该“向西看”，学习西方教
育重视个性与创造性，加大学生的自主
学习呢？在分数不如中式教育的情况
下，英国的校长们依然认为，中式教室
里孩子“不像有童年”，依然认为我们的
教育“更像100年前英国的传统教育”，
依然认为“在培养学生的创造力方面，
英国无疑比中国更有优势”。这些话虽然
不完全正确，但是值得我们反思。

一场东西方教育交流碰撞的试验激起一次关于教育的拷问1

朱永新：从2014年开始，英国有许
多数学老师到中国上海来“取经”，甚至英
国教育部把全套上海数学教材引进到英
国。在您看来，英国人对自己的教育自信
吗？为什么要引进上海的数学教学方法和
测试练习？为什么要派老师到中国学习？

麦克法兰：英国人一方面对自己的
教育很有信心，相信英国的教育体系有
很突出的优点，也能很好地服务于英国
人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改进教育很感
兴趣。尤其是现在，这是源自美国竞争
力评价体系的一部分，这意味着负责教
育和其他领域的部长们一直盯着排名
表，像看足球队一样看各个学校。

如果采用狭隘的评价标准，单纯看
有多少比例的学生能通过基于记忆力或
逻辑技巧的考试，那么很显然，一些国
家和地区的某些学校在某些方面水平会
更高，尤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中
国。像中国一样，英国人也抱着开放的
心态寻求进步，所以他们都在努力探索
能从别的国家的教育中学到什么。

但是，这种探索往往是劳而无功
的，因为教育是一个整体，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家庭结构和家庭对教育的态度。
就像影片中一直强调的，英国学校里中

国学生的成绩远远高于英国学生，也说
明了这一点。但大量的讨论还是没有切
中教育的全部要点。因此，我在剑桥的
同事经常讨论，那些从一流学校毕业、
数学或其他自然科学成绩优异的学生，
后来在创造力、主动性和后续发展所需
要的其他技能方面，却表现不佳。

您去过很多国家，您对英国教育有
什么印象？您认为英美教育和欧洲大陆
教育之基本特点有哪些异同？

朱永新：在中国，我们一直把西方
看成是一个整体，通常关注的是东方和
西方的教育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关于这
一点，我在《中华教育思想研究》这本
书里有一些讨论。

从本质上来说，英美和欧洲大陆还
是一个体系，是一个大语系。但从文化
的角度来说，美国可能更崇尚自由主义
的传统，更强调开放、自由、个性。相
对而言，欧洲有更悠久的历史文化传
统，在教育上可能更注重人文，更倾向
于永恒主义。在我看来最大的差别可能
就在于此。

您在中国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您
认为英国教育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麦克法兰：英国教育的总体目标是

把学生培养成高效有力、对社会有贡献的
成人。我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任务就是怎
样在不同的环境中生存，怎样过上成功的
生活。成为理性、负责任的成年人的学习
方法有很多，既有正式的，也有非正式
的。这些都能看作英国教育的优势。

例如，英国学校生活的安排就像一
系列相互平行的阶梯，供学生攀爬。其
中包括三大阶梯：“社交阶梯”——宿舍
和学生公寓，“学术阶梯”——班级和学
习小组，“游戏阶梯”，这意味着评价标
准是多元的。这是一个持续奋斗的过
程。学生可能在一个阶梯上进展顺利，
却在另一个阶梯上滑倒。一切都是不确
定的。只有技能、专注、投入和努力能
帮助一个人往上爬，赢得老师、同学、
父母以及自己的尊重。尽管有竞争，学
校依然设置了安慰奖，给那些没能脱颖
而出的学生。这意味着，即使那些觉得
自己没能赢得竞争的中等生，也能抱有
一定的希望，愿意去奋斗。由此，学校
通过帮助学生攀登各种各样的“阶梯”，
成功地给了他们自信。

此外，英国学校根据学生自身的能
力分成不同的班级和学习小组。所以，
一个学生可能在拉丁文高级班、法语低

级班和数学高级班等。在课堂上，讨论
特别开放，气氛十分自由。学生会作建
设性发言或提问，而不是迟疑地低声回
答老师的问题。英国教师和学生之间的

“半平等”文化也让轻松、不拘礼节的氛
围更加浓厚。我们接收到的学生反馈基
本是，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喜欢我们，信
任我们，希望我们尽力做好。

总而言之，大部分学生都有良好的
情绪。这一点尤为重要。良好的情绪包
括自信、愉快、克服孤独、以个性吸引人和
被别人吸引的艺术，以及爱、恨、分离和归
属的艺术。当这些因素建立起来，作为非
家庭环境的学校就可代替学生的血缘至
亲，为学生提供一点温暖和能量。

但是，英国教育的缺陷，尤其是寄
宿教育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以我
的学校为例，虽然学校名声很好，但也
受累于那个年代寄宿学校的问题。学校
势利、自满、过分强调游戏和体育运
动，适合那些学业特别突出的学生，而
不适合像我这样水平一般的学生。许多
学生压力巨大，饱受思乡之苦，忍受着
孤独和较差的物质条件。一些男孩在培
养帝国统治者的速成过程中难以承受，
再也无法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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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教育水平的标
准首先要看教师与学生
能否拥有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所谓幸
福，就是让师生双方都
能享受课堂和教育带来
的智慧挑战，享受学校
生活带来的不断成长；
所谓完整，就是让师生
双方在教育的过程中能
够发现自己，不断成就
自己，能把个性培育为
特色，成为最好的自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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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方教育的体系、内容、形式和
目标等不尽相同，但各有所长。随着中
西方教育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国家试
图研究、借鉴中国的教育模式。在西方
国家“向东走”的时候，中国教育也在

“向西看”，中、西方共同在实践中探索
能够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今年年初，上海的80多名中小学数
学教师赴英国学校分享数学教学经验。
这已经是第三轮中英数学教师交流项目。

中英数学教育的碰撞因英国广播电
视公司 （BBC） 2015 年的一部纪录
片，成为中外教育关注的焦点。从这一
年开始，中国的新教育实验发起人、苏
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朱永新和英国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当代知名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以
这部纪录片为话头，比较两国教育的特
点，从教育历史与哲学等维度探讨教育
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