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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END

未来的教育，究竟会怎样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不久前，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院长朱永新和新东方创始
人俞敏洪在直播平台上展开了一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对话。在对话中，他们认为，疫情已经成为教育
变革的加速器，教育正以看得见的变化走向未来。

让学生过上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话 外音

“在这场疫情的大考中，我们国家的制
度体系和治理能力都经受住了考验， 而且
考出了比较好的成绩。成功的背后，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 而中国制度之
所以成功， 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逻辑科学管
用。可以说，合实际、合规律、合目的的制度
逻辑，让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得以充分体现，
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 制度绩效得以不
断提升。”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
——
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辛鸣在东南卫视 《中国
正在说》节目中这样解读“中国之治”背后
的制度逻辑。

“我有一个目标，现在还没实现。我希
望通过 3 年时间， 早稻亩产突破 700 公
斤，晚稻亩产突破 800 公斤，中稻亩产向
1200 公斤进军，双季稻向 1500 公斤冲刺。
这个目标达到的话， 湖南省 1/4 的稻田种
上超级稻，就可产出全省粮食年总产量的
一半。”
—近日， 在长沙隆平高科技园启动
——
的“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揭牌仪式上，“90
后”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首次讲述了自
己的“新三年规划”。

“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的首飞成功，
拉开了我国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的序幕。
在未来 2—3 年的时间内， 中国载人航天
工程还将实施 11 次高密度的发射任务。
由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发射空间站核心
舱和两个实验舱，还有 4 次神舟载人飞船
的发射以及 4 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这
11 次任务的完成， 将标志着中国空间站
正式建成。”
—近日， 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
——
建平在接受采访时这样介绍中国空间站的
建设计划。

“我很高兴，有很多宅家抗疫的英国人
因为这部小小的纪录片而对中国产生了兴
趣。纪录片产生了实际影响，让他们看到中
国，去了解中国人的感受和想法。我坚信文
化交流能消除偏见， 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
互相理解。”
——
—英国广播公司（BBC）近期播出英
文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引起
广泛关注。 该片导演、 英国历史学家迈克
尔·伍德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俞敏洪：大约在 20 年前，朱永新老师就开
始推广不同于应试教育的中国新教育实验。很
想知道是什么促使您搞新教育实验的？
朱永新： 我在苏州当副市长的时候分管教
育，当时我就考虑怎样办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怎
样进行改革。所以，新教育实验是源于想探索一
条教育改革的道路。2000 年， 我写了一本书叫
《我的教育理想》， 把我心中美好的教育愿景描
绘出来。我当时提出的教育理想，很多人都认为
那是梦想，不可能实现。于是我们就从一个学校
开始做新教育实验，现在全国已经有 5200 多所
学校参与进来。
俞敏洪：新教育实验的目标是什么？
朱永新：新教育实验的核心价值，就是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现在孩子们学得很苦，父母也
很抱怨。其实，教育应该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孔子讲“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应该把幸福还
给学生。所以我们新教育实验就提出，应该从学
生的学习开始， 包括他的整个人生都要有一种
幸福感。
俞敏洪： 怎么让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有幸
福感呢？
朱永新：现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假设每个
学生都是一样的，要学一样的课程，要达到一样
的目标，然后用一样的标准来评价。这样的教育
理念显然是错误的，因为人本来是不一样的。
用一个标准、一种模式去要求所有的学生，
会不断挫伤很多学生的自信心， 破坏他们内在
的成长力量， 也会使绝大部分学生失去自我的
发展空间。因此，我们在设计新教育的理想目标
和课程的时候，会大幅度降低学校学习的难度，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掌握那么多、那么深、
那么难的知识。 新教育的目标就是要让每一个
学生都成为最好的自己。

阅读对学生和教师
都非常重要
俞敏洪：新教育实验具体做哪些事情？
朱永新：具体的行动项目很多，比如营造书
香校园。
俞敏洪：现在的学生连作业也来不及做，怎
么阅读呢？
朱永新：首先，要加强学科阅读，阅读与学科
教学不是简单地做加法， 而是应该融入其中。其
次，我认为大量重复性的作业练习是没有必要的。
其实， 一个人的学习力一定程度上体现在
阅读力上，阅读的问题解决了，学习的能力基本
上就形成了。实践也证明，阅读对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帮助很大。而过去，我们的学校教育基本
上只是把阅读作为一种课外阅读，事实上，阅读
本身就是学校教育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俞敏洪：我觉得中国教师的阅读量太少了，
虽然他们的教学任务很重。 您认为教师应该多
读书吗？
朱永新：你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虽然中国的
教师队伍是一个比较优秀的整体， 但是总体来
说教师的专业能力仍然不够， 而专业能力不够
和阅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人类几千年的教育史， 积累了丰富的教育
经验和教育智慧， 一个老师在课堂上碰到的所
有问题，在过去的课堂里几乎都发生过。所以，
作为一个好的老师，必须阅读大量的书，才能增
长智慧。我认识的好教师没有一个不读书的，而
且没有一个不是下了功夫好好读书的。
我经常讲，世界上最难的职业、最复杂的职
业就是教师，因为教师面对的对象是最复杂的、
最富有变化的。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的个性、不
同的背景、不同的家庭，教育是千差万别的，所
以才更需要学习，更需要阅读。

情感、态度、价值观
比知识技能更重要
俞敏洪： 中国的基础教育这几十年来取得
了很大成就，但诚如您所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
我们用单一的标准、单一的评价去衡量学生。
朱永新：是的，因为我们强调标准答案，所
有的东西都有一个标准答案。
高考怎么考，老师就怎么教，然后学生就怎
么学，就是这样一个体系。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整个
教育体系强调的是知识技能，对情感、态度、价
值观有所忽略。其实，情感、态度、价值观比知识
技能更重要。
今年新年的时候， 我在新浪微博上写了一
篇文章《让教育沐浴人性的光辉》。我觉得教育
要多一点人性的温暖。 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关注
到每一个个体，因为人不是一个虚无的概念。你
关注到每一个人，自然就会发现他的光芒，发现
他的优点，发现他的潜能。

未来，学校将变成学习中心
俞敏洪：在您写的《未来学校》一书中，您提

朱永新

听 演讲
在这可怕的时刻，
重新思考，重新行动

俞敏洪

■ 蒂姆·库克
5 月 3 日，美国俄亥俄州立大
学 2020 届 毕 业 生 迎 来 一 场 别 开
生面的毕业典礼。 苹果公司首席
执 行 官 蒂 姆·库 克 在 该 校 虚 拟 毕
业典礼上发表了演讲。 他勉励毕
业生们：在这可怕的时刻，重新思
考，重新行动，去创造一个比你们
的想象更美好的未来。

资料图片
出未来教育要以学习中心为核心， 而不再以学
校为核心， 不再把学生塞进学校这样一种统一
的教育体系中， 而是让学生自己去选择喜欢学
的课程。您描绘的未来学校，是希望走出一条中
国教育的新路吗？
朱永新：我坚信，在未来，所谓的学校终将
消亡。因为学校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学校的整
体设计就是一个标准化的生产模式， 和大工业
的生产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我提出的学习中心就不一样， 各种各样的
教育问题都可以通过学习中心来解决。 比如择
校问题，因为你可以在不同的学习中心里学习，
所以你不需要择校。未来的学习中心是“课程为
王”，你在哪里学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学什
么课程。将来企业招聘人才的时候，根本不看你
是哪个大学毕业的，而是看你学的是什么，你有
什么真本事。
俞敏洪：以我为例，我小时候的数学一塌
糊涂，从来没有学好过，但是我的语文成绩一
直很好。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我记得我甚至可
以把六年级的语文课本拿来读。 但是我的数
学，到了高中以后，连初中的内容也完全听不
懂。所以，我想说，每个人的特长不一样，未来
的学习中心是不是可以根据学生自己的特长
来选课？
朱永新：基本的读、写、算的能力只要具备
了，就应该鼓励孩子去上他们感兴趣的课程。因
为有兴趣，他们也许能够深入地学习高级课程，
这样他们的特长就能进一步彰显出来。
我们目前的课程体系还是 200 多年前英国
教育家斯宾塞提出的那套课程体系， 随着信息
化时代的到来， 工业化的教育方式必定会被淘
汰。很多人对此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打个比方，
10 年前我们经常到商店去买东西，但现在你已
经完全习惯了通过网络买东西。 学习中心不是
简单地取代学校， 它完全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变
化。
俞敏洪：但以我个人的体验，我觉得校园对
于学生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校园不仅仅是学习
的场所，还包括体育、娱乐、社交等各种能力的
培养，最关键还能孕育同学之间的友情。很难想
象，如果没有校园生活，我怎么会有那么多一辈
子的好同学、好朋友。
朱永新： 现代学校只有几百年的历史，而
人类的教育已有几千年的文明史。在孔子那个
时代，就有稷下学宫，有各种各样的学习群体，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会没有同学、 交不到朋
友。 我在书里写过一所美国的新型网络学校
“Stanford online high school （ 斯 坦 福 在 线 中
学）”，它并非一所实体学校，也没有传统意义
上的班级和校园， 但它有各种各样的俱乐部，
有天文俱乐部、拳击俱乐部、辩论俱乐部、模拟
股市俱乐部等等，把学生按照不同的兴趣爱好
组织起来。
未来的学校就变成了一个个这样的学习中
心， 形成特色化教育资源。 学生之间的学习交
往，不是像现在这样老师给你指定好的，你在一
班，他在二班，而是由学生自己组合起来的学习
共同体。这些学生有共同的兴趣、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学习目标， 形成了同学之间关系更为密
切的各种学习中心。

工作和学习将交错进行
俞敏洪：未来的学习中心固然很好，但如果
是小学阶段的低年级学生， 孩子们的自主学习
能力还比较薄弱，家长怎么应对这个问题呢？
朱永新： 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有意思的问
题。这次疫情之下，很多父母为了督促孩子上网
课，不得不采取居家办公的模式。也就是说，在
未来，弹性工作会越来越普及。
但更为重要的是，我认为未来的学习、工作
的体系将发生根本变化。 现在的教育有一个问
题， 就是年轻的时候花十几年时间把所有的东
西都学好，包括大学学习的专业、今后做什么工
种都规划好，为将来的工作做准备，这是一种工
业化的思维方式。
按照我的理想， 未来的工作和学习是交错
进行的。不是二十四五岁读完了研究生才工作，
而是从 20 岁甚至更早的时候开始，就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 人的创造力在二十来岁的时候是最
容易激发的，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人都是在二
十来岁创业的，有的连大学也没有读完。所以我

主张，未来的学习时间可以弹性化。不一定 7 岁才
上学，可以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7 岁前就开始学
习，在自然中、游戏中学习。20 岁左右的时候，学
习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工作了。
俞敏洪：这真的很有意思，假如我是一个计算
机系的学生， 这个计算机系下面可能有好几个公
司，这些公司都是学生边工作边学习的地方。
朱永新：的确如此。不仅是大学，在美国已经
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中学， 它们普遍开展项目式学
习。所谓项目式学习，就是学生通过一个个项目，
自己出产品，自己解决问题，自己出研究报告，它
是一个“做中学”的过程。我认为，未来的学习方式
将从过去的传承性学习变成研究性和创造性的学
习，它和工作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看自己与职业的契合度
俞敏洪： 中国教育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评价机制。如果不再以分数来评价学生，您觉得应
该怎么来解决这个评价问题？
朱永新：我认为，构建“未来学校”，首先，国家
要制定一套基本的教育标准。 因为作为一个基本
的公民，必须有基本的要求，比如，你要有基本的
价值观，能够基本胜任未来的工作。
从未来的角度来看， 学校的品牌肯定不会像
今天那样受追捧。为什么呢？因为，学校品牌在当
今社会成了评价学生的一个标签，但是总体来说，
大家越来越意识到， 一所所谓的好学校并不一定
都能培养出同样品质的人才， 而非名牌大学也能
涌现出像马云这样的高素质人才。所以，未来学校
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的能力，应该有一套办法
来衡量学生的能力。能力代替学历，这是未来很重
要的变化。
俞敏洪：社会唯学历是从，其实也有很多社会
方面的原因。
朱永新：是的。比如，现在考公务员一定要是
本科生或者研究生， 我觉得应该取消这样的学历
限制。只要达到国家规定的最低义务教育水准、完
成义务教育后，就应该给予每个人应聘的机会。还
有很多单位不仅要招大学生， 而且规定要 985、
211 大学的，人为设置了学历的门槛。
我希望未来可以改变这种状况， 一个人选择
什么职业，不是根据这个职业的荣誉度，而是看自
己和这个职业的契合度， 我喜欢什么， 我就做什
么。

“能者为师”时代即将到来
俞敏洪：我觉得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在择业上，
会和我们这代人有很大的不同， 他们会更加专注
于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朱永新：这一定是未来的方向。
俞敏洪：而且在未来，个人自主的工作会越来
越多，像现在的网红直播，都是出于社会需求的改
变以及社会分工的重新组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诚如您所言，未来名牌大学的重要性会下降，而个
人能力的重要性会上升。对此，现在的教育体系应
该做什么准备呢？
朱永新：当下，已经有很多新的教育力量正在
形成。 各种各样的教育机构， 特别是社会教育机
构、 网络教育机构， 已经初步具备学习中心的雏
形。
俞敏洪： 这让我想起法国有一所著名的厨师
学院叫蓝带学院。 那个学院其实就在一栋普通的
大楼里，但是很多法国人宁可不上大学，也要去那
个学院学习。 经过蓝带学院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不
仅收入高，而且还受人尊敬。未来的学习中心，是
不是也像蓝带学院一样？
朱永新：我在《未来学校》这本书里专门有一
章内容提到，未来会进入一个“能者为师”的时代。
什么叫“能者为师”？也就是社会上最优秀的精英
群体来当教师，就像蓝带学院一样，它是由这个领
域顶尖的厨师来当教师。未来，顶尖的艺术家会成
立艺术课程公司，顶尖的运动员会开设体育课程，
真正实现“能者为师”。
在未来的学习中心体系中， 需要建立一个大
的教育资源平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把优
秀的课程无偿提供给所有的学生学习。 那些边远
地区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网络学到最好的课程，从
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教育的不公平。
总而言之，未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更加开放、
更加多元、更加重视真才实学的社会。

在谈论你们的未来之前， 我想花些时
间讨论一下过去。
1918年初，一位只有 36 岁的年轻海军助
理部长被派往海外， 肩负重大任务——
—确保
美国未经战争洗礼的军队为出兵欧洲做好准
备；战争爆发后，一位年仅 30 岁的离经叛道
的诗人兼学者来到英国， 兼职做着高中教师
和银行职员的工作。因为战争爆发，他无法回
美国参加论文答辩，失去了博士学位；一位只
有 20 岁的年轻护士开始在多伦多一家军事
医院照顾伤兵。她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因为
除了战争带来的创伤外， 一种奇怪的疾病开
始蔓延。
当大流感席卷全世界时， 这 3 个年轻
人的命运被彻底改变了。
军官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躺在担
架上离开了军舰。他刚回到纽约老家，就被
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开始了他改变历史
进程的政治生涯。
诗人 T·S·艾略特躺在病床上，开始创
作后来名为《荒原》的诗歌巨作。诗歌的开
头这样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由此
拉开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序幕， 这首病
中作品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护士阿米莉亚·埃尔哈特被一名患者
感染， 康复过程比大多数人都要复杂和痛
苦。为了打发漫长而无聊的隔离时光，她看
着来来往往的飞机， 开始思考是否要换一
份工作（注：埃尔哈特后来成为美国著名的
女飞行员，曾获得十字飞行荣誉勋章）。
毕业生们， 我很遗憾我们今天无法齐聚
一堂。你们是特殊的一届毕业生，在俄亥俄州
立大学 150 年的历史上都很少见。 虽然我们
不能共同庆祝，但我知道，你们的父母、朋友、
师长都为你们和你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每一个时代， 生活总会以一种令人沮
丧的方式提醒我们： 我们并不是故事的唯
一作者。无论是否情愿，我们都要与一个难
缠自私的合作者分享荣誉， 这个合作者就
是我们所处的环境。
当我们美好的计划被打乱时， 当我们心
心念念的希望破灭时， 我们就面临着一个选
择。 我们可以咒骂那些失去后永远无法复得
的事物，也可以选择去感恩，感恩这些遭遇将
我们的目光转向重塑后的世界。
1998 年，当我进入苹果公司时，我简
直不敢相信自己竟是如此幸运。 我以为我
的余生都将为史蒂夫·乔布斯工作，但命运
无常，失去史蒂夫后我十分孤独，体会到了
真正的困难、恐惧以及切肤之痛。
今天，当我们同样被疫情裹挟、希望寻
求安慰时， 请仔细想想那些平凡却有意义
的普通人。 想想一个被社会忽略或蔑视的
非法移民父亲， 他今天正冒着生命危险在
田地里劳作，养活他的家人和你们的家人。
想想一个单身母亲，她晚上整理超市货架，
早上开公交车，没有她的话，很多事情都无
法正常运转。想想医院里的护理员，她们跪
在地上用手擦洗病房， 就像祭司清洁神殿
一样孤独而神圣。
最重要的是，想想你们自己吧。你们有
幸接受了世界一流的教育，面对当下的一切，
你们会如何行动、如何与众不同。
隔离在家给我们留出了许多时间，我
一直在利用这些时间读书。 我在读亚伯拉
罕·林肯的书，惊讶地发现，他的思想至今
看来仍是那么鲜活， 这个保守而谦虚的男
人总是在喧嚣的时代让别人看到希望。
在我们庆祝俄亥俄州立大学成立 150
周年之际，请记住，如果不是林肯签署通过
了《赠地法案》，这所大学就不会存在。（注：
1862 年通过的《赠地法案》，规定由政府免
费提供土地用以创办“赠地大学”。这个法
案使美国各个州分别获得了 3 万英亩土地
创办大学，并且允许大学将这些土地变卖，
用卖地之资作为学校经费。）
林肯当时发现国家正处于水深火热之
中，他选择了迎难而上。他说：“平静的过去
时代的那些信条， 不适用于暴风骤雨式的
现代社会了。 形势严峻， 我们必须随势而
动。我们面对的情况是崭新的，所以我们必
须重新思考，重新行动。我们必须先解放自
己，然后才能拯救我们的国家。”
同学们，你们面对的情况也是崭新的。
你们千万不能被迷惑， 必须睁着眼睛进入
一个充满困难的世界。 你们肩负着撰写故
事的重任，故事不一定是你们选择的，但仍
然完全是你们自己的故事。
你们的未来一片光明， 但你们中的许多
人必须努力奋斗才能获得成功。 现在是你们
的时代。在这可怕的时刻，请重新思考，重新行
动，去创造一个比你们想象中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