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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后立未来可期

教育的普及是上世纪进步最重要的动力之一，为我们带
来了机遇，培养了社会所需的技能、研究能力、社会和公
民态度，支持着社会的运转，但我们却已对教育带来的益
处习以为常。这次新冠疫情对教育造成巨大冲击，使我们
意识到，我们应对这次教育危机的方式，决定着下一代人
的梦想和抱负。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发现，世界在经历重创后，往往迎
来蓬勃复兴。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为例，在经历殖民主
义、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全球经济萧条和两次世界大
战的重创之后，《世界人权宣言》问世，阐述了个人权利
及政府对其人民职责的新愿景，《宣言》吹响了变革的号
角，指明了未来的方向。

自一年前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逾10亿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受到了影
响。但直至现在，我们才意识到这些影响带来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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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报告中：

未来的学校

面向未来的学校系统

关于国际合作

教育是制胜法宝

《宣言》第二十六条指出：“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
句话简单，却意义深远。我们对教育的意义深信不疑，因
为我们看到过去70年来教育在全球取得的巨大进步，及
随之而来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教育让我们过上了更
健康长寿，更稳定繁荣的生活。

下一代人则面临着一系列新全新的生存挑战，如气候变
化、就业和科技格局的改变、不平等问题，以及某些地区
长期存在的政府治理挑战。

我们需要思考：教育体制应如何帮助为下一代应对这些
挑战。当下世界在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存在诸多分歧，
更易陷入四分五裂，教育能否成为力挽狂澜的一剂良药？
年轻一代希望通过获得良好的教育，从而过上理想的生
活，不惜为自己的教育投入重金，教育能否继续帮助他们
实现梦想？我们是否能够重建后疫情时代的教育体制，令
其更完善、更公平、更契合下一代人的远大抱负？我们希
望教育能够为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法。我们也相信，以此
重新思考教育的宗旨，有助于发挥学生领导力的潜能，使
他们能够引领一个更和平、包容、可持续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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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学校

教育文献中反复强调“未来学校”和“二十一世纪技能”的概念。
大家普遍认为，二十世纪的教育模式已跟不上二十一世纪的脚步。
当今 世界更为重视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同理心、
成长型思维、批判性思维、领导才能、创新和专家思维。
那么21世纪的教育如何与时俱进?研究为我们指明了一些可行的方向:

1. 教师和学校领导层在教育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神经科学、儿童早期发展、教育心理学、经济学及科学教
育的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教师和学校领导层在提升
学习方面的重要意义。他们的愿景、人际关系、创造力和
主动性为我们改进教育体制提供了空间。为此，我们应当
为教师教学的有效性制定更多样、准确的衡量依据，使教
师能够获得、并科学利用更专业的教育及培训资源。学校
领导层需要与时俱进，兼容并包，在整个教育体制中做好
领导力建设。

2. 教育者们应该从科学的角度，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和早
期学习环境

婴幼儿和早期教育都是儿童学习的高速发展阶段。神经
科学展示了婴幼儿大脑的发育方式，让我们了解到儿童
的学习方式，并总结出有效的教育实践建议。华盛顿大学
学习与脑科学研究所联合总监帕特里夏‧库尔（Patricia 
Kuhl）教授说：“早期的大脑求知若渴，当时机成熟，孩
子们就会展翅翱翔。”如果一个学习环境能带来快乐的
体验、丰富的社交、并鼓励儿童好奇心、发问精神及主观
能动性，孩子们也会从中受益。这项研究也帮助我们更早
识别出神经多样性学习者，并提出有效的矫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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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新构思教育和课程设置

人们对教育存在两大误解，第一个误解是：智力和天赋都
是固定不变的，这种思想仅以狭隘的标准衡量一个人的
天赋，不利于儿童的学习。第二个误解是：考试结果衡量
了孩子未来的成就，这导致考试结果成为教育机会的主
要分配依据。未来的学校应该衡量的是社交情感技能、
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精神、思维方式和公民意识等真
正重要的方面，而不仅仅是学术成绩。

4. 线上教学的可能正在与日俱增 

在线课程可以提供更普惠、优质的教育。学生可以借助新
型数字工具、高效的教学系统等方式实现能力的飞跃。
在技术的帮助下，世界各国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分享不同文
化氛围的学习方式，对他人的学习方式有了更进一步的
认知。

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的学习方式将成为未来的常态，这种
方式可以充分发挥线下教学的长处，并抓住线上教学互
动带来的机构、社会、经济、地理方面的机遇，使学生以
不同的方式获得学历资质，学习过程更加自主化、社交
化、主动化及技术化。

为进一步推进线上教学，学校应尽快平衡线上与线下
教育的投资力度，使人人公平享有互联网和数字公共空
间。

“个性化学习和学生自驱学习正方兴未艾。教育应该
以学生为本，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应发展主观能动性和
专业技能；教育者也应该营造社交互动氛围，作为学
生积极性和好奇心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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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人和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创新能力与从实践中学习
的能力

学校系统和教育应该以人为出发点，以科学实践为导向。
同时，开展跨学科研究（例如整合经济学、神经科学和教
育等领域的知识），可以为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带来灵
感。从教育从业者的角度看，教育从业者可以通过运用更
科学的衡量和分析方式，不断精进教学成果。

2. 细致的教育研究和有力的研究依据，可帮助学校为未
来做好准备

学校系统在进行科学教育试验时，应严谨循证，对研究
依据设置严格标准，并保证学校系统中的每个人都必须
参与其中。例如，教师应参与收集研究依据的过程，并将
其运用于课程设置之中；学生应勇于尝试、锻炼决策制定
的能力。我们可以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探索发现”；事实
也表明，当组织机构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方案解决挑战时，
成效显著。

面向未来的学校系统

“当前体制中，被贫困、性别、地理、种族和残疾边缘
化的群体，尤其应该享有更多的学习机会，而教育赋予
了他们更多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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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坚持用公平驱动创新

教育进步应惠及真正有需求的人。当前体制中，被贫困、
性别、地理、种族和残疾边缘化的群体，尤其应该享有更
多的学习机会，而教育赋予了他们更多的发言权。我们的
研究显示，在寻找教育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当我们坚持以
有力的、以人为中心的方法来推动公平时，会带来令人惊
叹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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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民间参与者发挥重要作用

在泰国宗滴恩全民教育大会上，一位与会代表说道：“教
育太重要了，因此我们不能只靠政府。”政府可以适当放
权，让新思路百花齐放，使教育改革蓬勃发展。因此，无
论是社区合作伙伴、倡导团体还是新型服务提供商，这些
民间参与者在提供教育服务和持续创新方面，都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

5. 将创新转化为系统转型，仍任重道远

与一丹奖基金会相关的一些组织，正通过将创新想法注
入现有的学校系统，推动对现有系统的规模化改革，培
养一代致力于改善教育的领导者，并鼓励他们无论从事
任何职业，都勇于担当起教师、管理者或教育倡导者的角
色。例如，来自哥伦比亚的新学校（Escuela Nueva）模
式和中国的新教育倡议的校友担任了政府中多个重要职
位，为主流体制看待挑战和解决方案带来了新思路。

从另一个角度看，技术专家也为学校和教育系统的构想
和优化出谋划策；研究者通过揭示什么方法可行，哪些方
面可行以及为什么可行，并提供高质量的相关依据，从而
不断促进政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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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体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看到：首先，使儿童在稳健的
早教环境中拥有良好的教育开端，进而平稳过渡至正规
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其次，我们也意识到拓展教育体制
带来的机遇，教育体制如果着眼于未来，更能够打造高
水平的师资力量，充分利用线上线下融合教学的机会优
势，通过培养学生好奇心、主观能动性、成长型思维及专
家思维模式，提高学生能力；第三，建立一个普惠、包容
的教育体制也会为我们带来机遇，这个体制注重理解孩
子的个性需求，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第四，建立一个
开放、多样化的教育体制、为民间参与者及新型服务提供
商提供发展空间，倾听他们的创新想法，也是未来我们的
机遇所在；最后，打造新型教育机构，这类机构鼓励进行
改变，并思考这些改变是否真正有利于进步，有效的改变
方案可以经得起实践论证，能够为积累科学知识提供有
利支持。

社会复兴之路需以教育为核心，用教育的力量去培育一
代扎根当地的领导者，以使他们打造一个更和平，包容和
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在世界各
地各级教育体制中培养一批更高水平的领导者，提供他
们所须的网络支持与全球知识共享基础设施，协助他们
互相学习。

我们致力于促进教育领域国际合作的目标，迫切希望能
够与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一道，提出关键性问题，分享新
成果、尝试新模式，为教育改革添砖加瓦，保驾护航。

关于国际合作

世界上大多数儿童成长于教育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教
学系统已不堪重负。全球化将经济、环境和社会紧密相连，因此这些
儿童的教育问题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些国家正在努力改善现状，
但他们可利用的资源基础薄弱，且在教育体制亟待扩张的需求面前，
难以提供稳定的教育资源。富裕国家和国际组织可以提供援助途
径，但仍需政治意愿来助力推动。

“社会复兴之路需以教育为核心，用教育的力量去培
育一代扎根当地的领导者，以使他们打造一个更和平，
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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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奖明师堂正在联合起来，利用其
专业知识和影响力来解决教育中最紧迫
的问题。”



13

他们之中有研究学者、教育家、脑神经科学家、心理学
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前沿创新领航人 —— 他们齐
心协力，透过教育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他们从零开始，一步步为边缘化社区建立了教学系统；揭
秘了大脑的学习模式；建立数字学习平台，拓宽了学习者
获得学位的途径。

他们改善了世界上数十亿人的教育。如今，他们汇聚起
来，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及影响力，共同解决教育中迫在
眉睫的难题。

一丹奖明师堂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明师堂将：

‧ 齐心协力，解决现实世界难题 —— 在学习项目中充分
利用人类发展科学的新依据，通力合作，提高一丹奖
得奖者及明师堂成员研究项目依据的质量。

‧ 向公众介绍最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研究 —— 明师堂
成员会将自己的工作成果分享给更多人。

‧ 在重要问题上积极建言——在未来的学校、互联互
通、科技的作用、教师的发展等方面集思广益。

13

2020年12月，一丹奖基金会成立一丹奖明师堂。
明师堂由来自世界各地的16位顶尖教育研究及教育实践专家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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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兹勒·哈桑·阿贝德爵士 (Sir 
Fazle Hasan Abed KCMG)，跨社
区资源建设组织（BRAC）创办人兼
荣誉主席（已故）*

明师堂成员名单

卡罗尔·德韦克 (Carol S. Dweck)
教授，斯坦福大学刘易斯及维珍尼
亚‧伊顿心理学教授

阿南特·阿格瓦尔 (Anant 
Agarwal)教授，edX创办人兼首席
执行官，麻省理工学院教授

乌莎·戈斯瓦米 (Usha Goswami)
教授，剑桥大学认知发展神经科学
教授

卡迈勒·艾哈迈德 (Kamal 
Ahmad)先生，亚洲女子大学 
(Asian University For Women)创
办人

埃里克·哈努谢克 (Eric A. 
Hanushek)教授，斯坦福大学胡
佛研究所保罗和让‧汉纳高级研究
员及教授

薇奇·科尔波特 (Vicky Colbert)
女士，新学校基金会 (Fundación 
Escuela Nueva)创办人兼总监

拉里·赫奇斯 (Larry Hedges)教
授，美国西北大学统计学系主任

*由跨社区资源建设组织的国际执行董事穆罕默德·穆
沙 (Muhammad Musa) 博士及国际教育研究所执行总
监伊琳·玛丽姆 (Erum Mariam) 博士在明师堂中代表
法兹勒爵士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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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教育系统不仅培养学生，而且培养未来的领
导者——一个更包容、更可持续、更和平的世界。”

托马斯·凯恩 (Thomas Kane)教
授，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沃尔
特‧H‧盖尔教育与经济学教授

露茜·莱克 (Lucy Lake)女士，女
性教育活动组织（CAMFED）首席
执行官

萨勒曼·可汗 (Salman Khan)先
生，可汗学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安吉·穆里米尔瓦 (Angeline 
Murimirwa)女士，女性教育活动
组织（CAMFED）非洲项目执行总监

温迪·科普 (Wendy Kopp)女士，
美丽世界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办人

卡尔·威曼 (Carl Wieman)教授，
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和教育学院教授

帕特里夏·库尔 (Patricia K. 
Kuhl)教授，华盛顿大学学习
与脑科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Learning & Brain Sciences)联合
总监

朱永新 (Zhu Yongxin)教授，新教
育实验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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