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丹奖明师堂
透过教育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明师堂：变革的平台

明师堂成员不仅改变着人们学习的方式，而且改变着人
们对学习的看法。

明师堂成员展示了利用不同角度解决问题的力量。规模
化的教育变革需要研究者、教育家、神经科学家、心理学
家、经济学家、数据分析家以及创新领航者的共同努力。
一丹奖明师堂正是由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

明师堂成员深知，进步来自于从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赋
权学习者和社区、技能互补和团队合作。

解决现实挑战，为变革发声，吸引志同道合之士

明师堂成员彼此分享研究，也将研究分享于教育社群之
中。他们找出教育中最普遍、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并为之
发声，进一步推动变革。

您的参与，至关重要

无论您是亲临一丹奖的活动；为一丹奖提名适宜的候选
人，或提交自我提名；还是帮助传播明师堂成员的工作成
果，都使我们共同的声音更加铿锵有力。你我携手前进的
每一步，都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陈一丹博士

一丹奖创办人

一丹奖的设立旨在使高质量教育惠及更多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
建立起了一个国际社群，希望借助社群的力量实现一丹奖的愿景：透
过教育创造更美好的世界。
一丹奖明师堂汇聚杰出智慧，坚定不移地实现这一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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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丹奖得奖者与明师堂成员 
从不同角度审视教育

一丹奖每年颁发一次，授予对教育研究和教育发展贡献
卓著的个人或团体，团体包含最多三位主要代表。同样
地，一丹奖明师堂成员也来自不同的学科背景。 

我们视这个社群及其相关的活动、工作坊、和组织，为汇
聚杰出智能、交换理念的一种方式。一丹奖明师堂成员
是来自经济学、统计学、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
的教育专家，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兼顾理论研究和实际应
用的网络。

知行合一

“明师堂成员拥有独到的观点与专长。 
他们有改变教育的力量。”

萨勒曼•可汗先生

可汗学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他们成就了一丹奖明师堂──我们在此向您介
绍一丹奖明师堂首批成员。您也可以直接通过
一丹奖峰会及一丹奖会议系列等活动聆听他们
的分享。

认识一丹奖明师堂首批成员

3



4

我们欢迎跨社区资源建设组织（BRAC）的国际执行董
事──穆罕穆德•穆沙(Muhammad Musa）博士，及
BRA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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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兹勒爵士（已故）视教育（尤其是游戏式学习）为变革
的重要催化剂。他于1972年创办BRAC。时至今日，BRAC
已经帮助亚非12个不同国家的1300万儿童。

法兹勒爵士早期发现，女性可以成为驱动孟加拉国进
行变革的力量，因此他的教育愿景重点关注赋权女
性。BRAC建立于1971年孟加拉国解放战争之后。建立初
期，BRAC是一家救济与复健机构。当时，其他组织关注
的都是战争重建后的短期需求，如基础设施、就业、食
物。BRAC则放眼下一代，专注于全方位的扶贫和发展。

BRAC关注的是非正式教育，并探索儿童早期发展，亦曾
在全国推行一个口服补液项目。BRAC团队在工作伊始，
就以系统的方式进行思考。BRAC的每一项计划都经过实
验和改进，再交给与政府合作的人员。BRAC还与学术研
究人员合作、讨论制定计划，找出最行之有效的方式；更
重要的是，投资于女童与女性的教育，这一行动也为孟加
拉国的社区和家庭培养了一代专注投入、充满关怀的社
会变革者。

法兹勒爵士的愿景依旧是BRAC的核心；我们对法兹勒爵
士心有缅怀，长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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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组织之一）
创办人兼荣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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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南特的出发点是：“世界上每个人，无论是谁，无论在
哪，或能否负担得起，都应该获得教育”。 他认为目前只
有少数人获得了应得的教育：“一些国家的教育虽然是免
费的，教育质量却堪忧。另一些国家如美国，拥有高质量
的教育，但大部分人却负担不起。”

edX 是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联手创建的开放在线课
堂平台，免费向学习者提供来自160多个机构的3000多种
课程。目前，来自中国、法国、沙特阿拉伯、香港特别行政
区和约旦等3000多家组织机构正在使用edX平台，推出
自己的网站。学习者可以借助edX，以线上的方式随时随
地进行学习，获得学历，这种方式打破学习时间、地点的
限制，且成本低廉。

“线上学习的潜力会在未来显现出来”，阿南特说道：“
线上学习发展突飞猛进。在5-10年内，我们会引入人工智
能、虚拟现实技术、游戏化、移动教育模块、机器学习等
技术，未来线上学习技术会更上一层楼。”

线上教育不仅为学习者带来便利。从线上学习到线上授
课，教师们也从学习原理中汲取经验，并把教育当作一种
不断自我改进和提高的过程。教师们也在学习如何进行
线上教学，学会主动学习，并把最新的研究应用于教学
实践。

阿南特的平台已经吸引了3500万名学习者。他的故事说
明了如何借助科技打破地域、成本、质量的限制，让所有
人获得教育。阿南特的长期目标，则是让数十亿学习者从
线上教育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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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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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迈勒很早就意识到教育途径对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意
义。卡迈勒的青年时期是在孟加拉国度过的，为此他深知
教育的不平等让很多贫穷家庭的孩子无法上学，并极力
对抗这种不平等的现象。因此，他对教育所面临的挑战进
行了详细研究，在社区中进行相关调查，以调查报告的形
式发布了结论，这份报告吸引了一间加拿大发展机构的注
意。随后，在这间机构的资助下，卡迈勒为因工作辍学的
青少年设计了名为“下午的学校”的系列报告。正是在青
少年时期思考如何为其他青少年建立学校的经历，让卡迈
勒决定要为那些被教育系统边缘化的人提供教育机会，
并将之视为终生事业。  

卡迈勒发现，教育的平均质量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当教
育系统受限于人力、物力方面的资源时。但是，如果可以
建立兼顾教育平等和质量的新模式教育机构，就可以由
内而外地带来更大规模的系统性变革。 

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数十年来，卡迈勒都投身于在孟加
拉国吉大港建立亚洲女子大学(AUW)，AUW是一所国际
寄宿制大学，关注于女性教育，尤其是来自亚洲及中东地
区、父母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AUW相信：人
才并不是某一个社区的专属，社会机构培育人才，符合社
会公众的利益。卡迈勒说，他想传递年轻女性的一点信息
是：无论你来自阿富汗还是柬埔寨、还是老挝、还是东帝
汶的偏远地区，“你有没有鞋子穿并不重要，只要你有勇
气、愿意思考”，AUW的大门就为你而开。

卡迈勒认为，勇气、正义感、同理心是领导潜能的三项表
征。这几项标准正是AUW挑选新入学学生的准则。截至
2020年，AUW拥有来自18个国家的900多名学生，以及由
1000多名新兴领军人物组成的校友网络。几乎所有学生
都获得了全额奖学金。 

卡迈勒还发起并参与指导了世界银行-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共同设立的“高等教育和社会”工作小组（参考www.
tfhe.net）。该小组2000年的《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
危险与希望》报告阐述了高等教育涉及的公共利益，以及
开发具有多样性、监管合理的大学系统的必要性。2006
年，孟加拉国议会采用了AUW的一项标志性章程，该章程
在多个方面都做出了最佳示范，如：机构自治、学术自由、
对低收入家庭学生的优待政策及非歧视政策。 

卡迈勒•艾哈迈德（Kamal Ahmad）先生
亚洲女子大学(AUW)创办人

http://www.tfhe.net
http://www.tfh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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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校基金会(FEN)的建立源自于薇奇的两个想法：第
一，所有儿童都有获得高质量教育的权利；第二，高质量
的教育是减少不平等最有效的方式。薇奇在哥伦比亚乃
至全球的工作都展示出：在创新的推动下，偏远及农村地
区的学校也能营造出积极、合作、个人化的学习环境，让
孩子们以正确的学习方式学习。

薇奇相信，成功的教育绝不仅仅是学习语言和数学，而是
应该注重社会和情绪技能，即：自尊、合作性学习以及平
和的行为。她说：“我们力求身心平衡。”

教育应该关注于学校中的人。薇奇说，多年来，政策制定
者关注的是仅仅通过行政和管理的形式改善教育；但她
认为，真正能够强化教育体系的方式是让学生和老师成
为“变革的主体”，让学校成为变革开始的地方。

薇奇关注伟大教育思想家的理念，例如约翰•杜威(John 
Dewey）, 玛利娅•蒙台梭利 (Maria Montessori) 及利
维•维谷斯基(Lev Vygotsky)等人，但薇奇以更实际、成
本更低、推广性强的方式将理念付诸实践。这些教育思
想家也指出了学习过程、公民身份及民主之间的关系。

FEN对教师与学生采取同样的训练方式。师生们实地参
观新学校基金会的示范学校，亲眼见证教育的变化。FEN
也会对教师的学习过程和策略提供长期支持。

FEN用这样的方式，把学习的关注点“从教师身上转移到
学生身上”，成为发展中国家最持久的教育创新之一。

薇奇•科尔波特（Vicky Colbert）女士
新学校基金会（FEN）创办人兼总监



8

长期以来，传统文化观念认为：人的智力潜能是固定不变
的。卡罗尔的研究则驳斥了这一观点：在适宜的环境下，
学生可以培养成长型思维，并提高思考能力。

研究显示：固定型思维的学生总是担心自己被评判，卡罗
尔在小学也有同样的经历。这类学生认为：努力学习某件
事也意味着自己不擅长做这件事，认为人们会以学习过
程中他们的失败经历和挫折对他们进行评判。卡罗尔认
为：“这限制了你的人生；限制了你可以尝试的事物；限制
了你对陌生、冒险的新理念的接受程度；你把自己排除在
学习这些新事物过程中所获得快乐之外。” 

与固定型思维形成对比的是成长型思维，拥有成长性思
维的学生更倾向于把学习看作是一种挑战，认为失败是
学习过程中自然的一部分（甚至有助于学习）。在这一过
程中，学生们会学习接受挫折及挫折带来的挑战。研究还
进一步显示：成长型思维可以提高学习表现，降低压力和
焦虑水平，帮助人们完成人生阶段的过渡，如青春期。

卡罗尔认为，培养成长型思维需要学校环境和家庭生活
的共同努力，同龄人和家长都是培养成长型思维的重要
因素，但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莫过于教师。有关教师对培养
成长型思维所发挥的作用的相关研究也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也可把这一理念运用到教育以外的领域。不同的组
织也可以拥有成长思维：重视包容性和多样性，相信辅以
适宜的政策和项目方面的协助，每个人都能培养出各自
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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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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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语言系统是如何运转的？乌莎的研究深化了我们
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进一步揭示了读写障碍和发展性
语言障碍的起源。

患有读写障碍的儿童在学校的学习往往非常吃力。他们
知道自己有学习的能力，但是看到同学学习更快时还是
会感到压力。老师也会因此认为他们学习不够努力。乌莎
说: “这会使有读写障碍的儿童觉得自己是另类，情绪也
会受到影响。他们开始认为阅读是一种负面经历，并会开
始逃避这种行为”，长期来看，这种想法也会对孩子的健
康和学习带来负面影响。 

乌莎的神经科学研究表明：语言韵律是儿童学习、语言处
理、并将听到的语言和书面文字相联系的决定性因素，而
这一因素却往往被人们忽视。以儿歌为例，儿语和儿童歌
谣非常押韵，对于婴幼儿的语言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乌莎建议把教育和心理学联系起来，强调游戏式学习，以
及面对面互动对儿童发展的重要意义。乌莎认为，父母、
兄弟姊妹、同龄人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都是科技难
以替代的。

当我们知道了大脑运用语言韵律来学习语言时，也就自
然可以在儿童的幼儿时期让他们进行和语言韵律有关的
活动。乌莎说：“如果我们可以证明这种方式对矫正语言
障碍行之有效，那么它会彻底改变矫正儿童语言障碍的
方式。”

乌莎•戈斯瓦米（Usha Goswami）教授
剑桥大学认知发展神经科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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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攻读研究生时，曾经参加一场以美国教育史上著
名的《科尔曼报告》为主题的研讨会。当时讨论的议题
是“教育机会的平等”。该报告对美国 1964年《人权法
案》的出台影响深远。埃里克因此自问: “经济会怎样改
变我们对学习机会不平等的理解? 可以为这一领域的政
策制定带来什么启示” ? 自此，他的研究带动了一个新
兴分支学科的成长和发展：教育经济。 

埃里克及其同事的工作表明：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
几乎取决于该国人口所掌握的技能。这是一个里程碑式
的发现，影响着整个世界对教育政策的讨论。

科技替代了许多常规工作，人工智能也对许多工作造成了
威胁。埃里克认为，高质量的教育可以帮助人们适应全新
的社会形势，而且想要改善教育系统，就应该先衡量学生
的学习效果。“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不了解
自己的现状，就很难取得进步。” 全球成绩量表(Global 
performance scales)可以提高人们对教育机构的关注，
并将关注付诸行动。人们也应当关注如何把全面的研究
转化为有效的教育政策。 

拥有出色技能、表现良好的师资团队是打造高质量教育
的关键。埃里克指出，我们不仅要关注优秀的教师，更应
该对表现欠佳的教师给予关注。他的研究表明：如果能将
美国排名末尾8%的教师替换为优秀的教师，那么美国的
教育表现就可以从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提高至世界前
几位。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能留住最顶尖的师资，那么
不仅是学生──整个国家经济都会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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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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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关教育的研究数不胜数（其中一些研究的结论
甚至相互矛盾），因此政策制定者很难从中找出哪些可以
作为实践依据。拉里的方法则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筛选
教育研究、进一步提取有用依据的有力工具。

从广义上来说，拉里的目标是把联系相对松散的教育研
究转化为更加严谨的科学，科学在实验中不断积累、在
不同条件下发挥不同的用途。正是凭借这种方法，拉里
为解决许多教育问题，例如班级大小和学校资金提供了
新的视角。

拉里发现了三种强化教育研究的方式：为教育研究建立
严谨的方法；为研究人员提供培训；改进分享研究结论
的方式。

他把这一过程比作循证医学，也就是进行双盲随机对照
实验，对实验进行系统性回顾。这种方法论标准是否可以
帮助教育研究者改善他们研究成果的可靠性和普遍性，
并为课堂变革注入活力呢？

拉里支持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 “社会实
验”的观点，即认为改变并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过程，而
是可以设置若干个试点，看看这些变化会在什么情况下
发挥作用，并进行相应改进，学习去做“以前从未做过的
事情”。

拉里还指出：发达国家有资源帮助贫困国家，解决后者所
面临的教育挑战，但需要政治意愿的推动。发达国家需要
意识到，这一举动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而是出于解决不
平等问题（袖手旁观会加剧不平等）。毕竟，我们如今面
临的最大挑战──气候变化，就是一个全球性难题。

拉里•赫奇斯（Larry Hedges）教授
美国西北大学统计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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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说课程设置或班级规模是鼓励学生学习的首要因
素，倒不如说教师的教学指引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四十
多年来，研究者们记录了在不同教师授课模式下，学生表
现之间的差异。但一直以来，教学仍被当作一种科学领域
之外的“艺术”。因此，我们一直都对教学方法和学生所
学知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知之甚少。

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的支持下，托马斯带领“
有效教学措施”项目（Measures of Effective Teaching 
Project, MET），为探究教学科学打下基础。MET项目收
集了3000多位老师的课堂授课视频，研究人员据此找出
帮助学生实现最显着进步的教学方式和教师。在衡量了
教学方式的差异之后，研究人员又将教师随机分配给不
同小组的学生，以验证教师及教学方法与学生进步之间是
否存在因果关系。实验也表明，前一年中教学最有效的教
师的学生在次年的学业表现也高于平均水平。

“我们的研究说明：我们可以总结出有效的教学方式，并
对其背后的广义原则进行衡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
果我们想全面改善学生的表现，就要把这些原则融入进
教师培训和教师反馈中。MET项目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
要继续深化对有效教学的理解。”

对托马斯来说，教育中最大的挑战在于：在全面执行教育
改革措施之前，没有对教育改革措施进行一个小规模全
面评估。正如我们无法在多数时候预测药品对人体的影
响一样，学生的学习方式与教师教学方式的改变之间的
关系也错综复杂，难以预测。但归根结底，重点在于构建
一个研究基础设施，支持教育改革理念的长期规模化试
点：“能够脱颖而出的教育系统应该具备以下特质──这
个教育系统能够率先试行多个教育理念，并将行之有效
的理念规模化”。这样的系统也会更快识别出常规或传统
的低效做法。

托马斯支持教育主管部门、研究者以及非营利组织的三方
合作，他们可以分享研究依据、培训和材料。托马斯的研
究小组，即哈佛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为在教育机构内
部工作的数据分析师进行培训：帮助他们理解并利用已有
的数据，使系统性试点和评估成为制定决策的组成部分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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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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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汗学院的使命是提供“任何人随时随地可获得的免费
的、世界一流的教育”。

对萨勒曼来说（他的同事更多时候称呼他为萨勒），可汗
学院的使命意味着三件事：为不同课程提供不同语言的
学习材料；激发学习者兴趣，帮助他们取得进步；将学习
转化为机会。

可汗学院帮助学校采取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方式。导师们
让学生按照自己的节奏学习，并会通过互动性练习、测
试、视频和文章查漏补缺。在一些地区，萨勒曼认为这
种方式可以和当地教学方式有机结合；但是在一些教育
基础薄弱的地区，可汗学院可以提高这些地区的教育标
准。

可汗学院也是一个适合实践成长型思维的地方。这里的
教育资源不仅可以支持充满冲劲的学习者，而且可以为
缺乏安全感、难以投入、缺乏自尊因而需要更多支持的
孩子给予支援；在进步飞快的教育体系中，这一类和孩子
很可能跟不上急速变化的脚步，但在可汗学院的帮助下，
孩子们可以按自己的节奏学习，根据自己的理解调整播
放课程的次数。当然，教师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力
投资于师资，因为到头来，真正引导孩子不再羞怯，活跃
起来，步入学习正轨的，是教师、父母、兄弟姐妹、或同龄
人。”

萨勒曼还认为，非营利行业是提供公平的教育途径的理
想选择。“我们都认同一点，即我们不希望看到孩子的教
育仅取决于孩子父母的收入或是居住的地方，非营利行
业的宝贵之处在于它很灵活，可以迅速适应变化，从私有
行业中汲取好的经验，从社会的角度推广 。”

如今，可汗学院拥有1.15亿注册用户。在新冠疫情期间，
月度用户数量从2000万人增加至3000万，用户花在可汗
学院上的时间也增加了60%-70%。萨勒曼希望，未来的
五到十年间，可汗学院的用户数量可达到数亿人，可汗学
院的模式可以带来更多具体可观的结果。

萨勒曼•可汗（Salman Khan）先生
可汗学院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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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迪知道，孩子们的未来取决于他们年幼时与贫困、饥
饿、歧视、伤痛相关的经历，学校系统无法时时提供孩子
们所需的相关支持。儿童所面临的教育问题错综复杂，
与教育系统息息相关，但并非不可解决。温迪认为解决问
题的关键在于共同担负起领导责任。

温迪在1989年建立了“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
，并在2007年参与创立了全球性的教育网络“美丽世界”。
美丽世界由世界上60多个独立、根植本地的组织组成，这
些组织坚信:立足于本地文化的领导者才能带来长久的、
意义深远的变革。因此，这些组织为亟需师资力量的学校
招募优秀的毕业生及专业人士，投资于他们的个人发展，
帮助他们打造长期领导力技能。

在加入的前两年，美丽世界的老师的主要工作以教学为
主，这段经历会帮助许多老师形成自己的观点和优先任
务，很多老师也因此将带动教育系统的变革视作自己的终
生事业。在这群老师中，70%的人未来会继续耕耘于教育
行业。其他人可能会在政策、健康行业等方面继续自己的
职业生涯，为自己的社区建立起一个充满支持的学习环
境。“美丽世界培养教育领导力，以改善儿童教育，为他们
提供更多教育机会，这不仅会为孩子们带来更好的未来，
也会为我们所有人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 

美丽世界招募教育领导者。仅5%的申请者可以通过招
募，他们拥有领导力的特质：对每个孩子的潜力都有信
心、成就卓著、面对挑战时不屈不挠，坚持与学生、家庭
和整个社会建立起联系纽带。

温迪认为，个人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教育的深远变革必
然来自于众人对整个教育生态系统的共同领导力──这
个生态系统包括从课堂、学校、到教育系统管理、从高等
教育机构到非政府组织、从政策层面到政府层面。

“当这些人建立起联系，拥有共同的愿景，向同一个目标
努力，并非各自为政，而是齐心协力，共同在教育系统中
发挥领导作用时，这个系统才能更好地为边缘化的儿童
服务：此时我们会见证真正的变化的发生。”

温迪•科普（Wendy Kopp）女士
美丽世界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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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夏曾说：“孩子的大脑生来就为学习做好了准备，
可以随时开始学习──当时机成熟，孩子们就可以展翅
翱翔。”

早期学习经历决定着孩子们的思考能力、在校表现、健康
和行为。一些脑测量技术可预测6个月大的儿童在五岁时
的阅读能力。

最重要的是，帕特里夏认为学习是一种互动性体验。以语
言为例：婴幼儿通过从体验中搜寻统计规律，从而“破译
语言”。他们会计算不同声音的分布频率，把不同音节串
联起来，并把这种因果联系引申到现实世界中。

在这一过程中，社交互动非常重要：孩子们是通过模仿、
注意力、同理心、共鸣来进行学习的。“小孩子们要是想学
会语言，那要通过和另一个人的语言互动才行。孩子们计
算声音的分布频率也要以社交互动为基础”。但帕特里夏
也看到，科技会把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校连接
起来，更多样的人可以通过一个更集中、更亲近的平台进
一步互动。

婴儿的学习过程是轻松不受限制的，不过教育会促进大
脑中与专业知识相关的网络的形成──使我们对新理念
的接受程度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如果我们能进一步了
解儿童学习的社会环境，或许可以揭秘学习的动机，保持
对新事物的热情而不受年龄的影响。

大脑不是固定的，它极具可塑性。一些教育家认为神经
元回路决定了孩子是否擅长数学、语言、阅读。帕特里
夏不同意这种看法。“人们总是在谈论天生的、固有的
技能……但大脑是可以对经历做出反应的器官，通过激
励，不断提高自身表现。你可以像训练肌肉一样，训练你
的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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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ABS)联合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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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女童教育带来的种种间接好处，人们会首先想到更
低的生育率，更好的家庭健康。但作为女性教育活动组织
（CAMFED）的领导者，露茜和另一位明师堂成员安吉•
穆里米尔瓦（Angeline Murimirwa）知道女童教育的意
义远远不止于此。女童教育是社会正义的基础。 

CAMFED 由安•科顿 (Ann Cotton)于 1990 年代初期
在津巴布韦发起的一项奖学金计划演变而来，该计划挑
战了当时的传统观念：家庭中的女孩不应该上学。露茜
说：“我们就是为了证明，如果不是因为贫困的影响，女
孩会和男孩一起上学。”

为了证明这一点，她们成立了 CAMFED 协会
──CAMFED如今拥有 157,000 名成员──支持女
孩毕业后的教育，帮助年轻女性应对社会中的重大挑
战。CAMFED的工作已经扩展到加纳、马拉维、坦桑尼亚
和赞比亚。

CAMFED汇集他们所工作的社区中的数据、研究依据和
研究结果。与政策制定者会面时，CAMFED利用这些数据
为社区争取权利，强化政府对每一名教育被边缘化的女
童所担负的责任。“赋权社区，保障社区内的教育，才能
为女孩未来获得成功创造环境”， 露茜说。CAMFED 的
模式意味着女童教育问题可以在本地得到解决，这种解
决方式具有成本效益，可以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如各
级教育部门的支持。

世界上一些教育系统中的理念和做法未能与时俱进，加
剧了教育的不平等，露茜认为明师堂具有挑战这些传统
理念和做法的潜力。正如她所说：“明师堂的每位成员都
展示了他们独特的思考方式，使我们有机会告别更传统
的教育模式，积极接受新的观点。”  

露茜•莱克（Lucy Lake）女士
女性教育活动组织(CAMFED)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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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吉与露茜是首个以团队形式获得一丹奖的得奖者。安
吉既是CAMFED的领导者，也曾是CAMFED的受助者：她
是首批获得 CAMFED 奖学金的津巴布韦女孩之一。

她的经历苦乐参半。当她在小学班上名列前茅时，她哭了
──不是因为高兴，而是不知所措：她的家庭负担不起她
读完中学的费用。

CAMFED 帮助安吉承担了这一经济负担，安吉与其他 20 
名有类似经历的女孩熟悉起来。CAMFED开始在全国活
动中将学者汇聚在一起，建立了一个更强大的网络，最终
成为 CAMFED 协会。

安吉说：“就算只有一个女孩辍学，在没调查清楚辍学原
因之前，我们是不会罢休的”，她补充道：“当与我们合作
的大多数政府看到，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孩子为出发
点时，都震惊不已”。CAMFED如今拥有超过 157,000 名
成员， 从乡村社区到部长级委员会，CAMFED帮助女性
在社会各个层面发挥作用，为边缘化群体发声。 “这一
切都来源于我们的使命感”，安吉说。

安吉深知，如果决策者自身也有被边缘化的经历，则更能
够感同身受，带来更深远的影响。“我梦想有一个时代，
更多女性可以担任领导职位……有更多的决策者对边缘
化的经历有切身体会……她们的加入不是说说而已。她
们会平等地参与决策制定，这意味着担任领导职位的人
能够感同身受。”

女性会成为这个世界教育系统的坚定捍卫者，督促政府承
担起重要的教育投资，使政府对教育系统落后的群体时
刻保持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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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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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卡尔所思考的可不仅是物理
学；他还在构思如何让人们学会像物理学家一样思考。他
在执教生涯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学业成绩并不能准确
地衡量学生作为物理学家的表现。人们认为具有科学天
赋的人，往往是受过高质量教育的人。卡尔认为，我们应
该教授学生如何像专家一样做出正确的决定。

 “学习使用知识和推理过程来做出决策，这才是良好教
育的根本目的──学习在生活中做出更好的决定 。”

卡尔认为，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改善教学效果，
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证明了这一点。在一项研究中，他发现
学生在物理课结束 15 分钟后，只记住了10% 的授课内
容。然后，他把在研究中发现的学习原则运用到实际中，
这些原则包括：协作工作、制定决策、解决问题和汲取反
馈。按照这种方式，学生在课程结束两天后记住了90%
的授课内容──且他们对概念的理解也大大增强了，这
种方式还提高了他们学习物理学的信心，以及解决问题
的能力。

卡尔还认为，大学教授们的一些看法需要改变。即使在
最顶尖的大学中，教授们也倾向于将学生分为天赋型选
手和普通型选手。但是，如果他们可以相信，在有适宜的
教育机会的前提下，每个学生都可以获得成功呢？

“有效的教学是一门科学，如同医学一样。学生都是人。
他们的生理条件几乎无异，因此学习的方式也几乎是相
同的。医生并不会说：我认为这个病人没有康复的生理
天赋，所以我不会努力治愈他。身为老师，也不应该这样
做。”

卡尔认为，我们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方式，及可以有效支
持人们取得成功的教育方法。

卡尔•威曼（Carl Wieman）教授
斯坦福大学物理学和教育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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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教授于 2000 年创立了中国最大的教育改革实验──
新教育实验，并一直领导该计划。新教育实验的整体理念
和方法帮助学校生态系统建立起了一个框架：以极低的成
本，培养学习的成长型思维，赋权师生，以帮助新教育共
同体成员获得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朱教授认为，良好的教育可以使内心、灵魂和思想达到
和谐状态。学习可以提升幸福感，帮助人们发现更好的自
己──充分发挥他们作为学生、教师或家长的潜力。但在
应试型教育体系之下，教师倾向于纠正孩子的缺点：对所
有孩子采用一刀切的标准，而不是打造、发挥孩子们的长
处。

新教育实验创新性地通过持续学习的方法来培养教师。
朱教授希望教学是充满抱负的，并通过专业的阅读、写
作、随笔和口语能力来强调专业发展。“我们希望教师能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自立的同时，分享所学。”

20多年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5600所学校──其
中一半位于农村和贫困地区──参与了新教育实验。新
教育实验培养出了中国最受认可的教师和学生，而且参与
新教育实验的学生的学业成绩明显高于未参与的学生。 

朱教授还是学术界、教育研究和创新领域的领军人物，在
中国教育政策研究所和北京大学任职。他还创办了21世
纪教育研究院和中国教育30人论坛。朱教授也在政府部
门中任职，包括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这些任职帮助他进一步将教育理念转化为政策。

朱永新（Zhu Yongxin）教授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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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师堂成员集思广益，会带来难以想象的积极改变”

温迪•科普女士

美丽世界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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