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小微

盼望已久的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 终于出台， 接下

来就需要通过扎实的行动将宏伟蓝图转化为美好未来。 教

育现代化已经历了近 70 年波澜壮阔的历程 ， 仍然路远山

高。 2035 是 “未来” 的代名词。 这样一个远期时点， 近接

2020， 远衔 2050， 连接成通往未来的主线 ， 也回应人口 、

产业、 科技、 文化等领域对教育发展的诉求， 对于教育工作

者来说， 意味着我们需要找到未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 “共振

频率”。

吹响了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军号

1993 年我国发布了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以

下简称 “93 纲要”） 和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 （2010-2020）》 （以下简称 “教育规划纲要”）， 但是此时

教育的定位仍处于 “为现代化服务” 阶段。

“93 纲要” 提出 “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建立起比较

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随

后， 京沪苏浙粤等发达省份奋勇当先， 提出了各自的教育现

代化推进方案和监测评价指标体系， 其后 17 年间， 国家出

台两个 “教育振兴行动计划”， 重点激励中西部和农村地区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

“教育规划纲要” 则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基本实现教

育现代化” 的宏伟目标。 随后， 形成了发达地区率先发展、

中西部地区努力跟进的大好局面。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建设教育强国”“优先发

展教育”“加快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 的教育发

展布局。 201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 《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正式吹响了全面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进军号。

解读其理念， “因材施教” “知行合一” 这两个 “很中

国”、 “很微观” 的理念， 在如此高端的文件中提出， 表达

了将宏观战略落到实处的决心。

文件首次系统阐述 “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

教育”， 并提出 “完善教育质量标准体系， 制定覆盖全学段、

体现世界先进水平、 符合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特点的教育质量

标准， 明确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要求”。 一地一案、 分区推进

的实施方略， 有利于集聚上下合力， 逐渐形成充满活力、 富

有效率、 更加开放和高质量发展的运行机制。

教育现代化的理论视角与问题反思

当下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正在经历三个转向： 一是从教育

中 “物” 的现代化转向教育中 “人” 的现代化； 二是从自上

而下的教育现代化转向上下合力共生的教育现代化； 三是从

理念的教育现代化转向行动的教育现代化。

为什么说人的现代化比物的现代化更重要？ 因为教育关

注的本身就是 “人”， 教育现代化首先也必须是关注人， 只

有外部条件的教育现代化， 这是不可能成功的。

推进教育现代化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 我国教育发展在

总体上仍然是不平衡不充分的。 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区域之

间、 城乡之间、 学校之间以及学习和教育人群之间各种差距

明显存在； 同时还存在结构性、 局部性短缺。

不充分主要表现在质量水平不够优、 个性化教育供给不

足， 综合改革不融通， 教育与社会需求增长不同步， 素质教

育尚未得到充分发展， 有效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体系制度尚

不健全等等。

有研究者建议： 今后的教育现代化目标， 应指向平衡、

指向充分， 扩大供给、 着眼未来。 事实上， 新世纪以来， 我

国多地多校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探索出丰富多样、

特色各异的地方经验和学校成果， 在今后的全面推进中将进

一步发扬光大。

教育现代化 “一地一案” 与 “一校一策”

总结教育现代化推进的地方经验， 展望未来

的发展走势 ， “一地一案 ” 的推进方略可用 16

字概括： 分区规划、 分步达标， 统筹施策、 系统

推进。

江苏、 成都等地的 “以评促建 ”， 注重以合

理的指标及系统的监测来引领正确的行动； 苏南

地区率先建立教育现代化示范区， 是一种总体布

局、 以点带面式的 “示范区引领”； 源起于浦东、

推行至全上海的以 “管办评分离与联动” 为特征

的 “委托管理”； 首发于杭州、 风行于全国的集

团化办学， 还有越来越普遍发生的大中小学合作

等等， 都是可行的尝试； 在重庆、 成都、 苏州等

地开展的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 则是快速城镇

化背景下拉近城乡学校差距、 尽快实现共生发展

的有效路径。

源自基层自主探索与创新的 “一校一策 ”，

亦可提炼为 16 个字： 传承历史 ， 基于校情 ； 依

托地缘， 动态生成。

其具体策略， 一是管理与文化方面的从发展

规划切入， 注重将地域文化资源引入学校文化环

境建设等等； 二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实施以及学校

课程的自主开发， 已成为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核心

领域， 国际理解、 儿童哲学、 教育戏剧、 STEM+

（或 STEAM） 课程等， 因能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

需求而备受青睐， 也有学校按照低中高学段依次

开发出 “主题课程 ” “广域课程 ” 和 “模块课

程”； 三是课堂教学改革与研究， 还出现了倡导

“情境” “尝试” “探究” 等方式的各种教学流

派主张。 四是通过专业共同体、 名师工作室等各

种形式的研修来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各种策略 ，

也越来越广受关注。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
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将一张薄薄的报纸折叠三次， 厚度

还不到一毫米； 若是将报纸折叠三十次呢？

它有多高？”

“这容易， 恐怕还够不上一本书的厚

度哩！”

“不！ 它的厚度比喜马拉雅山的高度

还要高！”

“这怎么可能？！”

“那么， 同学们， 今天这堂课我们要

学习的 ‘对数表’， 可以解答你对这个问题

的疑问。”

———这席师生对话， 发生在当时徐泾

中学初二年级一堂数学课上。 青浦实验项

目开启后， 顾泠沅走访了当时青浦各乡镇

学校的 50 名数学教师， 开展教学法调查。

这是他走访的其中一位老师。

不料， 对这位数学老师的课堂， 同行

们评价非常两极。 大多数老师认为， “她

上课学生就爱插嘴； 连课堂纪律都维持不

好怎么可能教好学生 ！” 也有教师非常赞

赏： “学生爱插嘴是好事， 我们青浦的学

生思考能力差， 我看得好好总结。”

而这位女教师认为， 鸦雀无声有时候

意味着一堂课的失败， 而 “插嘴” 可以强

化学生的思维能力。 “谁是你们最喜欢的

课目和老师？” 全班四十三名学生有四十二

名回答 : “数学！ 数学老师！” 这个班级的

数学成绩， 也在年级名列前茅。

这堂数学课让顾泠沅思考： “教育教

学单凭往日的经验已远远不够， 需要用科

学方法武装自己。” 为了总结经验， 顾泠沅

干脆拿着铺盖卷住进了这所学校教学工具

的储藏间。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顾泠沅一直

坚持的是， 青浦实验是扎根实际情况来推

动的教学改革。 于是， 1977 年-1980 年的

三年日记， 大多记录的是顾泠沅每天到学

校里听课的内容， 这是他的一段特殊记忆。

那时候， 只要听说哪个学校有老师讲得好，

他就带着团队一头扎到他的课堂里去。

白鹤中学是一所普通的乡下学校， 据

说一位数学老师的班里 ， 几乎没有 “差

生”。 这让顾泠沅很感兴趣， 他听了一周这

位数学老师的课。

原来， 这位女老师提升教学效果的秘

密就在于 “一本练习册”。 每天， 她把学生

的练习册收上来批改， 但凡发现某道题全

班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做错了， 明天的教学

进度就不再往前赶， 而是解决学生不懂的

地方。 如果是个别学生做错题目， 这位老

师就单独面批面改。

“通过练习册， 老师及时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 并随时调整教学。” 顾泠沅说，

这样简单的方法， 在当时无法快速大面积

提升教师水平的前提下， 成了提升教学效

果最有效的方法。

三年多时间， 顾泠沅和同事们听了不

下几百节课， 从课堂里总结出了 160 多条

教学经验。 随后的一年半时间， 顾泠沅分

别在五所中学开展了 50 次控制性对比实

验， 逐一验证这些经验复制推广、 优化改

进的可能性。

三年多总结 160 条基本经验做法 、

开展 50 次对比试验 ， 教学经验要踏踏
实实地从课堂里总结出来

中国教育现代化，

从物转向人

翻开顾泠沅的教学日记， 就像翻开一

座宝矿———不仅有他每天教学中的思考总

结 ， 还有参与的各类论坛和讲座 。 此外 ，

各类教育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顾泠沅也会

事先在日记本上列出提纲。 一笔一划工工

整整， 并用不同样色的记号笔标注出重点。

每一本日记足足有三四厘米厚， 顾泠沅仔

细地给日记本编了号。

1962 年 ， 顾泠沅考入复旦大学数学

系。 他说， 大学期间， 他的老师苏步青先

生就曾教育他， “做学问一定要用好零碎

的时间 ， 来观察 、 思考 、 记录 。” 从大学

起， 顾泠沅就坚持用 “零布头” 的时间记

日记。 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他毕业后成为

青浦的一名中学教师。

1977 年， 听闻高考就要恢复了， 已经

成为当时青浦县数学教研员的顾泠沅很

高兴。

为了鼓励更多年轻人走上知识改变命

运的道路， 他决定在青浦组织了一次全县

高中毕业生数学统考， “先摸摸家底， 再

帮助学生制定教学方案”。

当时 ， 4373 名高中毕业生参加了考

试。 题目并不难， 但是结果让人大吃一惊，

全县平均分只有 11.1 分， 零分学生比例高

达 23.5%。 一又三分之二除以九分之五等

于多少？ 这样简单的问题， 青浦县 1977 年

的应届毕业高中生中， 竟然有三分之二不

知道答案。

看到考试数据 ， 33 岁的顾泠沅坐不

住了 ， 他写了一份青浦县数学教育质量

的情况报告 。 青浦区教育局局长看完后 ，

找到了他： “顾老师， 你想要改变这个状

况吗？”

顾泠沅说： “如果不想改变， 我为什

么写报告？”

对方连连点头： “这样， 你数学学科

带个头， 干不干？”

于是 ， 顾泠沅当场签下 “军令状 ”

———用 10 年时间， 将青浦的成绩提升到全

市平均水平以上。

这便是青浦实验的开端。

调研、 总结， 青浦实验开启七年半后，

终于进入了大面积推广环节。 顾泠沅想着，

好经验都总结出来了， 推广也就是两三年

的事。 没想到， 从试点到推广， 整整花了

八年。

80 年代初， 顾泠沅将 “一本练习册 ”

的经验推广到一所城镇中学时， 没想到最

先遭到了来自备课组教师的阻力。

实验推开没几天 ， 就 有 数 学 教师

找顾泠沅抱怨 ： “来找教师答疑的学生

太多 ， 教师工作量太大了 。” 一位教师当

面奚落顾泠沅 : “这不是加班加点摧残学

生吗 ？！”

一段时间里， 各种各样的冷嘲热讽都

灌进顾泠沅的耳朵： “他倒好， 捉来虱子

放在我们头上咬！” “搞什么新花样？ 还不

是他想出风头！” ……

几个月后， 这所中学的数学课堂竟然

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学生们的问题逐渐减

少， 老师的负担比以前减轻了， 班级学生

平均分提高了十多分。 甚至连县教育局领

导听了汇报后 ， 也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

“好！ 短时期的加重负担， 是为了长时期的

减轻负担。”

青浦实验项目开展十年后， 分析显示，

青浦县 9 年级毕业生数学成绩合格率由

1979 年的 16%上升为 1986 年的 85% （全

市 68%）。 1992 年， 当时的国家教委将青

浦实验定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大成果。

那么， 考试成绩的提高， 是否意味着

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素养的提升？

在顾泠沅家中， 一份 24 页的能力测量

试卷引人关注 ， 这是顾泠沅亲自设计的 。

过去 28 年时间里， 顾泠沅先后在 1990 年、

2007 年、 2018 年针对青浦区初中二年级学

生开展大样本的能力测量， 每次测验的学

生数量在三四千人左右， 以此校验青浦实

验的效果。

三次测量共计积累了 84 万条标准数

据， 顾泠沅带领团队通过对数据的精细研

究结果， 先后为青浦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

展、 培养学生探究与创造能力等改革方向，

提供了最为科学的数据参考。

有意思的是， 通过三次样本数据的对

比， 顾泠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学生

的领会能力发展与探究能力发展总体上呈

正相关。

而且领会与探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发

展节点 ， 没有基本节点的盲目探究常常

事倍功半 ， 越过了领会节点的过度操练

则会泯灭学生的创造性运用知识和探索

的天性。

“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数据。” 顾泠沅激

动地说。

2018 年第三次测量表明， 全体学生对

教科书的领会能力比早先提升了 20 余个百

分点， 平均值超过了通常的合格水平。 此

时， 多年来徘徊不前的探究与创造能力则

提升了 11.31%。

数据分析出来 ， 顾泠沅长舒一口气 ：

“40 多年的教学改革， 终于给学生和家长

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

英语 900 句、 数学 600 题……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 学生大量训练， 甚至高强度

刷题成风。 顾泠沅心里很清楚， 要想真正

改变青浦教育的面貌， 使青浦教育走在改

革的前沿， 就必须坚守正道， 从改变教学

方法开始。

这是青浦实验开始的缘由， 也是一位

从教 50 年的教育者的初心 。 不过 ， 顾泠

沅却反复强调 ， 青浦实验的经验只能推

广， 却不可复制。 这是因为， 教育是十分

复杂的过程， 解决教育中出现的问题， 有

各种边界条件， 需要踏踏实实地立足现实

搞研究， 做实验。 正是因此， 青浦实验持

续了 42 年之久 ， 并将结合时代的发展不

断循环往复地验证和改革。

在这场持续的教学改革中 ， 顾泠沅

认为 ， 在基础教育领域 ， 中国的数学教

育质量在世界上是比较领先的 。 这么多

年改革实验和教育研究让顾泠沅意识到 ，

教育归根到底是一个 “明白之人使人明

白” 的过程， “明白” 不仅是做学问， 而

且是做人。 所以， 无论什么时候， 教师都

事关重大。

“我与数学有缘 。 学数学 、 教数学 ，

研究如何教人学数学， 我的祖国情结， 与

学校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回顾 50

年的从教历程， 这位推动教学改革的专家

仍尽心尽力地耕耘在教育教学一线： “总

结过往 ， 看准的事还得争分夺秒地身体

力行 ， 走过的弯路要坦陈其教训 ， 需要

几代人才能干好的事则留下火播薪传的企

盼。 一句话， 真心实意地想少一点对事业

的亏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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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本日记记录42年教学改革的静水流深

这个故事如今已经少有人知， 但
在上世纪 80 年代却曾引发全国关注。

顾泠沅———当时上海青浦县的青
年教研员， 通过每天一篇教学笔记，

积累 84 万条数据， 并据此推动了青
浦教育的变革。 这是当时全国知名的
“青浦教改”， 顾泠沅因此被评为上海
市首届教育功臣。

他先后任中学教师、 教师进修学

校校长、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等职 ， 但是他的教学笔记从未间
断， 持续了 42 年， 这场教改实验也
影响深远。 如今， 回头看当年这场教
改实验， 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 张鹏

如今在 75 岁的顾泠沅家中， 170 本日

记堆满两个书柜。 这些日记本是他从 1977

年开始的教学笔记。

当时他带领团队开启了大面积提高教

学质量的青浦实验项目， 还和同事持续 28

年记录教师、 学生的教学行为， 一起积累

了 84 万条标准数据， 通过对数据的精细研

究推动青浦教育深刻变革。

1985 年 8 月 22 日 ， 《文汇报 》 头版

头条刊发报道 《探索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

奥秘 》， “青浦实验 ” 首次揭开 “神秘面

纱 ”。 当天 ， 还配发记者撰写的报告文学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将那时主持青浦实

验、 只有 30多岁的顾泠沅介绍给了读者。

这 170本日记中记载的不仅是如何传递

给学生知识， 还有教师如何通过课堂教他们

成人。

时至今日， 持续了 42年的 “青浦实验”

仍在不断循环验证。

顾泠沅说 ： “教育是最复杂的过程 ，

不能停滞不前， 教育又是静水流深的事业，

需要不断在实践中验证改进。”

用 “零布头” 时间写下 170 本教学日记

28 年间推广经验 ， 84 万条数据验
证学生素养的提升

从 1977 年至今， 持续了 40 余年的
“青浦实验” 仍在惠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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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源自基层自主探索与创新的

“一校一策”， 可提炼为 16 个字： 传承

历史， 基于校情； 依托地缘， 动态生成

1985 年 8 月 22 日 《文汇报 》

头版头条报道顾泠沅教改试验。

▲

▲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顾泠沅的研究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