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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核心教育素养! 社会与情感能力

!黄忠敬

他们为什么能在集中营存活!

并非健康! 智力! 生存技巧" 而

是对生命的积极乐观性与坚持力

什么样的人更成功或更幸福! 影

响人成功或幸福的因素是什么! 有人

说是财富" 有人说是名望" 有人说是

成就" 不一而足# 哈佛大学一项长达

#$ 年的对 #%% 人的研究表明" 好的社

交能力与高质量的社会关系最为关键#

二战期间" 心理学家弗兰克从纳粹集

中营中死里逃生" 后来他研究 $是什

么力量让少数人能在集中营存活%" 发

现并非健康& 智力& 生存技巧" 而是

对生命的积极乐观性与坚持力' 这些

研究表明" 人的成功或幸福" 越来越

受制于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发展水平 "

这是面向 !" 世纪的核心能力#

为了迎接 !" 世纪的挑战" 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 (&'()) 积极开展了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 对推

进认知领域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

今年" &'() 又推出了一项新的项目"

即 青 少 年 $ 社 会 与 情 感 能 力 %

(,./012 134 '5.60.312 ,70228) 评估项

目" 此项目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

不同年级或年龄孩子的社会与情

感能力发展水平有何不同#

不同性别与家庭背景孩子的社会

与情感能力的差异是什么#

哪些社会与情感能力能够预测儿

童的成功或幸福#

什么样的家庭环境 $如教养方式

和家庭可获得的学习资源% 能够促进

孩子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

什么样的学校环境 $如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和学校资源% 能够促进学生

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

什么样的社区环境 $如运动& 文

化资源与安全% 能够促进孩子的社会

与情感能力发展#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 &'() 借鉴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心理学教授提出的

$大五人格模型 % 9:0; <0=> ?.4>2@ "

建构了社会情感能力的测评框架" 此

框架主要分为五大维度 + 任务表现

(尽责性), 情绪调节 (情绪稳定性),

与他人交往 (外向性 ), 合作 (亲和

性), 思想开放 (开放性)* 每个维度

又确立了不同的测评指标" 任务表现

的指标包括成就导向- 自我控制和坚

持力 , 情绪调节的指标包括抗压力 &

乐观和情绪控制, 与他人交往的指标

包括社会性& 决断与活力, 合作的指

标包括同情& 信任与协作, 思想开放

的指标包括好奇心& 宽容与创造力*

五个维度之外" 还有一项 $复合%

技能 " 即个人技能不同方面的组合 "

测评指标包括自我效能& 批判性思维

和元认知等*

主要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是什么!

责任感& 自信& 批评性思维& 动

机& 持久力与创造力

&'() 社会与情感能力课题组开

展的一项研究发现" 超过 !%A的调查

对象最看重的社会与情感能力是责任

感& 自信& 批评性思维& 动机& 持久

力与创造力* 家长最看重孩子的社会

与情感能力是乐观 (总是积极地看待

生活)& 创造力& 动机和好奇心* 家长

认为与孩子幸福和健康相关度较高的

社会与情感能力是自我效能& 自我控

制& 乐观和持久力*

在美国西点军校" 有一种非常严

格的录取选拔学员的程序" 要求学生

参加一个为期七周的野营训练项目 "

主要是考查学生的持久力& 不屈不挠

与永不放弃的精神与能力 " 称之为

$坚毅指数 % (B0C6 ,/12>)" 能够在很

大程度上预测一个人未来是否成功* 研

究发现" 相较于社会经济背景& 父母教

育与家庭收入因素" 社会与情感能力对

学生的学业成绩产生的影响更大" 其

中" 好奇心对语文学习效果影响较大"

持久力对数学学习效果影响较大" 好

奇心对科学学习效果影响较大" 创造

力对艺术学习效果至关重要* 在各种

多样且多变的社会和经济体中" 社会

与情感能力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重要"

无论对于个体还是整个社区和国家来

说" 都是如此* 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

好的孩子" 有更好的学业成绩" 在未

来有更好的工作与更高的收入" 更有

可能活得更长" 呈现出更低的辍学率&

更低的实施暴力与犯罪等反社会行为

的风险等等*

社会与情感能力可以习得吗!

教育干预让孩子婚姻更幸福 & 家

庭关系更和谐& 健康状况更佳& 生活

质量更高& 犯罪率更低

社会与情感能力是可教的 " 后天

可习得的* 一般来说" 责任心& 情绪

稳定性& 社会性与亲和力等随着年龄

增长而提高" 与此同时" 创造力与外

向性却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 成年以

后" 社会与情感能力渐趋稳定* 这就

意味着" 在儿童早期" 社会与情感能

力是波动性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 波

动性会降低" 稳定性增强* 社会与情

感能力发展的关键时期是儿童与青少

年时期" 通过有效的教育干预与系统

的学习" 可以促进孩子的社会与情感

能力发展" 提升孩子的幸福感与成就

动机" 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中国有句古话 $台上一分钟 " 台

下十年功 %" 就是强调持久力的重要

性" 卓越往往是磨炼出来的* 这说明

一个人的成功更多地取决于他的毅力"

而不是其天生的禀赋* 你可能不是一

个聪明的人" 但你可以努力成为一个

坚毅的人*

$佩里学前教育项目 % D *>CCE

*C>8/F..2 *C.;C15@ 就是干预成功的最

好例证* 此项目选取了

智力发展水平处于 GH

分以下的儿童" 对他们

进行社会与情感能力的

教育干预" 教他们如何

与别人友好相处" 每周

开展家访活动" 改善亲

子关系* 此项目进行了

两年" 并开展实验组与

控制组之间的对比研究

和持续的跟踪研究" 直

到这些研究对象到 I%

岁* 研究发现" 教育干

预对这些孩子的认知能

力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

但是极大地提升了他们

的社会与情感能力" 婚

姻更幸福" 家庭关系更

和谐 " 健康状况更佳 "

生活质量更高" 犯罪率

更低*

新一轮教育改革更

加强调面向 !" 世纪培养能够适应终身

学习和未来社会的人才* 在此背景下"

我们更应高度关注社会与情感能力的培

养" 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与情感能力评

价" 通过开展国际对话与国际比较研

究" 在国际坐标系中定位中国教育" 作

出中国贡献*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

!本报记者 张鹏

打开 $海之眼 % 网络页面 " 一条

$人工智能鱼% 带领学生们 $游走% 在

蔚蓝海洋中" 学习鱼类的形态& 行为和

它们生存所需的海洋环境...这是利用

计算机多媒体技术" 在 J) 可视化建模

基础上对鱼类进行的人工智能化仿真设

计 * 学生们戴上 KL (虚拟现实 ) 眼

镜" 仿佛身临海洋之底" 在这片神秘未

知领域遨游探索*

带领中小学生去探寻海洋奥秘的"

是来自上海海洋大学信息学院- 海洋生

态环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的五名大学

生" 他们依托上海海洋大学人工智能鱼

基地等组建 $海之眼% 创业公司" 通过

海洋教育网站- 虚拟现实海洋益智游戏

等方式" 打造面向中小学生的- 寓教于

乐的 KL 海洋馆*

他们的创意项目 $面向互动娱乐

的 KL 海洋馆...海之眼有限公司 %

在第三届 $汇创青春 % ...上海大学

生文化创意作品展示季中获得评委青

睐 " 摘得 $互联网M % 文创类作品一

等奖*

海洋知识教育体系亟待完善

!" 世纪是海洋的世纪 * 一份 /青

少年对海洋知识普及教育的需求调查0

显示 " H!NOJP的受访者认为海洋知识

教育普及对于青少年来说很有必要, 同

时 " #JNOGA的受访者认为 " 国内海洋

知 识 普 及 平 台 和 体 系 尚 不 完 善 "

!JNOGA的受访者甚至认为没有完善的

海洋知识体系*

正是看到海洋知识教育的不足与市

场空白" 上海海洋大学计算机专业大三

学生沈莹秋在海洋大学里广发 $英雄

帖%" 召集了五名不同知识背景的小伙

伴们一道" 前后花了一年多时间搭建了

海洋知识普及教育平台* 如何让知识传

播既高效又有趣! 沈莹秋认为" KL 技

术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我们将线上线

下课程相互融合 " 并引入虚拟现实技

术" 以完成相关教学任务" 增加互动-

娱乐性" 帮助学生们提升学习效率*%

根据沈莹秋团队的设想" 海洋教育

网站搭建成功后" 中小学生可以在平台

上听到来自海洋大学相关学科专业老师

的授课" 还能通过留言与老师互动" 并

完成拓展实践" 将海洋素质教育变成一

种轻松的日常* 几位参与创意的大学生

一致认为" 海洋知识的普及需要大学与

中小学联动* 目前" 项目团队已与好几

所高中达成了合作意向*

大学与中学联动普及海洋知识

在上海 " 类似的联手已经展开 *

!%"H 年起 " 上海中学东校专门聘请上

海海洋大学教师为该校工程实验班学生

开设海洋科学拓展教育系列课程, 上海

海洋大学附属大团高级中学于 !%%# 年

建设了首个与大学合作共建的综合性海

洋科普教育基地*

上海海洋大学信息学院教师- $海

之眼% 项目指导教师杨蒙召表示" 将高

校的优势教育资源融入中学课堂" 培养

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大学生的社会实践

能力" 促进两校第二课堂教育的合作"

既达到了双向素质教育的效果" 又提升

了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

参与创业项目让沈莹秋收获颇多+

$不仅要恶补知识和技术" 更重要的是"

如何组建- 带领一支创业团队*% 历练

之后" 这名 $$H 后 % 大学生显得胸有

成足+ $识人善用" 要给每位成员发挥

潜质的空间和动力*% 眼下" 沈莹秋和

小伙伴们已经着手为 $海之眼% 注册公

司" 打算毕业即创业*

继!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测试$之后%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年又推出了一项新的项
目&&&青少年 !社会与情感能力 " #,./012 134

'5.60.312 ,70228$评估项目' 该项目与 *+,- 是平行
的大型跨国调查项目%着眼于促进青少年非认知领
域的发展%旨在测评参与城市和国家的学龄儿童和
年轻人的社会与情感能力发展%以及如何通过教育
提升这些能力'目前有 "" 个国家(地区和城市参与
该项目%我国苏州市位列其中'

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心理

学教授提出的

'大五人格模

型 ( " 建构了

社会情感能力

的测评框架)

须从把握"合理动机#与"合适方式$入手

大学 %牵手$ 中学&
在虚拟世界中探索海洋奥秘

走进 %汇创青春$

"N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分级阅读材料
#)外教社&&&牛津英语分级读物*$+

!N根据美国蓝思 #2>Q02>8$ 分级阅读体系寻找适
合自己的书籍 #登录网站, F66R8STT2>Q02>N/.5T$+

JN强烈推荐高中生阅读 )哈利-波特 * UV1CCE

*.66>C@ 的第一册和第二册 #这两本小说的词汇量分
别是 II%% 和 HJ%%% 考虑到其中约有 H%% 个是魔法
词汇% 所以实际词汇量对于大部分上海高中生来说
不是阅读的拦路虎$+

IN词汇量达到 H%%% 的学生也可以用第二种方式
阅读 )读者文摘* 等英语报刊'

小贴士$ 那些适合速度的阅读材料

影响一个人成功或幸福的关键因素究竟是什么!

"

"

"

"

"

"

近年高考英语试卷题源变化对考生阅读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如何应对###

!许立冰

这几年英语高考命题题源不断在

变化" 来自英美严肃期刊的选文比例

一直上升" 相当考较学生的英语阅读

能力* 最近" 有机构对今年英语高考

试卷 (包括全国卷- 江苏卷- 浙江卷-

上海卷等共八份) 的阅读和完形填空选

材进行题源分析 " 发现 O%A以上来自

/经济学人0 /科学美国人 0 /科学 0

等英美国家的专业刊物及严肃媒体" 而

这些报刊以往只是大学四六级和专业英

语四八级考试的题源*

无疑 " 今后英语高考的趋势之一

就是对考生的阅读能力提出更高的要

求* 那么" 高中生和他们的英语老师

应该如何应对呢!

功利十足地 %押宝
式&阅读最终会毁了兴趣

应该充分认识到" 高考英语阅读

要想取得满意的成绩"必须培养良好的

英语阅读习惯"提高英语阅读能力* 这

个过程包含重要的两点+提升日常英语

阅读能力-熟练英语阅读应试技巧* 也

就是说"不能因为近年来外报外刊选文

比例上升就放弃经典文章和著作的阅

读"功利十足地$押宝%阅读/经济学人0

等英语国家的报刊杂志*

培养良好的英语阅读习惯 " 首先

要明确阅读的动机 * 阅读可以提高英

语水平" 但是英语阅读的目的不是为

了考试" 也不是为了升学*

有些老师和家长认为 " 中学阶段

的英语阅读目的就是学习英语 " 在有

语境的前提下积累词汇 - 熟悉语法 -

记忆篇章" 以满足升学的需要 * 这的

确是中国学生阅读英语材料的一个目

的* 但如果把此当作唯一目的 " 那么

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很快就会失去英语

阅读的动机" 在完成英语作业之后也

不会有兴致打开英语书籍或期刊 * 所

以从中学阶段开始 " 都要注意养成学

生课下英语阅读的习惯 " 以此丰富人

生 " 了解西方社会 " 传承人类文明 "

同时还能培养英语思维*

熟读与速读 ' 英语
阅读的两种主要方法

阅读的材料可以分成两

类" 相应地采用两种不同的阅

读方法* 一种是篇幅不长但是

有思想有文采的经典文章" 比

如哲学家罗素的 /我为何而

生 0 U WF16 + V1=> X0=>4

<.C@ Y 散文家兰姆的 /梦幻中

的孩子们+ 一段奇想0 U)C>15

(F024C>3+ - L>=>C0>@ * 阅读这

样的文章"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

思考其中的思想或是情怀" 然

后把文采斐然的部分推荐给学

生" 要求熟读或背诵* 这个方

法的好处在于" 学生在中学阶

段就能接触英语文化的精华部

分 + 精辟的观点 - 生动的描

写 - 多变的句式 - 贴切的修

辞" 这样的练习有助于提高他们的语

言熟练度*

一门外语如果不能烂熟于胸 " 阅

读的时候还要不停地靠语法分析帮助

理解* 词汇量不到 H%%% 的同学都可以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学习 /经济学人 0

等期刊上的文章 * 当然 " 这样的阅读

也有不利之处 + 阅读量上不去 " 大部

分学生不能得到阅读的快感*

所以 " 还必须辅以第二种阅读方

式和阅读材料 " 也就是阅读篇幅比较

长的英语文章 - 期刊或是著作 " 包括

长篇小说* 这种阅读方式和第一种最

大的区别就在于阅读时要像五柳先生

那样不求甚解 " 能够理解手头材料的

百分之七八十就是成功的阅读 * 其关

键在于注意力高度集中 " 不查字典 "

不做摘抄" 理解大意即可 * 这是最好

的培养英语思维的阅读习惯*

不同的阅读方式培养
不同的思维模式

以第一种方式阅读时 " 所读字句

是英文的" 但是理解和思维其实都以

母语进行 (背诵除外)* 就像是用汉语

的丝线去串起一粒一粒英语的珍珠 "

究其实质" 并非纯粹的英语阅读*

第二种方法最大的好处就在于 "

读者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英语材料上"

不需要用汉语进行语法分析或是词汇

学习" 脑海里只有英语 * 这样的阅读

对于培养英语思维来说就像是搭上了

火车" 可以用飞快的速度前进* 但是"

如果阅读材料难度太大 " 这个法子就

不管用了*

当然" 第二种方式可以和第一种

方法结合运用 " 也就是两遍阅读法 +

第一遍阅读必须一气呵成 " 手里拿支

铅笔" 看到好的表达和比较难的句子不

需要停下来" 随手划线或是画个五角

星- 问号做标志, 等到整本书或是整篇

文章读完了" 再回头读第二遍" 这次可

以一边读一边查字典- 做摘抄或是做语

法分析* 这样的阅读既能积累词汇语法

又能培养英语思维" 只是比较耗时* 这

样的阅读习惯养成以后" 一个丰富而又

充满趣味的世界就向学生打开了" 谁也

舍不得弃宝山而空手归*

细数那些提升速度( 加
深理解的阅读技巧

此外 " 英语阅读有很多技巧可以

帮助加快速度- 提升理解*

国外有很多专家出版过这方面专

著" 他们提出的建议有很多 " 其中比

较适合中国学生练习的有四条+ "N要练

习默读" 不要读出声音来 " 朗读比默

读要慢许多, !N练习意群阅读" 不要一

个字一个字地阅读 (先练习一眼看两

到三个单词 " 熟练以后逐步增加上

去), JN要练习集中精神不走神" 不能

读到后头忘了前头 " 不停地翻到前头

温习最浪费时间了, IN可以手持一支笔

或是一管尺" 用比自己平常阅读略快

一点的速度逐行移动 " 眼睛紧随笔 -

尺移动*

英语速读练习起来并不容易 " 特

别是对词汇量不大 - 英语熟练度不够

的中学生而言 * 不过学生可以在平常

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文章时 " 先用自

己的母语试试上面的方法 * 这样的速

读习惯养成以后 " 思维习惯也相应地

作了改变" 英语阅读也就能顺理成章

地快起来* 练习英语速读的材料给大

家推荐一本书+ /世界是平的0 UZF>

W.C24 +8 <216@* 这本讲述全球化的书

籍词汇量不大 " 句型也不复杂 " 适合

高中生阅读" 正好可以用来练习英语

速读*

总之 " 关心时事 " 多读英文报刊

及经典英文书籍 "高考英语阅读部分

就不会成为学生们眼中的 $大山 %*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
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