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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突发的新冠疫情，使学生和教师深
度体验了在线学习和远程教学。这也使得很
多人开始思考，在线学习、电子图书、模拟
实验室等信息化教育技术，未来是否会替代
传统的学校教学和真实的实验室。

其实，在2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曾预测
“实体的”基础教育学校将会终结，因为学生
只要在家与教师联网便可学习，教师也将在
家里授课。当时，人们预测许多正在开发中
的数字阅读设备将在2015年之前完全取代纸
质书籍。还有预测称，慕课（MOOCs）会
取代大学课程，大学教室和实验室在10年内
便会被废弃。但这些预言一个也没有成真。

纸质图书更利于深度学习
与理解

美国购买数字阅读设备的消费者比例曾
一度上升，但随后又下降，只剩那些发现设
备在放大字号或在夜里看小说方面具有优势
的一小部分读者。尽管美国大学教科书出版
商转向在线教科书，但使用电子教科书的大
学生发现，在阅读了几页后不得不将文本打
印出来，以避免眼睛疲劳。而且为了深度学
习与理解，学生仍更加偏爱纸质教科书。

目前，已有许多关于屏幕阅读的研究。
一项关于数字阅读与纸本阅读的比较研究，
再次证实纸本阅读对于内容理解具有优越
性。美国北达科他大学弗吉尼亚·克林顿
（Virginia Clinton） 2019年在《阅读研究
杂志》发表的《纸本与屏幕阅读之比较：系
统综述与荟萃分析》一文中，整合了关于纸
本阅读相对于屏幕阅读的阅读成绩、阅读时
间与表现校准（元认知）的研究结果。对比
发现，低本阅读在阅读成绩、元认知和效率
上的优势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尽管在线
学习在美国已进行了20多年，但对那些同时
经历过传统课堂教学与在线授课的大学教授
的调查显示，更喜欢面对面课堂教学者的比
例超过70%。屏幕阅读所伴随的较低的效率
和理解程度对休闲阅读并不构成什么危害，
但教师关注的是学生的阅读效率以及较高的
理解和记忆水平，即“深度阅读”。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以下简
称“经合组织”）发现，使用电脑的学生在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的阅读和数学
成绩都比较低。这项研究涉及31个国家15
岁的青少年。经合组织教育与技能总司司长
安德烈亚斯·施莱彻（Andreas Schleich-
er）表示，那些每天使用互联网的人成绩最
差。这项研究发表于2015年，基于2012年
的数据得到相关结论。而雷布特基金会
（Reboot Foundation）使用最新数据进行
了跟进研究，再次发现各国在这一国际评估
中的表现与学生在学校中使用信息技术情况
之间存在负相关。在学校里使用电脑的学生
越多，在教育成绩方面的国家排名就越低。

文字滚屏会导致认知注意
力不足

还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阅读时的文字
滚屏也会导致认知注意力的不足。与此相关
的是，在这场新冠肺炎危机中，中小学和大
学层次的教师都被要求利用屏幕在线交流。

第一次通过大规模使用电子屏幕进行教
学的实验，是美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在课堂上使用电视。基于所有学生都拥有一
个共同的最佳教师的概念，电视学习被视为
一项重大的教育提升，通过电视把专家和专
业教学内容带到每一个教室。当时的实验采
用的是一个录制的节目，不能提供双向实时
交流。该实验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与
今天使用在线媒介所遇到的问题非常相似。

沟通是教学的核心技能，是教师使学生
理解的关键工具。教师的工作是帮助学生将
这些口头或书面的抽象概念与其自身体验联
系起来。有效沟通的一般规则可以被概括
为，“没有体验，便没有意义”。因为良好的
教学涉及这种互动，寻求通过学生的体验使
教学单元有意义。不同班级学生的经验背景
会有所不同，因而在两个班级教授同一个科
目，最后不会有两节完全相同的课。

在线模拟无法代替科学实
验室实践

真实的实验室工作具有“即时性”。我们
的大脑关注此时此地。真实的实验室工作提
供了真正的多感官交互。只记住解剖学的术
语或图片的学生不容易将术语与真实的人体
组织联系起来。计算机模拟声称是“交互式
的”，但这种交互性指的是，当敲击不同键时
提供不同的媒介响应的特性。当学生真正触
摸和处理一只动物时，这种真实的互动提供
了敲击键盘时所不存在的记忆刺激。

真实的实验室材料是多感知性而且可以
操作的。触觉是学生了解生物体和器官性质
的重要信息输入方式。医生在“触诊”中使
用这种感知，即通过“感觉”来诊断病人身
体是否健康。不理解触诊的学生，长大后会
成为对这一手法感到不自在的病人。

此外，真实的实验室工作包括“学会如
何观察”。仔细观察大自然的细节是一种习得
的技能。与用不同颜色标出各器官的实验手
册不同，学生可能需要探查和发现哪些组织
与其他组织相连，以便识别器官。例如，蚯

蚓的消化系统包括两个凸起的前部。按压其
中空的那个会塌陷，从而看出是其储藏器官
嗉囊；按压另一个可以看到坚实的砂囊，是
一个强壮的研磨器官。

虽然普通生物课的目的是让所有学生都
具备生物学基本知识，但有些学生也会因为
与真实生物体的这种互动而变得兴奋，进而
希望以生物学为职业。直到学生们有了实际
经历，生物老师才会知道班里谁会对这种智
力活动感到兴奋。这种激励无法由媒介来提
供。

在线媒介描绘了完美的样本。但真实的
人体不同于教科书中完美的图片。有一些个
体与众不同，如器官左右颠倒，或者有四个
肾脏而非两个。模拟和教科书只能解释完美
的人体。一位好的实验室老师会使人体器官
的变异引起每个学生的注意。

只有对真正材料进行的测试才是真实
的，模拟只能描绘完美的概念。真实的实验
室提供真实性测试，包括失败的重要教训。
真实的实验室也会使一些学生超越课程进行
额外的实验，而驱动这种愿望的，不是那些
无法令学生真正提高技能的被动模拟。

真实的实验室工作可以确认科学结果的
真实性。放弃真实的实验室工作进行模拟，
很可能会利用模拟结果传播不一样的“科
学”。当将模拟视为等同于或优于实验室工作
时，就有可能破坏科学的普遍性。

真实的体验和实验会自然地令人感到兴
奋。真实的结果会引起学生的注意。例如，
一个对蜜蜂舞蹈视频不感兴趣的学生，当老
师带他去野外，在一个真正的蜂巢里拿出一
个有真正蜜蜂的巢框时，他不会感到厌烦。
真实的场景有感染力，因为它们有可能产生
真正的结果。有经验的生物老师知道，学生
克服对蛇的恐惧的唯一方法，是看到其他人
捉拿无害的蛇而并没有受到伤害，然后自己
尝试非常小心地握住它。因此，模拟实验或
许可以代替教科书，但不能代替实验室工
作，而且无法提供如上所述丰富的教育体验。

（作者单位：美国恩波利亚州立大学；译
者单位：思益迪国际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学校与实验室为何无可替代
石理察（John Richard Schrock）/文 孙平/译

全球高等教育评价机构软科（ARWU） 8
月15日正式对外发布了“2020软科世界大学
学术排名”。榜单中的法国高校排名让人惊喜。
巴黎萨克雷大学、巴黎文理大学、索邦大学、
巴黎大学和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5所高校
入围百强，其中巴黎萨克雷大学名列全球第十
四位，欧洲第三，仅次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牛津
大学。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斯特拉斯堡大
学等高校排名较以往也有所提升。对此，法国
高等教育与研究部长维达尔对法国高校的表现
表示祝贺，并认为这是国际社会对法国高教改
革成果的认可，同时这一结果也印证了法国高
教与科研团队的质量。那么，为何多年以来法
国高等教育在世界主流大学排行上一直“默默
无闻”，法国高校凭什么完成了“翻身仗”呢？

“合并大法”奏效

为了提高法国大学的“国际能见度”，合并
无疑是一条简单易行的道路。合并不仅可以增
加人员数量，也有利于重新打破学科界限，开
展制度改革，得到国家的政策关注。

一鸣惊人的巴黎萨克雷大学成立于2014年
12月，是合并了3所大学、4所“大学校”和7
个研究所成立的新大学，其中包括2019年软科
排名世界37位的巴黎十一大，另外还有巴黎中
央理工大学、法国国家原子能研究所、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院等优质高教和科研机构。巴黎文
理大学组建于2010年，汇集了巴黎高等师范学
院、巴黎第九大学、高等矿业学校、居里研究
所等25个“老字号”。从巴黎文理大学的校友
和师生中走出来了33位诺贝尔奖得主、14位
菲尔茨奖得主、38位凯撒奖得主。

2018年1月1日，法国公认的人文学科巨
擘，原巴黎索邦大学（巴黎第四大学）和巴黎
科学学院重要继承者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
（巴黎第六大学）合并成了今天的索邦大学，事
实上两所高校均实力不俗，比如巴黎六大在合
并前就有多个专业领域处于世界顶尖水平，自
然指数全球五强，拥有超过120个高端实验
室，只是学科仅限于科学和医学专业。

巴黎大学成立于2019年3月，是最新合并的
高校，其成员包括过去的笛卡尔大学（巴黎第五
大学）、狄德罗大学（巴黎第七大学）和巴黎地球物
理研究所。以过去的巴黎五大为例，该校的历史
可以追溯到12世纪，以医学、生物和药学著称，有
几十位诺奖得主是该校的荣誉教授。格勒诺布
尔-阿尔卑斯大学更是经历了数次合并重组，最
近一次机构整合是在2020年1月，目前该校拥有
55000名学生，其中国际留学生有8500名。

不可小觑的实力

法国是欧盟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6706万
人口。法国也是欧盟最大农业生产国、老牌工
业大国，工业链较为齐全。其中，核电、石油
加工技术位居世界第二位，航空宇航技术位列
全球前三，钢铁纺织产业位居世界第六。同
时，法国还是世界上第五大出口国和第六大进
口国，世界第一大旅游接待国。法国是联合国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欧盟重要创始国和成员
国，在国际社会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法国高等
教育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毋庸置疑为其国家
和社会发展提供了支持，实力不俗。

法国是中世纪大学的摇篮，高等教育拥有悠
久的历史。法国高等教育机构超过数千所，科研
体系亦相对成熟，拥有 69 名诺奖得主（2019
年），菲尔茨奖数量全球第二，以法国国家科研中
心（CNRS）为例，该机构成立于1939年，是全球
最大的基础教育研究机构。2020年3月公布的
自然指数中，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位列全球第四，
自然科学、化学、地球和环境科学位列全球第三。

卓越大学建设

法国高校多年来不能强势入围世界主流大
学排行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国高等教育的体
制。首先，上千所高等教育机构中有71所公立
大学、116所大学科技学院（IUT）、266所工程师
学院、236所商学院，另外还有新闻类、艺术类、

医药类、法律类等专业高等教育学院700多所。
不少机构拥有很好的教育质量，但规模较小，授
课多以法语为主，“国际能见度”低；其次，法国高
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长久以来形成了综
合大学、精英类的“大学校”和科研院所三足鼎立
的局面，各自为政，鲜有合作。

法国素来重视高等教育与研究工作。2019
年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预算为282.6亿欧元，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16%。21世纪以来，法国
也开始重视建设高水平大学。2006年，法国颁
布了《研究导向法》，鼓励同一区域内的大学、

“大学校”和科研机构合并，建立“高等教育与研
究集群”（PRES）。2009年，法国出台“投资未来
计划”，投入200多亿欧元建设“未来具有核心竞
争力”的领域，并投入专项资金建立“卓越大学”
（IDEX）。随后，法国在与高校签订发展规划时
也会追加专项，招标选拔并支持入选“卓越大学
计划”的高校。2013年，法国颁布新的《高等教
育与研究法》，鼓励合并建立大学共同体（CO-
MUE），提高办学效率和国际化水平。

多元化的大学排名

关于大学排名的争议长期存在，事实上，法
国的大学在2020年6月发布的“2021年QS世界
大学综合排名”以及2019年9月泰晤士高等教育
发布的2020年世界大学排名中表现都不如此次

“抢眼”。这也是大学排名采用标准本身的差异。
这里选取软科、QS和泰晤士排名为例。软

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以评价方法的客观、透明
和稳定著称，全部采用国际可比的客观指标和
第三方数据，包括获诺贝尔奖和菲尔兹奖的校友
和教师数（20%）、高被引科学家数（20%）、在《自
然》和《科学》上发表的论文数（20%）、被科学引
文索引和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论文数
（20%）、师均学术表现（10%）等。QS大学排名
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在衡量指标方
面，主要考虑学术领域的同行评价（40%）、全球
雇主声誉（10%）、师生比（20%）、单位教职的论
文引用数（20%）、国际教职工比例（5%）和国际
学生比例（5%）。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
则分别考虑教学（30%）、研究（30%）、论文引用
（30%）、国际化程度（7.5%）、产业收入（2.5%）。

多元化的大学排名对高校办学有不同侧重
的评价，不断改进的评价指标对于高校来说仍
是晴雨表。不管对于一直表现强势的英美大
学，还是奋起发力的中国大学，或是本次让人
眼前一亮的法国高校，正确看待世界大学排
名，牢牢把握高等教育办学本质和规律，在良
性竞争中不断改革创新才是正途。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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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
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
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河南
省新乡市育才小学贯彻落实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面对学校规模不断扩大、
教师队伍迅速壮大的实际，遵循“让
优秀成为大多数”的教师发展理念，
不断打磨提升青年教师的专业素养，
让教师自身发展与学校发展齐头并
进，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教师职业
规划探索之路。

于师德中筑根基，无德不
为师

教师是学生的领路人，其一言一
行会对学生的成长成才产生重大影
响，因此师德师风建设至关重要。

学校将高尚师德作为教师职业生
涯规划的准则，各校区从“强化教师
职业道德认识”和“规范教师职业行
为”两方面入手，将师德师风建设融
入到教师管理各环节，并通过各种活
动严格规范教师职业行为：从师德师
风承诺书签订到学生、家长、教师三
方评教机制的建立，从教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大讲堂活动到文明教研
组、文明教师的评比，从学习师德楷
模主题教育活动到师德征文、师德演

讲活动等，让教师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于研训中促成长，无才不
为师

古人云：“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师者，学高为师，德
高为范。”何以为师？才也！因此，学
校多渠道引领教师专业发展，“让优秀
成为大多数”。

学校以引领互助为起点，为
教师树立专业成长的标杆。

学校为新入职教师量身定制“一
校五区”新教师入职培训，涵盖学校
70年的发展历史、依法从教的法律法
规、教师文明礼仪和职业素养以及班
主任素养等内容，让新教师全方位了
解学校，快速融入学校大家庭，找到
心灵的归属感。

学校以教研组为依托，在新教师
各自制订的职业发展规划基础上，实
行导师制，开展新老教师“结对子”
活动，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教学工作，
站稳讲台。

学校以外引内拓为支点，为
教师明晰专业成长路径。

首先，“请进来”，为新教师职业

发展指明方向。学校先后邀请全国著
名教育家李镇西、魏书生老师，《中小
学管理》杂志社编辑部谢凡主任，北
京师范大学校长培训学院院长陈锁明
等知名教育专家学者到校讲座，让教
师有机会感受名家风采。

其次，“走出去”，助力新教师成
长。学校将管理学中的“木桶理论”
应用于教师培训，选派更需要提高的
教师出去学习，让他们“补齐短板”，

“让优秀成为大多数”。
再其次，通力打造育才专家，解

疑释惑。学校邀请优秀教师走上“专
家讲坛”，讲座内容贴近学校实际，着
力解决在教育教学中普遍出现的难点
和困惑，有力促进了青年教师的专业
发展。

以精研课题为重点，助力
教师专业腾飞

学校以课题研究为引领，在专题
研究中走向纵深发展。近3年来，学
校的省级课题研究达20余项，其中省
重点课题两项，市级课题研究达百余
项，研究的内容涵盖各个学科，涵盖
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学实效性的提
高、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校本课程
的开发、综合实践活动形式的探索及
信息技术与学科融合等方面，使教师

的教育教学技能得到提高，促进了教
师的专业发展。

学校每年引导教师将“校本小课
题”研究纳入日常工作日程，通过

“培训讲座，指出路子→名家引领，给
个样子→组内交流，找到法子→收集
资料，记好本子→结题验收，结出果
子”的科学流程，促使教师“开展自
己的教研，发表自己的见解，解决自
己的问题，改进自己的教学”。

学校以一体化发展为亮点，
为教师专业成长注入新动能。

首先，学校定期举行“一校五
区”统筹一体化大教研，做到统一教
学进度、统一教研主题、统一教研地
点、统一教研内容的“四统一”，并以
公开课和主题研讨为载体，以校际集
中教研和网络研修为主要方式，以骨
干引领为突破口，激发教师潜能，激
活教师内驱力，实现教师无缝隙沟通
和交流，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其次，学校统筹一体化教师发展
工程，即“读书夯基工程”“课题研究
工程”“青年教师基本功提升工程”

“骨干培养工程”“名师引领工程”，既
为青年教师创造了更为广阔和自由的
发展空间，又促进了中年教师的二次
成长，最终实现了五校区教师职业发
展的共同愿景。

学校以终身学习为定点，让
每位教师都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方面，学校实施“教师读书工
程”，开展“共读一本书活动”，成立
教师读书小组，小组定期共读一本
书，定期举行各种主题的读书演讲和
沙龙活动，培养教师具备终身学习和
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并在活动
中实现自我提升。

另一方面，学校通过加强教师的
“个人自修”，包括坚持写“教后记”，
练好基本功，加强对教育教学理论的
学习，让教师立足实践，在坚持反思
中改进与提升。

于活动中见提升，“参与即
成长”

首先，学校每学期坚持开展资深
教师的“阳光课”、青年教师的“达标
课”，开展省、市级优质课及各级各类
示范课和观摩课的校级选拔赛，为
教师搭建成长的新平台。像去年学校
就有百余名教师参加了优课展示，除
常规课型外，还涉及群文阅读、识字
教学、动手实验、趣味探索等，营造
了“以课促教、以赛促学”的良好教
学氛围。

其次，学校先后开发出经典诵读

课程、阅读课程、演讲训练课程、书
法研修课程、小足球课程等系列校本
课程。开发校本课程的过程，不仅培
养了教师自身“做中学，学中思”的
探索精神，更成为教师职业生涯规划
的内驱力。

再其次，学校举行多种形式的比
赛，为教师搭建自我展示的平台，
帮助教师的成长早日实现专业化。学
校遵循“比赛即学习，过程即培训，
参与即成长”的理念，开展青年教师
基本功大比武活动、“学习时代楷
模”演讲和征文比赛、钢笔字大赛、
粉笔字大赛及“一校五区”的辅导
员基本功大赛、说课大赛、微型课
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彰显教师的风
格特色。

目前学校拥有中小学正高级教师
1 人、高级教师 17 人、一级教师 92
人，其中特级教师3人，全国优秀教
师2人，国家级别骨干教师6人，省名
师 15 人，省级教育教学专家 5 人，
省、市级骨干教师和学科技术带头人
70人，市级名师10人，是名副其实的
专家型历史名校。学校还特别重视高
素质、高学历人才，近年来，先后引
进全国重点大学优秀毕业生30人，人
数在全市小学中位居前列，实力雄厚
的师资队伍为学校取得骄人教育硕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河南省新乡市育才小学厚植教师
专业成长的沃土，以教师培训为出发
点，以教师专业成长为切入点，以教
师获得职业尊重为落脚点，使教师自
身发展与学校发展相互促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

（李志刚）

“让优秀成为大多数” 打造教育“加速度”
——河南省新乡市育才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掠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