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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眼里

只有“资源”和“故事”

Editor’s  Note

        2016年7月22日，“顶思”公号发出第一篇文章，《顶

思TopSchools | 国际学校资源中枢》，种下一颗小种子，发

愿成为国际学校资源中枢，助力中国基础教育国际化。

        两年多过去了，我们的公号已发出超1500+文章，其中

原创640+篇。今天顶思公号仍以“日更”节奏，生产着原创

教育内容。而当年的初心，经过数次解构和重组，顶思形成

了顶思媒体、顶思研究、顶思学院和顶思人才在内的四大服

务体系。

        回到顶思媒体，虽是“日更”，我们却发现，教育媒体是一

个冷媒体，两年前报道分享的文章，今天依然可看值得看。

常说教育是农业，也就是这个理儿。教育中的“变革”，并

没有想象中来得那么快。所以，我们决定做一本刊物，把好

的文章，再校对再整理，沉淀下来，以飨读者。

       为什么起这么一个叫起来有点奇怪的名字，“思个”呢？

       因为，顶思所有的业务，从媒体端开始，到大会、培训、

研究和人才，其实就只在做一件事，即关注学校、教师和学

生的个性化发展。

       那么一个人、一所学校，他们的“个性”源自何处？在我

们眼里，只有“资源”和“故事”。

       “资源”，就得说说顶思的Slogan：“连接改变教育”。

我们力求消除信息不对称，为国际学校行业创建一个以分享

和交流为主要目的的智慧社群。这是资源共享，如此，学校

才有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

       “故事”，我们则努力走近国际学校运营过程当中，每一

个环节上的个体，挖掘他们真实又独特的声音。如此，才有

可能发生奇妙的反应，让好的“改变”来得更快一些。

       因此，思来思去，“思个”这名字就冒出来了。大家一起

来讲故事、听故事。英文“Thinkers”则表示，这故事不能

瞎说，需有判断和思考。

         第一期，我们把眼光落在了“国际教师”身上。如何来

界定“国际教师”，广义上我们认为，在国际化学校中外籍

就职人员，都可算是“国际教师”，不只是一线的教学老师，

行政人员、管理者和校长都包含其内。国际教师的素养，直

接决定着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围绕“国际教师”，又可延

伸出诸多话题，如薪酬和福利水平。

        我们从最关心的薪酬出发，摘取了顶思《2019国际学校

薪酬和教师发展报告》的精华部分，一张张精心制作的图

表，一眼看出行业“内幕”；教师小白如何入门，如何提高

自己的职业素养，我们收集到顶思人才部门同事给出的专业

建议；创新教学及师生关系的变革，我们收录了顶思学院培

训和工作坊上国内外资深教学专家的干货分享。

        另外，“课程动态”和“看全球”栏目，为国际教师提供

全球视野和新知；“教师专栏”“校长专栏”，听听来自一

线国际教师的声音；“评论”和“人才万象”，则让我们窥

探到行业热点话题背后，需要反思的地方。

        最后，特别推荐下今年4月23日的世界读书日，我们向全国

16所国际学校校长征集来的推荐书单。因为要求一位校长只能

推荐一本书，所有校长的推荐理由，值得细细品。

      说到底，“思个”是大家的，是我们每个人的，欢迎国际

教育界同仁们，有事没事来思一个。

顶思媒体执行主编 厉校麟



研究与数据

2019国际学校人才薪酬报告

直击行业薪酬“内幕”

无论是一所成熟运营的学校还是新建学校，人才都是学校发展的先决条件。这其中，影响人

才的“选、用、育、留”，最为关键的则是人才的薪酬水平和福利政策。

因此，薪酬研究对于民办国际学校运营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更好地了解市场宏观层面的

基本水平，不仅可以帮助国际学校的领导者和人力资源团队制定更有利的薪酬政策，还可以

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简历更为完善的薪酬体系。对于教师而言，薪酬调研还可以

更积极地引导人才的合理流动，让双向选择更加地透明。

基于此，我们特别制作由顶思研究团队出品的《2019年国际学校薪酬和教师发展报告》精华

版本。一张张清晰直观的图表，直击行业薪酬“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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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数据

国际学校人力资源管理现状

调研目的和意义

国际学校薪酬特点

样本学校办学主体与办学规模

调研方法论和调研样本量

组织架构：“一正两副”和“一正三副”成主流01

教师招聘：“学科专业水平”是最主要考量因素02

薪酬水平：外籍教职工平均薪酬为中方教职工的两倍03

福利体系：福利框架大同小异，但具体执行大相径庭04

绩效评估：过程评价仍是绩效评估的“痛点”05

教师培训：意识已形成，体制还有待完善06

从业压力：满意度普遍偏低，培训发展是关键原因07

•了解国际学校人才市场的基本水平；
•反应国际学校人力资源管理发展现状；
•为国际学校领导者和人力资源团队制定薪酬福利政
 策提供行业参考数据；
•为国际学校教师招聘提供人才画像；
•为国际学校绩效考核与教师发展提供执行建议；
•从人力资源管理层面推动教育国际化的发展。

•调研方法：定量调研、定性调研、案例研究
•调研时间：2019年1月至2019年3月
•回收样本量：
  在线问卷有效样本量128份；

  Excel数据模型有效样本量34所，涉及岗位信息和薪酬水平的有

  效样本量近2000个。

  定性访谈，深度调研了10所国际学校。

•管理层平均月薪突破3万，但总监级别的管理者平均月薪不到校长的一半，非教学岗位专员的平均薪酬比教学岗位
  的平均薪酬低了50%左右；
•IBDP课程教师的平均薪酬高居榜首，但中外籍教师平均收入差距也达到50%；
•AP课程平均学费最低，但AP教师薪酬中位数高于A Level & GCSE 教师；
•学历与薪酬呈“博士>本科>硕士”阶梯分布；
•助教平均薪酬远低于学科教师，幅度为60%；
•区域间教师薪酬差异进一步缩小，一线城市比二三线城市教师平均薪酬高12%-13%左右；

Excel数据模型

61%民办学校

其他类型
国际学校

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

公立学校
国际部

12%

9%

18%

在线问卷

67%民办学校

其他类型
国际学校

外籍人员
子女学校

公立学校
国际部

20%

7%

6%

国际学校调研受访者所在学校办学性质及占比 国际学校调研样本学校办学规模

在线问卷 Excel数据模型  

898 124

平均教师
人数

平均教师
人数

532 92

平均在

校生人数

平均在

校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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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所在区域

国际学校管理层平均薪酬

江苏

江苏

14%

25%

15%

23%

6%

13 %

4%

22%

3%

上海

上海

19% 北京

北京

13%
浙江

浙江

10%

四川

9%
广东

广州 深圳

其他地区

广东
（除广州和深圳）

7%
重庆

3.5%

湖北

3.1%

江西

2.1%

安徽

2%

天津

1.6%

陕西

1.4%

在线问卷

Excel数据模型

国际学校调研受访者所在城市及占比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学校管理层的薪酬主要由基本薪酬、绩效和年度奖金组成，国际学校的管理岗位平均月薪为
30,500元/月，平均年薪为336,000元/年，平均年度奖金为48,600元/年。

外方校长的平均月薪比中方校长高23%左右。外籍副校长的平均薪酬比中方副校长的平均薪酬高53%左右。民办双
语学校总监级别的管理层多数为中国籍，平均月薪不到校长的一半。

平均月薪
（单位：元/月）

30,000

中方学术
校长、副校长

46,000

外方
学术校长

平均年薪
（单位：元/年）

360,000 552,000

年度奖金
（单位：元/年）

80,000 80,000

中方学术
校长、副校长

外方
学术校长

中方学术
校长、副校长

外方
学术校长

平均月薪
（单位：元/月）

44,000

中方校长

54,000

外方校长

平均年薪
（单位：元/年）

528,000

中方校长

648,000

外方校长

年度奖金
（单位：元/年）

100,000

中方校长

100,000

外方校长

国际学校校长级别平均薪酬 国际学校副校长级别平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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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教学岗位平均薪酬

国际学校教师教授课程不同，会影响教师收入。以国际学校高中段为例，对比IBDP、AP、A Level、GCSE和ESL
老师的收入，我们发现IBDP课程的中外籍教师收入都是最高的，比AP教师高32%，比 A Level老师高35%。

对比统计的学费，AP学校的平均学费并不是最高的，但外籍教师的平均薪酬与比A Level外籍教师平均薪酬高4%左右。

中国籍

GCSE

15,950

29,500

15,000

7,880

22,879

16,250

31,000

25,750
25,920

18,110
18,250

35,700

28,500

20,000

27,000

30,862

17,545

11,645

20,190

40,180

31,631

21,951

31,302

13,600

8,100
6,500

9,066

23,546

20,247

18,161

20,590

12,000

7,000

12,110

8,000

12,000
12,184

10,000

6,500

11,207

0

30,000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35,000

40,000

45,000

A Level AP IBDP ESL

外籍 中国籍 外籍 中国籍 外籍 中国籍 外籍 中国籍 外籍

月薪90分位数 月薪50分位数（中位数） 月薪10分位数 平均数     单位：元/月

国际学校不同课程中外籍教师不同分位平均薪酬

360,000

264,000

288,000
276,000

204,000

240,000

408,000

264,000

教
学

总
监

运
营

总
监

市
场

/招
生

总
监

财
务

总
监

人
力

资
源

总
监

学
生

事
务

总
监

升
学

指
导

总
监

外
籍

升
学

指
导

总
监

平均月薪    单位：元/月 平均年薪    单位：元/年 年度奖金    单位：元/年

国际学校总监级别平均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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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教学岗位不同职级平均薪酬

国际学校教学岗位的教师职级不同，薪酬差异也较大，中国籍的年级组长、学科带头人以及学科教师之间的平均薪
酬差异在14%左右，学科教师与助教之间工资差异比较大，达到了60%左右，而外籍教学岗位的职级中，学科带头
人的平均薪酬比年级组长的平均薪酬高23%左右，而年级组长的平均薪酬则笔学科教师的平均薪酬高6%左右，外
籍学科教师与助教的平均薪酬更是达到了300%。

国际学校教学岗位薪资增长百分比

中外籍教师的薪资增长比例基本一致，外籍员工薪资增长比例提升了0.6个百分点，而中国籍员工薪资增长比例提
升了0.4个百分点。而影响个人薪酬涨幅也有多方面因素，比如通货膨胀、工龄、职位级别、个人绩效以及员工薪
酬所处的薪酬区间等。本次调研中，我们发现绩效表现是影响个人薪酬增长的主要因素，其次是教师的工龄与职位
级别，通货膨胀与员工所处的薪酬区间对薪酬增长的影响最小。

中国籍   2017-2018  

8.80% 8.40% 7.50%

8.10%

中国籍   2018-2019 单位：百分比/年

外国籍   2017-2018  外国籍   2018-2019

国际学校不同职级中外籍教师平均薪酬

2017-2019年国际学校
中外籍教师薪酬增长百分比

中国籍

单位：元/月

年级组长

外籍

学科带头人 学科教师 助教教师

27,583

14,921 17,410 13,238 8,306

34,174 25,943
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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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其他职能岗位薪酬情况

本次调研结果显示，除总监级别的管理层外，其他职能主任主管级别的平均薪酬比高级专员级别的平均薪酬高30%
左右，而助理级别的平均薪酬比专员级别的平均薪酬也低34%左右。国际学校的其他职能岗位也是国际学校组织架
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他职能岗位的专员级别平均薪酬达到了10,939元/月，比教学岗位的平均薪酬低了50%左右。

平均月薪 一线城市月薪 最高月薪        单位：元/月

55,000 50,000

40,000

43,000

27,000 30,000

30,000

24,000 15,000 15,000 12,000

15,000 14,000

16,000 18,000

21,000 23,00010,000 12,000 11,700

9,000

8,800

8,500 8,000

6,7006,500

54,000 40,000 48,400

28,000

28,000 33,000 30,000

16,000

13,000

13,500

22,000

21,000

20,000

20,000 10,000

12,000

97,0012,500

11,000

8,500

8,250

8,2007,4007,000

8,400

6,200

7,150 4,750

4,500

5,000

主任主管 专员 助理总监 总监

运营岗位

主任主管 专员高级专员 助理总监

专员 助理总监 主任主管 专员主任主管 专员 助理高级专员总监

财务岗位市场／招生岗位

采购岗位人力资源岗位升学指导岗位

国际学校非教学岗位平均薪酬

主任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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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不同区域中外籍教职工保险福利占比

国际学校保险福利情况

保险福利包括了社保（五险一金）以及额外商业险。我们发现，67%的一线城市国际学校仅为外籍非教学员工购买
补充商业险，年度人均保费为7,700元左右；中国籍非教学员工的保险福利则主要由五险一金构成，有半数的国际
学校还为中国籍非教学员工购买了补充商业险，年度人均保费在2,300元左右；而在二三线城市中，85%左右的国
际学校为外籍非教学员工提供补充商业保险，年度人均保费为8,500元左右，略高于一线城市的外籍教职工的保险
金额。

外教 外籍非教学员工 中教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67%

67%

83%

100%

33%

33%

33%

33%

50%

50%

83%

83%83%

100%

0%

0%

83%

100%

17%

0%

0%

0%

0%

0%

0%

0%

83%

100%

67%

17%

17%

83%

中教
社保或五险一金
100%

外教
补充商业险
67%

外籍非教学员工
补充商业险
67%

中国籍
非教学员工
补充商业险
50%

中教
补充商业险
50%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社保或五险一金
100%

外教
人均保费
7725元/年

外籍非教学员工
人均保费
7670元/年

中教
人均保费
2844元/年

中国籍
非教学员工
人均保费
1644元/年

医疗 人寿 意外养老失业 其他生育 工伤

外教 外籍非教学员工 中教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79%

79%

93%

93%

100%

79%

50%

50%

0%

0%

86%

86%

外籍非教学员工
社保或五险一金
11%

外教
社保或五险一金
21%

中教
社保或五险一金
100% 外教

补充商业险
93%

外籍非教学员工
补充商业险
78%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补充商业险
50%

中教
补充商业险
43%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社保或五险一金
100%

外教
人均保费

8585 元/年

外籍非教学员工
人均保费

8560 元/年

中教
人均保费

2072 元/年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人均保费

2231 元/年

79%

79%

0%

0%
14%

14%

14%

0%

0%

0%

0%

0%0%

0%

86%

86%

21%

11%

86%

86%

医疗 人寿 意外养老失业 其他生育 工伤

（一线城市）

（二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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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住房福利情况

本次调研的住房福利由免费住房与住房补贴组成。各地区的国际学校普遍为外籍非教学员工提供免费宿舍，一线城
市提供单人间的比例略低于二三线城市；一线城市的国际学校为中国籍教师提供免费住宿的占比略高于二三线城
市，且各地区均以双人间及以上的宿舍为主。在住房补贴方面，一线城市的住房补贴占比与金额均高于二三线城
市，人均住房预算上，一线城市平均比二线城市高60%左右；外籍非教学员工的年度住房津贴普遍比中国籍教师高
55%左右。

国际学校不同区域中外籍教职工住房福利占比和平均年度补贴金额

人均住房预算：32500元/年

住房补贴：100%

双人间及以上：50%

单人间：50%

提供免费住宿：91%

人均住房预算：20750元/年

住房补贴：50%

双人间及以上：83%

单人间：17%

提供免费住宿：42%

人均住房预算：39000元/年

住房补贴：67%

双人间及以上：50%

单人间：50%

提供免费住宿：57%

外教 外籍非教学员工 中教

一线城市中外籍教职工住房福利情况

外教 外籍非教学员工 中教

二三线城市中外籍教职工住房福利情况

人均住房预算：15775元/年

住房补贴：14%

双人间及以上：71%

单人间：29%

提供免费住宿：36%

人均住房预算：23585元/年

住房补贴：86%

双人间及以上：24%

单人间：76%

提供免费住宿：80%

人均住房预算：18066元/年

住房补贴：43%
双人间及以上：22%

单人间：78%

提供免费住宿：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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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国外）

国际学校常见招聘渠道及占比

国际学校各项津贴情况

国际学校的各项津贴主要由餐补、交
通、探亲、通讯、搬家、班主任津
贴、外籍教职工完全履行合同以及其
他补充津贴组成。我们发现，一线城
市的各类津贴福利明显优于二三线城
市，外籍教职工的津贴福利也略优于
中国籍教职工。具体来看，餐补、交
通津贴、与通讯津贴中外籍教职工的
差异不大，一线城市平均比二三线城
市高30%左右；有34%的一线城市国
际学校为外籍教职工提供探亲津贴，
年人均津贴为5,500元左右，而有7%
的二三线城市国际学校为外籍教职工
提供探亲津贴，年人均津贴为10,000
元左右。

国际学校教师招聘渠道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发现国际学校内部招聘作为常用招聘渠道的占比最大，其优点是应聘人员匹配度高、可靠性
高，而且流失率较低，同时缩短了招聘时间，降低了招聘成本。为了鼓励员工积极推荐，学校通常设立一些奖金，
用来鼓励那些为学校推荐优秀人才的员工。

外教 入职体检房屋中介费津贴、来华津贴

外教 外籍非教学员工 中教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单位：占比/元/月

67%/300

餐补

0%

0%

班主任

0%

0%

外教完全履行合同

0%

0%

搬家交通

0%

0%

探亲 通讯

67%/300

67%/300 50%/600

50%/60067%/300

67%/600 34%/5500

34%/5500

34%/180

34%/180

67%/600

50%/300 50%/7250 34%/1400

67%/1325

67%/20000

67%/1000050%/725050%/300

国际学校不同区域中外籍教职工各项津贴福利占比和平均津贴

（一线城市）

外教 外籍非教学员工 中教 中国籍非教学员工      单位：占比/元/月       （ 二三线城市）

餐补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班主任 外教完全履行合同 其他搬家交通 探亲 通讯

64%
300

64%
300

64%
300

64%
300

7%
800

7%
800

7%
800

7%
300

7%
10000

7%
10000

11%
200

11%
200

14%
100

21%
100

29%
1650

29%
1650

79%
1561

46%
8000

34%
7500

7%
2000

内部推荐 招聘网站 招聘机构、猎头 线下招聘会 合作院校

94% 91% 91% 53%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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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组织架构

国际学校执行机构设置主要以学校定位、学校体量及发展战略等因素为制定依据。从学校类别定位来看，国际学校
类型主要分为公立学校国际部，民办双语国际学校及外籍人员子女学校三大类，类别定位的不同。导致三大类学校
在组织结构上也有所不同。我们总结了部分学校的组织架构供国际学校同仁们参考。

国际学校教师发展与培训

国际学校教师培养现状可以总结为——学校越来越注重教师培养，但教师培养体制还有待完善。国际学校教师培养
机制从宏观上来看，可分为外部培训和内部培训两大类。外部培训主要包括：高校培养机制，国内机构培训，国际
机构培训及国际课程官方培训。内部培训形式主要包括入职培训，集体备课，听评课，校内工作坊, 内部线上培训
等。培训内容多元化，主要有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设计，学生管理，家校沟通及语言培训等。

国际学校绩效评估系统及发展阶段

结合访谈和文献研究，我们把绩效评估系统分为以下六大组成部分。并且根据访谈了解的信息，把学校的绩效评估
体系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董事会/理事会

校长

教学部/项目部

学术负责人

教研组长

党委

教学 非教学

校办

学科老师

德育负责人
寄宿部 升学指导办公室

年纪主任

班主任/辅导员

舍监

宿管老师

HR

HR总监

HR专员

财务

财务总监

会计/出纳

运营

运营总监

工厂/建筑/设备/安保
校车/餐饮/采购

市场

市场部
招生总监

专员

升学指导主任

升学指导顾问

（1）起步阶段：明确岗位职责，制定评估框架

        确认不同岗位的教学、非教学、职业素养等主次要职责，根
        据工作范围和目标设定评估标准、评估周期和评估人员。

（2）发展阶段：优化评估方式，提高评估的有效性

优化教师绩效评估的方式，综合考虑定量、定性等不同指
标，通过形成性和总结性等评价方式，纳入教师个人、组织
和学生等多角度的评价。

（3）完善阶段：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支持员工和学校发展。

绩效
评估
体系

评估标准

评估时间周期

评估人员的
选择与培训

评估方式
评估报告

教师发展
支持

国际学校绩效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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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教师流失率

本次调研还调查了国际学校的教师流失情况，
有55%的教师表示考虑过离职，目前还在观察
中；20%的教师已经在为离职做准备或已经离
职。只有，25%的教师表示对本校的工作表示
满意，没考虑过离职。按已经在为离职做准备
的标准来计算，目前国际学校的流失率达到了
20%左右，一线城市的教师流失率高于二三线
城市。而定性访谈中，国际学校的领导和人力
总监表示，过去一年，教师平均的主动离职率
在17%左右，非主动离职率在6%左右。

1000-2999
43%

1000及以下
22%

5000及及以上
21%

3000-4999
14%

入职培训 94%

80%

80%

73%

73%

73%

67%

60%

60%

集体备课

考试局官方培训

校内工作坊

专家讲座

外部会议

国内学校观摩学习

听评课

国外学校观摩学习

学生发展:50%
家校沟通:56%
教学方法:72%
课程设计:78%

语言培训:50%
领导力发展:39%

完全没有考虑

考虑过，已经在准备中

已经离职，正在找新的工作

考虑过，但还在观察

其他

25%

53.90%

17.20%

3.1 0% 0.80%
国际学校教师流失率
在线问卷统计

40% 最大值

最小值

平均值

25%

17%6%

1%0.9%

过去12个月中的主动离职率过去12个月中的非主动离职率

国际学校教师流失率Excel问卷统计

国际学校中外籍教师人均培训费用区间占比 国际学校
主要培训
内容占比

国际学校主要培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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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国际学校薪酬与教师发展报告介绍

2019国际学校薪酬与教师发展报告适读人群

《2019国际学校薪酬与教师发展报告》是顶思
2019年重磅发布的第一本行业研究报告，该报告
历时四个月，50多位国际学校校长及HR的积极参
与，近2000名一线教职工薪酬数据。全面地呈现
国际学校人力资源现状，清晰地反映学校组织架
构、教师招聘、薪酬与福利现状、绩效管理体系、教
师培训发展、人才满意度以及教师从业压力等情况。

报告内容涵盖九个部分十个章节，包括调研对象介
绍、国际学校组织结构、国际学校人才招聘现状、
国际学校平均薪酬及福利情况、国际学校绩效评
估、国际学校教师发展与培训、国际学校教师人才
满意度与从业压力，以及对国际学校人力资源管理
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更多精
彩，扫码即得。

国际学校

投资者

政府机构

行业组织

教育机构

国际教育
行业爱好者

顶思TopSchools，致力于服务K12国际教育机构的资源聚合平台。

顶思研究，是顶思旗下咨询研究部门，致力于为K-12国际学校、产业链关联企业以及行业组织机构提供专业的数
据分析、市场调研、行业研究和咨询服务。

截止目前，顶思研究已发布《2019国际学校薪酬与教师发展报告》《中国国际学校图谱》、《国际学校服务商名
录》、《国际学校发展报告》、《国际学校薪酬和教师发展报告》、《国际学校升学指导报告》、《国际学校课程
创新报告》、《国际学校高中生领导力发展报告》等行业研究报告；并为国际学校提供了国际学校战略发展咨询服
务与国际学校品牌传播咨询服务等。

顶思研究部门团队成员，均毕业于海内外知名院校，并拥有专业的行业研究和咨询背景。通过综合型的定量、定性
数据调研和统计学数据分析，顶思研究通过数据调研和统计分析，力求全面掌握国际教育行业动态，深入解读教育
行业政策信息，从而推动中国K12国际化教育的发展和建设。



作为国际教师招聘从业者，经常有老师问我们顶思人才

的HR，什么样的简历才能吸引国际学校HR的注意？对于那些

刚刚毕业不久就想进入国际教育行业的老师，简历是迈向成

功的第一步。

那么，什么样的简历才是专业的、优秀的呢？

文 | 彭顺@顶思人才

14

5条“锦囊”

教师小白也能稳进国际学校

教师入门



      简历没有统一的范式，从内容上来说各行各业都有自身

的特点，从审美的角度来说，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看法，所

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和衡量的标准。那么换个角度来

看，简历最根本的目的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

我们要把握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简历是给HR来看的，一

定要站在HR的角度去制作简历。

      对用人单位来说，好的简历最重要一点就是，你的背

景、经历、技能等等需要与对应的岗位相匹配。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能够准确、有效地传达出你与应聘岗位的匹配

的，就是一份高质量的简历。从目前国际学校招聘的实际情

况来看，HR对于国际学校教师的简历关注重点有以下几个

方面：

       对于年轻老师（一般指教龄5年以下）：

首先，学校看重其语言能力，是否能完成双语教学任务；

其次，其专业背景、资格证明是否匹配、完整；再次，教

师的教学能力如何；最后，老师是否具备海外留学、工作

的经历。

     对于资深老师（一般指教龄5年以上），学校会更看重

学科的专业深度、项目式教学、课程开发搭建及相关竞赛

培训的经验。

     了解了学校的需求之后，如何布局简历信息的问题就迎

刃而解了。下面我们就具体看一看，制作一份高质量的国

际学校教师简历该如何操作。

排版整洁

        很多人都想让自己的简历显得有创意，设计感十足，让

人耳目一新，其中年轻求职者尤好如此。

      近几年，设计、排版工具及简历模板网站兴起，制作一

份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简历越来越简单，有很多简历网站提供

各式各样的模板，求职者可随意挑选，甚至花钱购买。他们

很好地掌握了求职者的心理：怕自己的简历千篇一律，不能

脱颖而出，所以喜欢用各种“炫酷”的方式展现。但这样真

的有用吗？

    你设想的HR反应，前者：这种简历太单调了，每个都一

样，看着就累；后者：哇，这些简历好漂亮，真让人眼前一

亮，我该选红色那个，还是蓝色那个？

    实际上HR的反应，前者：感觉专业性很强，根据重要信

息快速挑出资历背景合适的进行面试；后者：感觉不是很专

业，不容易找到核心信息。

      除非你是艺术设计或者创意类等相关岗位，不然与众不

同的设计版式对你的求职没有太多帮助。工作需要较高的专

业度，并有着很强的职业性，过度地美化简历并非是一件好

事。HR只会在乎你的简历是否易读，是否能很快找到重点

信息来和相应的职位匹配。

Teaching Professsion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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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一样式的简历反而更方便，更容易筛选核心信息。至

于那些“创意设计”，先不说你的审美和招聘老师眼中的审

美是否一致，那些色彩、图片以及不能清晰表达的图表，都

会分散掉HR注意力以及应该关注的重点。

      简洁大方、重点突出的简历可以帮助HR节省更多的时

间。所以建议不要让一堆杂乱的色块和图标出现在你的简

历上，这会让HR花费更多的时间去找你的教育背景、实习

和相关工作经历的信息。

      看了上千份简历之后，顶思看来格式统一规范、白纸

黑字、重点清晰的简历版式才是最好的设计审美。

似乎所有的审美到最后都是化繁为简、返璞归真，就像当

年在年轻人中风靡一 时 的 “ 杀 马 特 ” 、“ 视 觉 系 ” ， 最

后都变成了“黑长直”，“黑白灰”。

重点突出

      简历上的空间跟北京的房价一样，寸土寸金，绝对不能

浪费。早期传统的人力资源表格式简历就是重点不突出很好

的“反例”。

一份重点高质量的简历，布局样式最好是整个页面上下排

版，而不是左右排版，左右排版容易造成注意力分散而忽

略掉某些重点信息。

      在过去几年间，为了节省简历上的空间，业界逐渐统一了

简历罗列的格式，删掉所有无效信息，将最重要的“公司名

称”、“职位”、“部门”等信息做成清晰明确的标题行，

并且将“日期”、“地点”这类必须写，但又不是最关键的信息

放在了对应的右边。

      一份高质量的简历，最重要的内容莫过于工作经验。如果

你是应届生，实习经历是简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没有之

一。

      对于国际学校而言，如果你在上学期间就有相关的实习经

验，比如在国际学校担任实习双语教师，那么之后进入国际

教师行业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实习经历一定要写得丰富详细，不能一句带过。如果实习

经历时间比较短，工作内容相对较少，你更要尽可能详细地

写明实习做的具体工作，所教的课程体系、具体年级、讲授

科目、哪个考试局等。或指导过学生参加哪些教学活动、教

学项目及相关竞赛等。还可以写出自己通过实习得到的技能

提升，取得的相关成果和对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课堂管理

等各方面的认识，这样HR会觉得你对国际教育教学工作有了

较好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已经有工作经验的老师也是如此，

工作经验应该详细显示出具体教学内容和相关成果，而教育

经历则放在工作经历后面。

      项目经历可以作为工作经历的补充，通过志愿者活动、

教学科研项目及社会实践项目，可以显示出自己的组织能

力、协调能力、沟通交往能力等，这些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

都是很重要的能力品质，这些也是学校HR很看重的。

      公司、学校名称等关键信息需要加粗，因为这是HR在5秒

钟之内需要在简历上找到的信息。除非简历当中刚好有跟招

聘要求上面非常冷门的要求匹配的内容(比如JD要求要有西班

牙语工作经历，然后在某一段工作中曾外派到西班牙半年)，

不推荐在简历上进行过多的加粗、下划线、斜体等格式，更

不要用别的颜色画出重点。

教师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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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倒序是标准简历的通用规范，因为最近的经历对用

人单位来说是最重要的。不要认为因为某一段经历“最相

关”就跳出时间顺序放到最前面。因为每个HR打开简历的

时候都会默认为是时间倒序排列，直到突然发现顺序不是时

间倒序，又需要重新在脑海中组织候选人的整体背景故事

(“原来是中间离开了这个行业然后后来又回来”)，这样

会给HR留下不好的印象。

提升实力，证件齐全

      对于别的行业，很多证书是无足轻重的存在，但是对于国

际教师，合适的证书和技能培训可以给你大大加分。

      首先是英语四六级、托福、雅思等语言类证书。双语教

学和双语沟通是国际学校教师必备的基础技能，所以学习生

活中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虽然证书不等同于语言能

力，但是证书是在简历上一目了然的语言能力背书。如果有

英文环境的学习、工作、项目经历也可以着重突出。

      其次是教师资格类证书，教师资格证对于教学岗位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国际学校对于国内教师资格证的要求和公立学

校一样严格。

      再次是不同国际课程体系的资格证书及培训，比如IB、A 

Level、AP等相关证书及培训。对于新进入某个课程体系的

老师来说，这些证书和培训不仅是资格证明，也能让自己

加深对课程体系理解，有助于更好地开展教学。

      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尽可能地把相关的证书

等硬性条件备齐，简历里有相应资格证书要比其他费尽心思

的排版和描述强多了。

注重细节，格式正确

      细节决定成败。这句话用在简历、面试、实习的整套求职

过程中，真的再适合不过。格式正确也许不会给你带来明显

的优势，但是格式错误绝对会给你带来最直观的负面影响。

      很多人会在“自我评价”中说自己“认真负责”、“关注

细节”，结果简历上各种中英文标点符号混用、日期格式不

一致，甚至把“Email”拼成“emial”。

      很多时候，最终的胜利者只是因为每一项比拼稍稍优于别

人一点而已。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会输给对手什么，所以你需

要全方位提升自我，在细节上多下功夫。

有的放矢，因需而变

      不同的学校、岗位，对具体能力和经验要求各不相同。对

于同一个老师来说，一份简历海投不同的学校职位，与根据

岗位需求调整简历、突出内容，两者结果可能截然不同。

      比如某职位是一所IB学校，简历中就可以着重突出IB教学

相关的培训、工作经历，而其他课程体系以及其他行业的经

历就可以一语带过。

      应对这样的情况一个好方法就是，准备一份完整版的、不

限字数的简历，详细列出所有的学习、工作经历，再针对不

同岗位需求进行分析，然后做出相应调整，写出具体的、合

适的、个性化的简历之后再投递，这样会大大增加成功的机

率。

      除了以上列出的点外，教师简历的制作过程还有许多需要

注意的问题，比如文字简练，准备好流畅的中英文版本，使

用PDF格式等等，这些也是比较普遍的注意事项，这里就不一

一赘述了。

      最后，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个简洁大方的国际学校教师中英

文简历模板，仅供参考。

教师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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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国际教师

线下招聘会Job Fair精览

看这一篇就够了

在科技连接全球的21世纪，国际化学校对于国际教育人才的招聘早已突破了空间地域

的限制，在线面试也已经成为大多数国际学校招聘的主流方式。然而，如果可以选择的

话，相信大多数面试官还是更倾向于与候选人面对面交谈。因此，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

今天，线下招聘会依然有着广泛的市场需求。

那么，适合国际化学校的线下招聘会都是什么样的呢？他们的会务流程、规模和费用如

何？什么样的国际学校适合参加什么样的招聘会呢？本文搜集整理了8个在国际教育人

才招聘行业有一定影响力的教育机构常年举办的线下招聘会。8个机构每年几十场招聘

会，你参加过几场？

文 | 俞文科@顶思人才

教师入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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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 Associates

      Search Associates创建于1990年，是全球国际教育领域

中历史最长、信誉度及专业度最高、规模最大的招聘平台。

Search Associates由具有平均25年国际学校校长经验的20

多名”老校长”来担任资深董事顾问，为国际学校和国际教

育行业的行政管理人员、一线教师、升学指导、图书管理员

及实习教师提供招聘服务。

      Search Associates在全球120多个国家有超过750所会

员学校，其中在中国大陆地区有127所国际学校，包括贝

赛思和德威等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北京四中等公立学校国际

部以及上海万科等双语学校。

      近30年来，Search Associates已为35000名来自世界各

地的教师、行政管理人员及实习教师在700多所国际学校中

找到工作，这个数字在国际教育教师招聘及职业发展领域中

首屈一指。

      Search Associates 的资深董事顾问、招聘会及办公室分

布于亚洲、澳洲、欧洲、北美及拉丁美洲。SA常年有14场

常规线下招聘会，集中在每年11月至次年4月这段时间的多

伦多、伦敦、巴拿马、迪拜、曼谷、墨尔本、新加坡、香港

及美国各城市。

      Search Associates的招聘会仅对注册教师和会员学校开

放，采取邀请制，招聘会规模因城市而异。

2019年1月剑桥招聘会有121所学校（880个职位）和408位

应聘者参会；

2019年2月迪拜招聘会有33所学校（243个职位）和159位

应聘者参会；

2019年3月曼谷招聘会有20所学校（151个职位）和60位应

聘者参会。

Search Associate对单个职位的招聘费用一般为：

普通教师和实习生：1980美元

管理岗（Administrator）：2980美元

        考虑到旅行成本和人才流动性，中国的部分Search 

Associates会员学校倾向于参加曼谷和澳洲等地的招聘

会，当然也有部分中国会员校远赴北美及欧洲参展。值得

一提的是，2020年4月份Search Associates将首次在中国

大陆举办线下招聘会，为中国地区100多所会员学校人才招

聘提供助力。

ISS  (International Schools 
Services)

      ISS成立于1955年，总部位于美国，并在巴林和深圳有

办公室。是全球最具影响力的非营利性国际教育服务机构

之一。

      除了提供国际学校认证和新建校咨询、教师招聘等业务

外，ISS在全球还直接拥有或运营近20所学校，包括中国地

区的大连美国国际学校、东莞国际学校、北海国际学校、蛇

口国际学校等。

      作为其主要业务之一，ISS的国际教育人才招聘板块在业

内也有相当大的知名度。

      2018年ISS亚特兰大招聘会共计有98所学校、170多位应

聘者参会；2019年ISS旧金山招聘会包括13场职业发展培训

工作坊（PD Workshops），共计有400+应聘者和学校参

会。

      2019-2020年ISS将会在美国和曼谷举办多场线下招聘

会，其会员校和提供完整资料并通过审核的非会员学校均

可申请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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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S的招聘会并不按学校招聘人数收费，而是一次性收取

入场费，学校招聘人数不受限制。而应聘者在ISS注册需缴

纳年费75美元，可以不限次数参加ISS招聘会，无需额外提

供邀请函。

ISS对于申请注册的教师的最低要求为：

★ 本科及以上学历；

★ 近期至少两年的全职K-12课堂教学经验（应届毕业生需有

至少一学期的实习教学经验），或持有本国/省/州教育部门

认证的教师资格证，其中课堂教学经验不包括大学、语言培

训机构/ESL教学、一对一辅导及志愿者活动。

对申请注册的升学指导/顾问(Counselor) 的最低要求为：

★ 硕士及以上学历；

★近期至少两年在遵循美国/AP、IB或其他国际课程的K-12

学校环境全职counseling经验（应届毕业生需有至少一学期

的实习counseling经验），或持有本国/省/州教育部门认

证的School Counseling资格证书，其中K-12学校环境全职

工作不包括大学、社区及任何实习工作经历。

对申请注册的图书管理员(Librarian)的最低要求为：

★ 硕士及以上学历，Library Science专业毕业；

★近期至少两年在遵循美国/AP、IB或其他国际课程的K-12

学校环境全职图书管理员工作经验，或持有本国/省/州教育

部门认证的图书管理员资格证书，其中K-12学校环境全职工

作不包括大学和社区工作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ISS在科技创新上也走在了其他国际教育

服务机构的前面。他们开发了虚拟线上形式的招聘会iFair，

时间安排、参会人员和交流形式与线下招聘会类似，还会按

照线下展位的形式营造虚拟招聘面试环境。

      今年3月份有310位应聘者、56所国际学校参加了ISS的

虚拟线上招聘会。

TES (Times Educational 
Supplement)

      TES成立于1910年，一开始是以《泰晤士报》旗下教育

周刊的形式出现的。1997年TES第一次开设网站，2007年

网站改组之后稳定运营，目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英国及国际

教师聚合平台之一，以其海量的国际学校职位和教学资源、

活跃的教师社区知名。

据调查显示，89%的英国教师把TES作为找工作的首选。

      TES的网站平台在国际学校招聘领域影响力很大，但也会

定期举办线下招聘会smartMatch Fair。TES每年1-3月在美

国、澳洲、英国等有多场招聘会，2018年有超过40所国际

学校300多位候选人参加TES伦敦招聘会。

招聘会流程大致为：

第一天：参会人员签到、学校宣讲、职业发展培训及工作坊

、候选人与学校预面试、交流基本情况等。

第二天：正式面试

      学校参会费用从1000英镑到3000英镑不等，成功招到一

个职位的费用从999英镑到1999英镑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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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 (Council of International 
Schools)

      CIS是非营利性的国际教育组织，目前在116个国家有超

过1300所会员机构，其中包括734所中小学和622所大学。

      CIS通常会在每年10月份和次年4月份在香港、伦敦等城

市举办招聘会，招聘会一般为期三天，包括第一天的针对参

会学校管理者的领导力发展培训（Leadership Develop-

ment Day，参会费400英镑）和后两天的集中面试。

      CIS对于候选人注册参会是免费的，通常会先根据参会学

校的职位在人才库中挑选邀请合适的候选人参会。

Carney Sandoe & Associates

      Carney Sandoe & Associates成立于1977年，在美国

48个州及全球32个国家共有超过1800所会员学校，其中中

国大陆地区仅有北京、上海、无锡和青岛共4所国际学校。

      Carney Sandoe今年1-4月将举办8场线下招聘会，全

部在美国本土；应聘者需接受审核通过后才会得到邀请函，

免费参会，会务流程也以PD Workshop和面试为主。

      虽然Carney Sandoe和Search Associates在国际学校

人才招聘上的知名度不相上下，但与Search Associates积

极开拓全球各大洲国际学校、包括中国大陆国际学校市场

相比，Carney Sandoe显然更关注美国本土学校的招聘业

务。

Explore CRS：

      Explore CRS中文名为睿思教育人力资源公司，是狄邦教

育集团的一家子公司，2012年成立于上海。Explore CRS是

一家专注于亚洲地区国际学校提供招聘和咨询的公司，每年

12月至次年3月在上海和迪拜/阿布扎比举办招聘会，候选人

（免费）和学校都可通过其官网注册申请参会。

      2018年12月在上海的招聘会为期三天，第一天由部分参

展学校校长及管理者提供职业发展培训工作坊（PD Work-

shops），培训主题包括领导力、政策制定及发展、自主学

习等。

      正式面试会集中在第二天和第三天，offer大多会在第三

天由学校发给想录用的候选人。

      参展学校包括上海包玉刚、UWC常熟、上海新加坡国际

学校、越南国际学校及狄邦旗下的无锡南外国王学校和人大

附中杭州学校等，共有超过300位应聘者参会。

Teaching Nomad

      Teaching Nomad于2011年3月成立，目前在上海和美

国丹佛有两个办公室。

      今年4月Teaching Nomad将在上海举办一场为期三天的

线下招聘会，届时将有上海中芯学校、上海宋庆龄学校、上

海中学国际部、上海燎原双语学校、上海文绮中学国际部等

9所学校参展，可应聘职位超过120个。

      候选人必须注册申请审核通过后才可参会，申请的最低

要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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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英语母语国家；

★ 本科及以上学历；

★ 至少一年课堂教学经验；

★ 必须提供会前（背景调查用）可供联系的references；有

教师资格证（非必须）

ChinaJob

      ChinaJob成立于1995年，是服务于外籍人士在华工作的

平台，由国家外专局官方授权并提供支持。ChinaJob2019

年春季（3月30日-5月10日）曾在北上深等5个国内城市举

办5场线下招聘会，主要针对有意向在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

（不限于外籍教师）。

      每场招聘会为期一天，会务流程包括外专局官方针对外

籍人才人力资源政策和法规的宣讲活动、招聘单位宣讲、面

试等，依据展位大小对招聘单位收费在5000元至7000元不

等，单位宣讲费用为3000-5000元/20分钟。

      ChinaJob招聘会的参会人员及单位不仅限于国际教育领

域，不能算是专门的国际教育人才招聘会；但因其只针对来

华外籍人士，因此在就业地区选择及雇主竞争上不像其他国

际教师招聘会那么激烈，对部分国际化学校外教招聘来说不

失为一种补充途径。尽管国际教育人才招聘会遍布全球、种

类繁多，但就招聘会场次、专业度以及全球影响力来看，真

正能称得上“行业标杆”的，屈指可数。

      从招聘会场地上来看，Search Associates、ISS和TES都

是全球性的，CIS和Carney Sandoe的招聘会则更多集中在

英国和美国；而从雇主和职位质量来看，Search Associ-

ates、ISS、CIS和Carney Sandoe在全球范围内都有行业认

可的国际学校认证标准和较高的会员准入门槛，学校/人才

资源多，有很高的行业话语权，属于相对“高端”的优质招

聘会。

      Explore CRS、Teaching Nomad和ChinaJob则因其成

立时间和团队规模/发展定位限制，辐射区域目前还只是局

限于中国或者亚洲地区。对于国内的国际化学校来说，认清

学校定位、理清人才需求，根据预算合理利用招聘会挖掘人

才，并充分利用其他招聘渠道进行补充，方能在日趋激烈的

国际教育人才争夺战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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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学校老师集体“控诉”

求职从业过程中的那些坑

据顶思统计，截至2018年10月，大陆地区的国际学校数量达到1028所，仅2018年就新增

60多所。尽管学校对双语教学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教师的就业前景十分光明，但也有不

少老师吐槽求职应聘中的各种奇葩遭遇。

文 | 徐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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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打假日刚过，我们收集了N位国际学校一线老师，细

数那些职业生涯中遇到的坑，一方面提醒新老师瞪大眼睛选

雇主，在职业发展中少走弯路；另一方面也提醒学校管理

者，远离这些管理误区，珍惜学校发展的核心资源。

 
办学手续不全
 
        林老师反馈，有些国际化学校在招聘阶段打擦边球，表

示学校打算开设A Level、AP、IB等多种类型的国际课程，

但实际上并没有获得相应的课程授权，只是聘用了一些有相

关课程教授经验的老师。还有一些新建校号称即将开学，等

老师入职之后发现学校的办学许可证迟迟办不下来。

提醒：

      事实上，教师求职时可以根据办学的基本阶段以及学校

认证来进行初步判断。依据新《民促法》规定，要想正式

设立一所民办国际化学校，需经历申请筹设、申请正式

设立、审批、颁发办学许可证、申请法人登记及颁发登记

证书等流程。

      此外，也可以关注国际学校的认证情况。戳这里看国际

学校有哪些权威认证，并在认证机构官网上确认学校是否获

得了相关授权。

合同和录用信不一致
 
      吴老师应聘的学校承诺年薪百万，然而，当吴老师辞去

前一份工作，准备签署正式合同时，校方却加上了一条附

加条件，“ 10%的薪资需要在3年后落实”。

      许老师则吐苦水，学校招聘时保证的住宿是拎包入住，等

到了学校才发现硬件设施不齐全。原来说会有的住宿补贴也

不了了之。合同上写的如果课时排不满，也会按14个课时

计算工资，然而实际却没有。绩效奖金说是分两次给，但却

迟迟不兑现。

提醒：

      一般情况下，先发Offer，后签劳动合同。offer中已包

含了部分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如工作时间、地点、职

位名称、薪酬福利等。在签署正式劳动合同时，要再仔细

确认一遍相关的福利待遇工作内容时间等。如果出现不一

致的情况，既然到了最后签署合同的一步，老师是占有绝

对主动权的。相关条件利益保护可以争取，模糊不清的要

明确，不要碍于情面留到合同签署之后。协商时态度要平

和，切忌急躁，以配合解决问题为主。用人单位会从问题

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进一步“识人”。如果对于不一致，

学校给了合理且接受的解释，且双方达成一致，就以后面

的劳动合同为准了。

教师发展体系不完善
 
      古老师吐槽，学校的教师发展体系不完善是个问题。她

所在学校招聘时承诺每年都有一定数额的培训费，而到真

正申请的时候却没有。

      成熟的学校，会有一个较为长远的培养计划，譬如2-3年

为周期的培训计划，平时的学校调研，教师评分等等，而很

多学校的培养远远不足，这个大“坑”不填，一所国际学校

是无法长期运营下去的。

 

提醒：

      良好的教师发展体系其实是所有教师特别是新教师需

要关心的重点内容。入职前可以详细了解学校的教师培训

资源、体系、时间安排等，这一方面反应了学校的管理文

化，另一方面也展示自己的进取心。

       有些学校不仅有内部培训，还组织外部培训，而且留出

单独的培训日，不占用老师休息时间，均衡工作、生活与学

习，构建了良好的教师发展社群文化。这样可以让老师在教

学之余有更多反思和交流的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

力，让教学工作事半功倍，更有利于自己的长远发展。

Human Resources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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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相加班很多
 
      曲老师在一所新建校工作，周六日全员都要去招生，老

师岗位也要去。教师不仅承担教学任务，还附加了市场招生

等多重任务。“明明白白的加班，却不打卡，怕留下加班的

证据。”

      张老师反映寄宿学校的变相加班愈发严重，入职前学校

说晚自习是所有老师们轮流值班，一个月才会轮到一次。但

入职后发现，外教老师不参与晚自习管理，然后中教老师

们几乎每天都要管晚自习。

      尽管学校会给一些加班补助，但金额少得可怜。而且给

钱多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做，因为工作时间太长、太疲劳，完

全没有私人时间。再加上平时的教学任务，根本没有时间

去沉淀和进修，各种琐碎的事情耗尽教师的激情，导致老师

的生活幸福感极低。

提醒：

      寄宿学校通常工作时间会更长，有的寄宿学校除了学科

老师，还有专职的班主任、生活老师，工作量会小一点，还

有要完善的分工和权责管理。

管理方式守旧
 
      马老师吐槽学校管理团队有海外名校背景的少之又少，

很多学校校长及管理层都是体制内出来的，其管理理念和风

格比较专断，对国际教育课程体系的理解不够深入，实际管

理达不到国际化标准。

      林老师说他们学校连HR都没有，招聘、工资、福利都是

校长一个人说了算。薪酬体系也不规范，有刚毕业的学生比

资深优质教师还拿得多，校长看顺眼谁就拿得多。

提醒：

       教师在求职时，也可以参加一些学校面向家长的宣讲

会，了解学校管理层的风格，是如何像家长介绍的，可

以提前感受一下校园文化。

中外教团队矛盾
 
      不少老师吐槽学校的外教工资普遍高于中教，而且因为

不承担班级管理等行政工作，所以工作量还比中教少。孟老

师的学生还向其反映过外教老师根本说不清理科的知识点，

有些外教并非英语母语国家的，教学水平也没比中教好。

而武老师所在的学校，刚开学的时候大部分岗 位 都 是 外

国人。但是开学两年后，外教大量离职，因为很多人是“

旅行”教师，他们不会在一个国家停留太长时间，基本都是

两年换一个地方。

提醒：

      中外教团队的融合需要管理者与教师共同的努力，一方

面需要帮助大家充分了解文化习俗带来的认知差异，加强沟

通和理解，另一方面需要构建有助于双方平等合作的管理机

制和文化。

      在听完各位老师的“控诉”后，我们也感叹很多事情没

有绝对的是非对错，需要管理者和教师都换位思考。校园文

化和团队凝聚力，很多时候不是取决于学校的校训、领导人

的魄力，而是根植于学校的沟通和决策方式中。希望在教师

和管理者间架起更好的沟通桥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国

际教育的大家庭。

人才万象



2017年9月，北京某国际学校曝出“性侵”丑闻，网友在深扒之下，发

现的却是一片外教严重泛滥、监管失序的现实。谁该为外教乱象负责？

本文，我们梳理一下国际化学校外教招聘喝管理中的那些痛点。

文 | 吴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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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乱象丛生

都是学校的错吗？

人才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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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某国际学校“聘用有性侵案底的外教”，消息一经

传出，立刻激起舆论的千层之浪。就这个单体事件看，校

方实际在审核程序上并没有大的漏洞和硬伤：

      该外教于2011年入职，校方做过严格背景调查，该名外

教已按北京市外专局和出入境管理局规定，提供所有合法的

无犯罪记录证明、学历证明和教师资格证书，以及中国其他

国际学校推荐信；

      该名外教已办理合法工作签证，并且其长年在中国工

作，一直持有合法工作签证；

      2017年，学校在例行教师背景调查中，加拿大警方提供

的记录仍显示他为“无犯罪记录”。

       另外，校方还在声明外证明，这名外教在学校的这

几年，确定无此类犯罪行为，而在一些大号以曝光角度揭

露这名外教案底时，仍有这样的留言出现在问责和攻击性

评论中间。

        所以，在这起深究之下竟有些无解感觉的事件中，我们

应该拿出来的态度，既不该是一边倒的“反外教”，也不

该是一边倒地“同情以宽容”——毕竟在教师这样的职业

中，这样的行为还是零容忍的。我们应该拿出来的态度，

是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为什么渴求外教？我们

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外教？

      这起深究之下竟有些无解的事件，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

待？是幸灾乐祸的看热闹，还是无可奈何地“聊表安慰”？

是一边倒地 “反外教”，还是继续拿外教当金字招牌？—

—借这个机会，不妨梳理一下国际化学校外教招聘和管理中

的那些痛点。

泥沙俱下，外教是从哪里开始“变味”
的？

      不可否认的是，外教对中国国际化教育所做出过非常大

的贡献。在国际化教育发展的逾30年里，外教给中国学生带

来的不仅是“更正宗的英语”，还帮学生打开了解世界的视

野，以及给学校带去更丰富多样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

      20世纪80年代，讲台上的“洋面孔”首先出现在少数高

校的外语系讲台上；随着中国产业与市场越来越国际化，与

此相当的教育诉求开始落地、发展，从满足外籍人士子女教

育的国际学校，发展到给中国孩子提供融合课程的泛国际化

学校，外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从课程，到学生课外活

动，到校园组织方式的创建者。

     一位有10年教龄的国际学校Z老师，曾是上海某重点中

学国际部的创建老师之一，她现在回忆起创校的那批外教

老师，还是充满敬意。那些外教很多是英美名校毕业，并

且非常敬业，“他们把很多自己经历的教育经验，带到了

中国的学校”。

      但最近几年，外教给中国学校和中国同事的感觉，却变

味了。和“性侵”这样的极端事件相比，对于很多国际学

校、双语学校来说，外教令人头痛的“常规”问题包括：

教学能力和投入不够、流动性大、文化差异，以及和中教

同事难以融合的问题。

      很多外教来中国教书，只是将其作为一段人生体验：

比如为期一到两年的Gap Year，或者只是一个更便利的旅

游项目——留任率低，流动性高，这几乎已经成了在华外

教一个公认的群体特征。曾有位苏州国际化学校的招生主

管跟我说，招聘外教，她几乎已经放弃了考虑留任这一条

要求。

Human Resources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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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外教常见问题，我采访了北京一位对国际学校运营

有丰富经验的C老师，她给我列了一份更细化的“常见问

题”列表，包括：教学能力匮乏、对教育教学的投入程度

低、喜欢流连夜店、酗酒；对职业发展平台不满意、没有

归属感；对中国国情、学校制度，以及中国学生特点不了

解，以及部分外教会在中国教师面前展示优越感，难沟通

等。

      外教有这么多问题，为什么学校一边深受其苦，一边仍

不断聘入外教？从客观方面看，有些课程，外教的确有优

势，比如一些国际课程中的美国历史、英美文学这样的课，

的确外教在学术理解上更强，另外就是一些艺术类课程，外

教相对会比传统中国教师有经验、有想法。但从主观方面

看，外教潮最大的推波助澜者，却是来自家长。

      家长对外教的过度追捧，导致供需市场变得疯狂，造成

今天外教素质“泥沙俱下”的局面。来自中国外国专家局的

数据显示，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人数，2007年为33万人

次，2011年则猛增到53万人次。

外教监管：仍在摸石过河的路上

      回到北京双语学校的那个事件。很多家长在看到这条新

闻时，第一时间会质疑的就是：这样一个有污点的外教，

是怎么被招进来的？

      如果学校能证明自己的招聘流程并没有明显漏洞，那是

不是意味着，学校引入外教的审核程序本身有缺失？

      我们首先从源头上看看，根据外专局最新文件显示，其

中对引入外教的基本要求是这样的：“外国语言教学人员。

外国语言教学人员原则上应从事其母语国母语教学，并取得

大学学士及以上学位且具有2年以上语言教育工作经历。其

中，取得教育类、语言类或师范类学士及以上学位的，或取

得所在国教师资格证书或取得符合要求的国际语言教学证书

的，可免除工作经历要求。“

      而在国家外国专家局官网上，明确附有外国人来华工作应

提交的申请材料清单，包括：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申请表、

工作资历证明、最高学位（学历）证书或相关批准文书等十

项资料及原件。其中，无犯罪记录证明这一项，应该是我们

尤为好奇的，文件中也给出了明确要求和备注。

      要求：应当由申请人国籍国或经常居住地警察、安全、 

法院等部门出具并经我驻外使、领馆认证或外国驻华使、领

馆认证。 在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

明,应经所在地区公证机关公证。 经常居住地指申请人离开

国籍国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国家或地区, 不包括在中国

境内。无犯罪记录签发时间应在 6 个月内。

      备注：外国高端人才(A 类) 该项采用承诺制。 不接收仅

为本人声明无犯罪的宣誓性无犯罪记录。 外交(含外国驻华

使、 领馆)出具的非宣誓性无犯罪记录可直接接收,不再认

证。

      我和北京的C老师一起探讨了关于“如果曝光加拿大老

师有犯罪记录，为何学校没有调查出来”这个问题，C老师

说，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学校为了满足规定，又为了简化

程序，向加拿大老师的“经常居住地”——也就是其上一

个供职学校的所在城市，开具无犯罪证明，且只做了最近

的无犯罪记录证明。那的确是有可能查不到的。对外教的

核查程度，几乎完全视乎学校的严谨与否，上海的Z老师告

诉我，他们学校曾因体检报告问题没有接收外教的例子，

因为健康和学校工作强度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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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这样更谨慎态度的核查也可能是早几年的事情

了，近两三年，泛国际化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开出来，简

化审核程序可能是外教和部分学校共识，这是造就一些外

教准入门槛滑坡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你仍不能说对外教的监管是一个单向下滑的过程，在

另外一个方面，国家相关部门对外教的管理办法也一直在调

整，“就我个人感觉，是一个不断变严格的过程。”C老师

对我说。根据她的经验，在2011年之前，外教提交的各项

材料只需复印件，后来学历证明和无犯罪证明必须提交原

件。做无犯罪证明中的一项内容是要有宣誓，之前去国内

的外国领馆就可以，现在必须回到本国，在本国领馆做宣

誓证明。

      另外一个问题是，被引入中国的外教从哪里来？C老师告

诉我，主要有三种途径：一类是通过外教中介公司、猎头，

一种是国外大学的就业网站，还有一种就是通过在校老师推

荐。

      “外教通常有自己的关系网、人脉圈，外教间的相互推荐

是一个常见且便利的途径，所以有时你可以遇到这样的情

况，夫妻二人都在一个学校里执教。”C老师说。她还提

到，其之前供职的学校每年还会去美国参加招聘会，“实

际上招聘结果也一般，但可以储备人才。”顶思发布的

《2016国际学校薪酬与教师发展报告》中，也提到一些学

校常用的海外招聘平台，使用率较高的有ChinaJob，

Teachanywhere和Teachers- teachers，占比分别为29%、

18%和14%。

      在C老师看来，以目前的途径，其实还是有点粗放式：

学校很难找到真正高质量、也与学校要求匹配的外教。我请

她站在国际学校管理者的角度去谈，有哪些工作，可以优化

外教的质量，C老师给我列出7条建议：

1、学校组建专业的人力资源部门，针对国际学校特点设计

人事管理方案；

2、加强招聘阶段的资格审查、背景调查、面试把关；

3、招聘之初尽可能详细地明确要求和规则；

4、建立科学合理的职业发展平台，提供高质量的培训和学

习机会；

5、建立有效的中外教沟通合作机制（如同一岗位由中外教

共同承担）；

6、建立积极和谐的工作氛围，重视人文关怀；

7、保障合理的福利待遇；

外教，是真需求，还是教育里的炫耀
性消费

      实际上，在外教招聘和管理的程序之外，我们探讨中国

的外教“乱象”，仍绕不过一个推手式的存在：家长群体。

如果家长继续觉得，“更好的教育＝更多的外教”，那么

外教乱象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在庞大而非理性的需求量

之前，学校无法以“宁缺毋滥”的心态去寻觅外教——不

敢缺啊！

      关于“外教热”的话题，我曾和沪上一位资深国际教育

媒体主编探讨过，她认为家长对外教的追捧最主要的心理，

是出于家长对国际化教育出现的“炫耀性消费”的心理：我

出了更多的钱，所以要有更好的教育服务、更高级的配置、

更洋气的老师——外教很多时候，成了家长炫耀性消费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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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校的“硬件”构成，而非出于真正寻求更好教育的考

虑。外教在何时是真需求，是外教在教研学术上真正能起

到补充、提升力量，或是在教学法上有先进之处的时候，

而并非现下很多为了配置而配置的目的。

      而同样是在国际化学校，另一支正在慢慢崛起的力量，

实际上是中国的双语教师。和外教质量滑坡之路相反，双语

中教的发展是一条稳健而低调的曲线，这些中教的发展大致

有这样一些特征：

      首先是资深：很多双语中教或是早年进入只招收外籍孩

子的国际学校，或是公办学校国际部的初创员工，到现在已

有十年左右沉淀，实际上已经有很强的专业度。一位从纯国

际学校转入双语学校的L老师告诉我，实际上一些早几年看

起来很新鲜的教学形式，中国老师也有掌握了，而在反复验

证中，中国的一些教学传统，也被证明其科学的地方。更多

双语学校开始采用一种有中国特色的融合方式，在实际应用

中，中教的专业度已经超过外教。

      然后是丰富性。如果把外教和80、90年代以前的公立教

师对比，外教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地方，更多来自他的丰

富性，他的人生阅历、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国际化视野，但

常常被低估的是，现在的双语老师，很多是海归，在稳定下

来之前，可能在国外尝试过很多工作。所以这样的教师，其

实在视野和底蕴上，很多甚至超过学校随便招进来的外教；

      最后是投入程度。理解中国教育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双语

中教，会比外教更稳定，更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去做教研和

学校管理。

      在和这些双语中教接触的过程中，我一直留意这样一桩

事，在吸纳国际化课程优势的融合课程中，究竟有没有什么

课，是中方老师教不了的？并没有。而在这条“中国文化为

主的国际化课程”发展之路上，真正能在融合中做出学术研

究成果、推动民族教育向前的担纲力量，也必然是这些有双

语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的中国老师。

      “在学校里，最近几年的真实情况已经演变成，学校找

外教进来，成熟的中教老师带这些外教熟悉规则和教学法，

早不再是中教跟外教学的情形了。但很多家长还是会认为，

中方教师是辅助的那个，这就很可悲。”来自上海一所双语

学校的老师说。聘入一个有犯罪记录的外教，相对还只是小

概率事件，但我们如何正确对待“外教”？如何真正发展

本国的双语师资力量？才是这一事件背后真正值得深思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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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磨出一套“全书阅读”实践大法

让学生轻松习得超学科能力

全书阅读的学习方式在中国古已有之，难度最高的国际课程IB课程也多采用这种方式

授课，特别是中高年级。那么在IB低年级PYP阶段，如何利用全书阅读的方式，既培

养孩子的母语能力，又能达成PYP的探究要求呢？顶思策划的首届JAWs教学创变工作

坊活动中，来自苏州的程明老师就分享了他在多年教学中摸索出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教

学方法。

文 | 蒋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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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全书阅读”、“整书阅读”的概念重新引起

语文教学界的关注。最新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2017年版）》将整本书阅读纳入三年高中教学任务，在中

小学阶段开展整书阅读呼声也越来越高。

      而全书阅读教学在中国古已有之，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就

曾说“国文教材似乎该用整本的书，而不该用单篇短篇”、

“该把整本的书作主体，把单篇短章作辅佐”。

      在国际教育圈，作为含金量最高的国际课程，IB课程一

直采用全书阅读的方式。在PYP课程(3-12岁幼小阶段课程)

阶段，全科教师教学的自由度很大，这也意味着教师通常需

要自己探索适合的教材和教学方式。

      3月16日，在顶思举办的首届JAWs教学工作坊活动上，

来自苏州的程明老师就分享了自己将全书阅读应用于PYP中

的实践经历，向大家展示如何用全书阅读的方式，达成PYP

的探究目标。

       程明老师现任苏州工业园区海归人才子女学校PYP全科

老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硕士，曾在印尼、新加坡任教、

访学。在国内IB国际学校担任过年级组长和全科教师，撰写

数篇IB课程教学及探究实践等方面的文章；在PYP本土化的

创新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一手的宝贵资料和工作经验。

PYP下的全书阅读,要达成什么目标？

      在介绍程明老师这套“全书阅读”实践心得之前，首先

得理解PYP的教学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理解程明

老师如此设计教学方案的目的所在。PYP的核心是，让学
生以“探究”作为学习的主要方式，其中“探究”课
程围绕六个超学科（transdisciplinary）主题展开。
学生不仅要探究各个主题，还要挖掘它们之间的内在
联系。

六个主题为：

我们是谁

Who we are

我们处于什么时空

Where we are in place and time

我们如何自我表达

How we express ourselves

世界怎样运作

How the world works

我们如何自我组织

How we organize ourselves

共享地球

Sharing the planet

      超学科意味着学生要形成对思想的全面理解，而不单是

获得简单的事实或技能。

      学生要在探究学习的过程中理解重要概念，掌握基本知

识和技能，形成积极的态度，学会采取负责的行动。所以，

各科老师在教学中相互合作，共建课堂也是必然。而全书阅

读，就是从阅读开始，全面地了解所要探究和学习的主题，

从而达到PYP的教学目标。这里的阅读不再指单纯的读书，

还包含了读完书后用各种方式去吃透探究主题。阅读只是一

个起点。

      把全书阅读落实到具体教学方案中后，探究一个主题通

常要用6周时间。首先，向学生介绍(Tuning In)该主题的基

本信息，然后依次是发现(Finding Out)、整理(Sorting 

Out)、深入(Going Further)、建立联系(Making Connec-

tions)和行动(Taking Action)。在每一个环节，教师都会刺

激学生提问并反思(Refl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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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几个部分串联起来就成为一个探究循环，让学生

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身体力行地进行探究学习。

换句话说，PYP的探究过程就是要让学生做到“博学之，审

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在这个前提下，全书阅

读的探究每个主题的过程，又可以分为四个步骤：

◎ 1-3周读作品（Reading）

◎ 第4周进行苏式讨论会（Socratic seminar）

◎ 第5周进行辩论会（Debate）

◎ 第6周进行戏剧(Drama)。

      四个部分循序渐进，让学生用探究的方式学习知识、交

流分享、碰撞观点、反思自我，从而达到教学目标。

第一步：读作品

      要开始探究主题，必然要先对主题做到心中有数，也是

全书阅读的根基。

      阅读作为第一步，目的是让学生初步了解要探究的主

题，为他们之后的互动、辩论和表演打下基础。

1.准备工作

      在确认探究主题具体谈论的话题后，教师和学生还要提

炼出本期话题的中心思想、重要概念、相关概念和探究线

索。

      以探究“世界怎样运作”的主题为例，经济是一个符合

主题的话题，因为经济影响着整个世界，是社会运作必不可

少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话题的中心思想也就应运而生—

—经济影响一个地方的发展。

      接下来，就可以向学生介绍功能、变化、原因等重要概

念，还可以引入诸如经济、发展和影响的相关概念。探究线

索可以是“什么是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怎样影响一个地

方及其环境”、“哪些因素影响经济发展”等。

2. 推荐书目

      为了保证探究的深度，学生必须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

所以课下的全书阅读非常重要。那么应该让学生读什么书

呢？

      对于主题较难的单元，阅读书目以教师推荐为主。推荐

的图书根据内容的难易，可以分为2本必读和3本选读，以满

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必读书一般来说文学性、故事

性更强，易于学生理解。

      而一些主题较简单、专业性不是很强、图书资源相对丰

富的单元，可以让学生自己选择要阅读的书，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



3. 记录感悟，精读到位

      读作品并不是单纯的阅读，学生在阅读过程中还要填写

与阅读书目配套的精读册，一般内容是总结小说六要素。这

样既可以督促学生阅读，也方便教师了解学生的阅读情况。

而精读册只是粗略地总结阅读内容，是记录阅读的第一步。

之后，还有比它更进一步、需要学生思辨的探究题。

      有根据故事内容填写的事实性探究题，有根据概念和感

想设计的概念性探究题，还有需要学生自己寻求答案的辩论

性探究题。

      辩论性探究题可以由教师设计，也可以由学生自己设

计、自己回答。这一步也是为之后的辩论赛做准备，可以

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及探究深度。

      此外，学生在自己选书目的单元或进入高年级后，还可

以用更多样的方式记录自己阅读过程中的思考，例如做摘

抄、写观点、制作流程图和思维导图、记录观影列表和书

单等。并要求他们持之以恒，养成记录的好习惯，提高写

作能力。

第二步：苏格拉底圈讨论

      至此，1-3周的读作品环节仅仅训练了学生的读写能力，

这还远远不够。PYP要求学生掌握的基本技能或者说学习方

法（ATL），还包含交流和社交能力，所以听说能力也同样

重要。

      而且，学生也需要通过听说来交流观点，并激荡出更深

层次的新想法。按照这个思路，“苏格拉底圈讨论”便自然

成为了下一个环节。“苏式讨论”发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哲

学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通过协助学生展开对话的方式，让

学生在还原生活和学习经验的基础上，认知、学习新的知

识，并在新环境中加以使用。主要方式是创建假设，在研读

和讨论文本的过程中，不断挑战自己原有的理解，生成新的

理解和概念。

具体操作苏式讨论环节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 讨论前，学生和教师都需要做好准备工作，熟悉本次讨论

的文本、问题和目标等。

◎ 课堂上，学生分成两组，分别进行讨论。一组进行讨论时

，另一组需要在一旁观察、记录。一轮讨论结束后，观察组

需要对讨论组进行评价，给予反馈。

◎ 讨论结束后，教师需对学生的讨论做出总结，而学生还需

要完成反思性报告和主题报告。

      作为教师，在整个环节中需要做好前期准备、保证学生

参与度和尊重学生。讨论会的理想状态是学生在自然交流的

状态下，顺其自然地按次序发言，从而相应避免你争我抢，

僵持不下的局面。

优点与反思

      苏格拉底圈讨论作为一种语言教学，不仅可以用于母语

课程，也可以用于二语课程。鼓励学生主动参与讨论、思

考，提高学生的语言认知水平和口语表达能力。它能够培

养学生的质疑和探究精神。在讨论中，学生处于教学的主

体，而教师或学生自身充当催生新知识、新思想的“产

婆”，学生掌握了更多思考和实践的主动权。

      课堂不再是按部就班的剧本，而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一场

快乐游戏。它还能提高学生的社交技能。因为学生需要在讨

论中尊重并试图理解别人的不同意见，学会倾听并接受不同

视角的解读，从而提高他们解决争议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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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相互友好地提出问题，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团队合作

能力都得到了提高。以上三个优点都达到了PYP要求发展学

生交流能力的要求。但同时还要谨记，没有一种教学方案是

一劳永逸的。

      教师需要在一次次课堂实践中不断反思组织和内容上的

不足，观察与注意每个学生的参与情况，鼓励学生发言讨

论，不断优化自己的教学计划。

第三步：辩论会

      辩论会是苏式讨论的延伸，目的是在发展交流能力的基

础上，进一步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和思辨能力。

辩论会需要事先选定一位学生担任主持人。主持人的职责很

多，除了负责辩论会现场的主持，还要提前设计辩论规则，

并选定协助自己的计时员和记分员，共同在辩论会时维持秩

序和规则。辩手的选拔则可以分几轮进行。先在班级内部进

行自由辩论，让学生自由发挥，然后选出优秀者代表本班与

其他班级进行比赛。

      辩论赛结束后，学生们还需要评价辩论会中自己和对方

辩手的表现，并反思自己的观点，深入理解探究的主题。

第四步：戏剧

      让学生参与戏剧表演并不是没来由的决定或噱头，而是

在能深入理解PYP教学目标和人才培养主旨以后的慎重选

择。PYP的探究主题都是超学科的，学生自然不必拘泥于

文字和文学，将所学内容融合进艺术创作也给学生进行新

一轮主动学习的探究机会。

       再者，戏剧课程本就与其他领域课程水乳交融，否则，

艺术创作就好似无根之木。

      1. 符合探究单元主题理解和评估的需要

      戏剧表演始终围绕PYP的探究主题。在此基础上，由学生

自己组织和完成从导演、场控、演员，甚至剧本和台词的所

有前后期工作。学生在写作剧本和表演话剧的过程中，会自

发地检索更多资料，充分发挥主动性。然后通过集体讨论，

选出要留下的精华内容。而讲演台词也需要背诵，这也进一

步加固了他们对文本的理解。

以探究主题“我们身处什么时空”为例，探究的内容是“历

史故事及人物对当代社会影响”，选用话剧的方式来演绎古

文，让学生自然而然地在准备和实际表演过程中体会到这个

主题的意义。同时，也衔接了之前探究的 “广告”话题。因

为招募演员的过程需要同学们利用先前所学的“广告”

知识，宣传自己的剧本和团队。这正是PYP要求的“超

学科”能力。

      2. 出于和戏剧老师合作教学的需要

      同时，戏剧课也与文学有紧密的联系，学生可以选择语

言课程中阅读的作品进行改编和表演。所以，与戏剧老师

一起策划学生的戏剧表演可以说是天作之合。

      3. 满足学生兴趣爱好的需要

      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想法，自由改编文学作品，

甚至创作自己的故事来进行表演，而不受太多束缚。让学生

出于自己的兴趣创作剧本，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做，

使得这段创作经历给学生留下快乐、美好的回忆，而不

是抵触等负面情绪。

      4. 出于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构建学校特色课程、大型节

日活动演出的需要戏剧表演不仅惠及学生、老师个人，也

能给教学氛围带来新的气色，既能满足学校建设特色课程

的需要，也为校级大型演出积累了经验。

      在戏剧表演的过程中，学生不断地主动吸收各种知识，

学习古典文本更为他们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提供了便利条

件。而课堂的戏剧表演经验也让学生能够在大舞台上自信地

展现个人风采。

      以上四个步骤下来，才称得上带学生完整体验了一回“

全书阅读”。

      PYP国际课程内容相对模糊，学科之间多有交叉，要完

成教学目标不是易事，许多老师在日常工作中为此也颇费

心血而程明老师的经验可行性非常强，让现场许多老师深

受启发。演讲结束后，大家还纷纷提出自己关心的问题，

互动交流。

      这也达到了JAWs教学工作坊的活动目标——打造创变教

学工作坊，邀请若干位教师、教育研究者和观察者上台，通

过主题演讲和互动体验等方式，鼓励教师群体分享有料的教

育理念和实践经验，助力推动培养新时代的“世界公民”。

创变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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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有“学困生”？高威胁高风险的学习环境是一大诱因，这意味着学困生被

聚集在一起只会让他们更加学习困难。怎么办？“一出学社”联合创始人任竹晞老

师同“一出学社”教研负责人白沆鑫老师在顶思第二届JAWs工作坊上，向大家分

享如何通过合作学习让学生真正爱上学习，提高学习能力。

文 | 徐鼎鼎

从聚众打游戏

到结伴学习

如何才能让

"学困生"创造奇迹？



      长期以来，学困生是传统教育模式下最令老师头疼抓狂

的学生。而这类学生却是“一出学社”的老师们要普遍面

对的学生。他们可能“考试成绩只有个位数”或“辍学在

家多达半年”。而将这些“学困生”聚集起来，加入“合作

学习”的催化剂，却引发了从“聚众打游戏”向“结伴学

习”的嬗变。

      与传统课堂中充满对抗性的高压竞争相比，合作学习

(cooperative learning)的核心理念包括：“积极互赖，负

责到人”、“学生共同体”和“师生共同体”等，它是由能

力各异的学生组成小组，以合作互助的方式从事学习活动，

共同完成小组学习目标，以促进整体成绩和个人学习能力的

提高。

      该理念从20世纪70年代于美国兴起以来，被誉为“近十

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革”，并逐渐成为当代主流

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但同时，如何理解和实践合作学习对

许多老师而言仍然是一个难题。

      任竹晞老师和白沆鑫老师在顶思第二届JAWs工作坊上，

向各位老师分享了自己对“合作学习”的理念理解和实践案

例。

      任竹晞老师现为“一出学社”联合创始人，研究生毕业

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主修创造力与认知专业，在哥伦

比亚大学期间深入研究体验式学习、项目式学习相关的课程

开发，参与的研究课题包括探究设计思维、项目式学习和创

造力培养的相关性，对项目式学习在培养创新力上的作用有

深刻理解。曾任世界最大的青年领导力发展机构AIESEC中

国大陆总监及美国副总监，具有5年从事大学生领导力发展

行业的经验。

“学困生”缘何而来？

      任竹晞老师在工作坊上，举出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而这

实际上也是传统教学模式的缩影：

     某小学老师在课上传授10以内加减法，每一列的学生依

次起立回答老师在黑板上所列出的算术题。一整列学生都正

确地回答了题目，却唯独有一位答错。老师虽没有责备犯错

的学生，但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这位学生身上，眼神

中带着“谴责”甚至“鄙夷”。

       学 生 在 学 习 中 往 往是通过创造自我价值以赢得成就

感，但这样的情景却可能促使厌学情绪的萌生。而学生

之所以成为所谓的“学困生”，往往就是受其所在的学习

环境的影响。这种学习环境就是一种对抗性的竞争环境。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学习环境不利于学困生发展？传统

的课堂模式是一种以老师为中心的高竞争、高威胁、低合作

的学习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个老师联系多个学生，合

作只存在于学生和老师之间，学生之间不存在合作的联系，

学生往往因热衷于竞争而互相排斥甚至敌对。

      另一方面，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合作也不是全面的合作，

受限于课程计划，老师也无法响应每一个学生，因此最终真

正能完全跟上老师进度的其实还是成绩优异、学习能力强的

学生，他们能够取得成功，获得奖励，但对于成绩低等的学

生来说，成功却遥不可及。这使得他们对学习失去信心，越

学习越痛苦，越痛苦就越容易放弃学习，甚至以“捣乱”的

方式获得他人的关注。

合作学习为何可以成功？

      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来自于由美国心理学家莫顿•多伊奇

(Morton Deutsch)在1949年提出的“合作型目标结构”这

一概念。他认为，团体成员有着共同的目标，只有当所有成

员都达到目标时，个体自身才能达到目标。在这种条件下，

团体成员之间必定会形成积极的相互促进关系。

      这一理论被付诸于教育实践后发现，合作小组成员在学

业上的成功带来了成绩水平低的学生社会地位的变化，这使

他们更有信心，从而付出更多的努力进行自身的学习并协助

同伴成功。

Innovative Teaching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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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作学习的另一个理论基础来自于“心流理论”，心理

学家米哈里•齐克森米哈里(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将心

流 (flow) 定义为一种将个人精神力完全投注在某种活动上的

感觉，同时会带来高度的兴奋及充实感。科学调查表明，对

知识的立即应用和传授他人有助于提升对学习的投入程度和

知识的掌握程度，其效益远高于单方面的信息接受、课堂演

示和讨论。

      在合作学习的模式下，能力各异的学生在学习小组中有

共同的学习目标，负责具体的学科任务，并将学习到的知识

进行应用以完成组内分配的任务。他们也会按时汇报各自的

进展。

      此外，学生还将在组队充当其他学生的“老师”，辅导

他人学习。通过这两种形式，学生在合作学习中能够完成自

我价值的实现并获得成就感，由此带来“心流”效应。

老师在合作学习中的角色
      虽然合作学习需要增加学生的主动参与时间，真正地做

到以学生为中心，但是任竹晞老师在工作坊上也指出，老师

在合作学习型模式下仍然所扮演着重要角色，承担着一定的

责任：

分组时考虑各成员的性格特点

      在分组阶段，老师需要考虑学生之间是否性格不合的情

况。据此，老师可以按照性格差异对学生进行分组，在学习

小组形成后，组织团队建设活动，搭建小组组员之间的和睦

关系。

        营造“高挑战低威胁”的学习环境：

      在以往的分层教学的理念中，学习的目标应该因学生的

能力高低而定，因此“高挑战”似乎就与学困生无缘。

      但任竹晞老师认为，目前尚没有科学调查可以例证分层

教学能够带来实际的教学效益。相反，“低挑战”之于学

生，更像是一种心理暗示，它使学生认为老师对自己的期

望下降了，从而打击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而给予“高挑

战”，则向学生施放了一个“高期许”的暗示，反而可以

调动学生的动力。

      此外，在进行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学生组内如果出现不

友好的情况，老师应该及时介入引导，搁置争议，和学生

一起寻找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当学生表现出不自信时，老

师应有意地对学生进行激励，保持学生的“成长型心态”。

      对于缺乏学习兴趣的学生，可以多和学生交流，发掘其

长处，而这种长处未必限于学习范围内，因为在任老师看

来，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成就感，而成就感

本身就是可以被迁移的。此外，任老师和白老师还在讲座

中，现场示范了另一种“夸赞式”的训练方法：

任老师：白老师，我想送给你一个特别棒的礼物！

白老师：是什么，我好期待呀!

任老师：我想送你一堆废弃的硬纸盒！

白老师：太好了，我们搬家恰好需要，我还可以用纸盒教会

学生怎么做废物利用！

      这种练习让训练者无条件地肯定他人的请求和陈述，

还需要让训练者为自己的肯定找到合适的理由。任老师

相信通过一系列类似的训练方法，可以加强老师对学生

学习自信心的激励意识，以创造出一个“低威胁”的学习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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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实际帮助（helpful）。再比如向学生讲解“遗忘
曲线”和“认知学习程度”等概念，让他们理性
地认识应该如何改善自己的学习方法。
    此外，在演讲的最后，任竹晞老师还指出，老师和
学生应该构建起一种充满爱与信任的师生共同体，乐
于接受学生的“吐槽”，乐于同学生一起探索知识，
和学生聊自己所负责学科以外的其他学科，从而更全
面地了解学生的能力。
      总而言之，任竹晞老师认为，无论在何种教育模式
下，老师所要做的并不限知识的传授，而是教会学生
如何学习。合作学习显然能为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和
学习能力带来良好的效果。
      如今，合作学习还在“一出学社”的许多学困生之
间持续发挥着它潜移默化的作用。一些不被人看好的
学困生们合作完成了“高挑战”的学习目标，厌学的
组员成为了组内活跃的“辅导老师”，还有学生认为
学习远比恋爱有趣，为了参与小组学习，甚至甘愿放
下送女朋友回家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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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组分工责任到人，消除模糊边界：

      在合作学习的具体实践中，老师们常会有另一种担忧，

那就是一个或几个学生包揽小组的全部学习任务，其他组

员则对他们形成过分依赖。

      任老师认为，要避免这种现象的产生，老师有必要在小

组组成伊始，就让学生制定小组规则，明确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责任，消除责任的模糊边界，而不是只是笼统给小组布置

一个任务而具体的分工却没有落实到每个人。与此同时，

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可以设置奖励，当小组实现整体目

标时，小组成员才能获得这一奖励。

       维持积极互赖的小组氛围：

      这种互赖关系包括：情感互赖、思维互赖和角色互赖。

所谓情感互赖，就是让学生明白自己的成功就是团队的成

功；思维互赖，鼓励学生之间不同思考的碰撞；而角色互

赖则是在一个学习阶段内，让不同学生，充当不同的角色，

他们可以是擅长数学或物理等组内“专家”，他们通过介

绍自己的课堂或给组员出题等方式，扮演自己的角色。

        及时反馈：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老师还需要要求学生对自己分内

的任务进行及时的反馈。在任老师提供的实际案例中，小组

每周举行一次“例会”，各个组员汇报自己的任务进度和学

习收获，老师对于小组学习的进度也要进行监督。

      此外，为了保证小组合作能够保证效率，更好地掌控时

间，合作学习应该具备结构性特征，换言之，也就是要有明

确细化的流程，比如课前讨论应花多长时间，讨论结束后

应该进行哪一个环节等等。总而言之，就是能让学生清楚

地了解合作学习应该怎么进行，并鼓励他们自主进行学

习。  

        注意其他能力的培养：

      在合作学习的实际运作中，老师还需要注意培养学生的

其他能力，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往后发展也是使合作学习能

够可持续推进的重要条件。

      譬如在讨论合作中，老师应该教会学生如何与他人进行

沟通，保证问题的讨论和矛盾的处理和学习目标是相关的
（related）,在交流中充分尊重对方的观点（respectful），

自己所陈述的观点是合理的（reasonable）且对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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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教学过程中，提问被视为有效教学的核心，能否科学地设计出灵巧、新颖、易于激发学生

思考的问题，更是教学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在顶思双语新师培训营中，英国伦敦大学学院（

UCL）教育学院（IOE）的Robin教授带领大家就“如何提问”展开了探讨。

 

文 | 王永倩

创变教学

请收下

这份“教学提问法”

助你修炼成为

苏格拉底式的教育者



      “ 小明：妈妈，我们学校的老师什么都不懂。

      妈妈：为什么呢？

      小明：他们总是在问问题，让我们回答～～”

      虽然是一则冷笑话，却反映了课堂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方

式——提问。课堂提问是一项非常古老的教学技能，它的历

史比班级授课制的历史更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伟大

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是一位提问大师。他的弟子颜回在

《论语》中是这样形容他的教学的：“夫于循循然善诱

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1912年，美国的学者史蒂文斯第一次对教师提问进行了

系统性的研究。他发现，教师提问和学生回答大约占去了普

通学习日80%的时间。教师在讲课过程中，每分钟约问2-4

个问题。“提问被视为有效教学的核心”。研究数据显示，

老师平均每天要问200-300个问题。

      因此，能否科学地设计出灵巧、新颖、易于激发学员思

考的问题，是教学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2017年11月，在

顶思双语新师培训营的培训中，来自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

的Robin Attfield博士就带领大家围绕“如何提问”展开了

探讨。

为什么要提问？

      教师提问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Robin问到“为什么

要提问”，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检验学习效果”。但除此

之外，占据了教学核心时间的提问还有其他功能吗？

      美国教师佩特和布莱沫设计了一份问卷，向190名小学教

师征求提问最重要的三个目的。86%的教师认为，提问的目

的在于“通过检查学生的学习来检查教学的效果”，54%

的教师认为，提问的目的是“诊断”，47%的教师说，提

问的目的是“检查学生对特定事实的回忆”，只有10%的

教师认为提问的目的在于“要求学生运用事实进行归纳和作

出推断”。

      无独有偶，Robin教授分享的数据也显示教师60%的

问题是事实性问题，例如“什么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三驾

马车？”20%的问题是过程性问题，例如“说出光合作

用的几个阶段“。

      然而根据Bloom的教育目标分类法，这些提问还停留在

知识层面的认知考察，并不利于激发学生进行较高水平的思

维，与21世纪的人才培养目标背道而驰。经过一番讨论，大

家挖掘出课堂提问背后的深意：

•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发动学生回顾过去所学的内容

• 引导学生进行创造性思维

• 发展批判性思维

• 诊断学生的能力

• 评估学生对下一阶段学习任务的准备情况

• 确定目标所达到的水平

• 课堂管理的手段之一

……

      确实，在课堂上问问题，是许多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经常

使用的一种教学方式。恰当的问题能活跃学生的思维，激发

学生的创造力，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的能力。而不恰当的问

题，可能会给学生过多的压力，阻碍学生思考，不利于其学

习的进步。

      大量的研究表明，教师不同的提问行为和方式对学生成

绩，包括学生思维和对外界的态度，所产生的作用是不同

的。这也促使人们采取必要步骤和措施提高教师的提问技

巧。那么要怎样设计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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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类型

      根据问题的指向，Robin介绍常见的问题类型包括：

开放式/封闭式提问(Open/close questions)：你觉得中国

怎么样？/你来过中国吗？

      探究式提问(Probing questions)：为什么你会来中国？

      引导式提问(Leading questions)： 你来过中国，对吗？

      启发式提问(Inspiring questions)：你为什么这么喜欢中国

呢？

      开放式问题，即答案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简单的几句话

可以回答的问题。这类问题的答案往往可以是多样的，可以

让学生自由发挥的。而封闭式问题是指预先设计好备选答

案，学生从备选答案中挑选出自己认同的答案，其答案是

唯一的，有限制的。

       探究式提问是指那些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维

的 提 问 。 在 英 语 教 学 中 ， 大 多 数 的 探 究 式 问 题 都 始 于

“What”“When”“How”。有限的探究式问题有助于让

学生谈论他们的个人意见与感受，并促进学生批判性思维。

      引导式提问是指教师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实际水平提出

问题，启发、引导学生解决问题，通过提问的方式达到学生

理解、掌握知识，发展各种能力和提高思想觉悟的目的。

      启发式提问即在了解学生的基础上，找到学生的兴趣

点，并根据学生的自身兴趣提出问题，以此提高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与主动性，提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按照认知水平对问题分类，美国教育家加拉赫和阿什纳

把问题分为：

      1．认知记忆：问题范围狭窄、封闭，要求学生对信息回

忆或再认。

      2．集合思维：问题范围狭小，要求学生对记起的信息进

行分析和综合。

      3．发散思维：问题范围广阔、开放，要求学生丰富已有

的信息或从新的角度来认识主题。

      4．评价思维：问题范围广阔、开放，要求学生根据内部

的或外部的原始材料进行判断、评价或维护自己的选择。

       以一节社会科学课为例，一位教师给学生读了一段发表

在报纸上的文章，文章的主题是：一位受雇于ABC电子公司

的妇女起诉该公司在晋升方式上存在歧视妇女的现象。对这段

文章首先要探究的认知问题是“这个案件中的事实是什么？”进

一步较高水平的集合思维类问题是“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其

他有助于调查的问题包括“哪些概念需要澄清？”“你可以运

用的收集信息资料的来源有哪些？”

      如果要进一步培养思维能力或者提升认知水平，基于这

段材料还可以引出以下发散思维类的问题：“引起ABC电子

公司的高层官员故意阻止妇女晋升的其他一些可能的因素是

什么？”“还有哪些矛盾值得考虑？”

      提高学生思维水平的评价思维类问题则包括：“既然你

已经收集了一些材料并进行了分析，你能试着提出一种解决

方案吗？”“在大家所提供的帮助ABC电子公司消除性别歧

视的方式中，你认为哪一种最好？

提问是个技术活儿

      如何进行有效地提问，什么样的问题才是合适的呢？

      Robin教授引导学生们以小组讨论的形式对此进行思考，

总结出以下几点：

      • 教师首先要明确提问的目的，才能根据提问目标设置问

题，也能在学生的回答有所偏差的时候对学生进行适当地引

导。

      • 提问措辞必须清晰、明确，同时，也需要简短、明了，

让学生能够理解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模棱两可的问题会使得

学生反应混乱。

      • 根据不同的教学需要选择不同的提问内容与提问形式。

      • 把握提问的时机，通常来说课堂开始的时候大家注意力

集中，通过好的问题带入学习的主题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观摩课上，大家看到英国的Hana老师用 “如果没有胃，我

们可以活下去吗？”开启了一节生动的生物课。 

      • 对学生的回答给予“肯定”。对学生的“肯定”不仅仅

是指对回答正常的学生进行口头表扬，对于那些回答错误，

或是答案有所偏差的学生，也应用一些积极词汇给予肯定（

比如在Robin教授的课堂上，对于回答错误的学员，他也会

用“Great done”或是“Great job”等词汇，鼓励学员积

极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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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学生适当的反应时间，通过思考再做回答。很多时候，

Robin都会要求大家小组讨论一下再做出回答，这样大家已

经根其他小组成员有了交流，不仅有了更多主动学习的过

程，也增加了回答的自信。

• 提问的节奏，教师的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之间的时间

间隔过短或是过长，都会影响学生回答的质量与数量。

• 用眼神交流、点头等肢体语言给学生安全感，鼓励学生回

答问题，肯定学生的自我价值，增强学生的自信。

……

如何鼓励学生提问

      Robin教授将提问过程比喻成“乒乓球式”提问与“篮球

式”提问，前者指老师不断抛出问题，学生不停解答问题；

而后者为老师抛出一个问题，由不同学生进行互动，最终解

决问题。Robin教授表示，不同的提问方式会对学生产生不

同影响。

      还有老师会让同学们根据课前阅读的内容，带来自己的

问题，在课堂上交流。Robin介绍，有老师会让同学们先两

两一组，从中选出还没有解答的问题，再四个人一组，最终

选出要跟全班同学讨论的问题。

      在提问过程中，我们最常使用的就是“5W+H”模型，

即使用“when、where、who、why、what、how”等形

式提问。Robin教授补充道，其实他更喜欢用的形式是

“Tell my about…说来听听”或者“in what way might…

在什么情况下可能发生”。这种对话式的方式最能让大家开

启讨论，主动学习和分享。

课堂体验

      Robin教授自身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问者。课程持续了一段

时间，学员们的注意力即将进入疲乏期时，Robin教授都会

提出问题，由个人回答或是进行小组讨论，保持学员们的注

意力集中在课堂上。在学员回答问题时，Robin也总是作好

一名倾听者的角色——与该学员保持着眼神的交流，并用眼

神鼓励学员继续表达自己的想法。

      每天课程结束前，Robin教授也会以各种形式对学生提出

问题，总结当日所学习的内容：

Reflect on today and how your learning has evolved.

What are 5 key messages for you as a teacher？

What you have learned about yourself as a learner and 

as a teacher of the future？ 

……                           

      在Robin教授的课堂中，处处体现着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

的“精神产婆术”，也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在他看来，真理先天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但并不是每个

人都能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理。教师的任务不是直接向学生提

供现成的真理，而是通过问答甚至辩论的方式来揭示学生认

识中的矛盾，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最终经过教师的引

导和暗示，学生自己得出正确的结论，教师只不过是帮助学

生“生产”知识的“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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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部曲提升学习效率

打造高效的探究式课堂！

在实际教学中，很多老师都会遇到“如何设计科学有效的教学计划？”“如何让课堂变

得更加生动有趣？”等难题。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课程设计的理论

基础和原则是什么？

在顶思策划顶双语新师成长营中，来自伦敦大学学院（UCL）教育学院（IOE）的Robin 

Attfield教授和海嘉国际双语学校的江波老师以“课程设计”为主题，介绍了如何进行

课程设计、多种课堂教学模式、以及不同教学策略的应用场景等。

文 | 王永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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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如果没有胃是否能活下去？”

       这个类似知乎上的烧脑问题出现在伦敦东区Oaks Park高

中的生物课上，上课铃刚停，Hana老师就抛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让同学们迅速调动起之前储存在脑海或者笔记中的相

关信息。

       与此同时，Hana在PPT上用不同颜色标注了这节课的几

个学习目标，并且告诉大家希望所有人都掌握绿色文字显示

的内容，鼓励大家挑战蓝色文字显示的目标。

      课程设计就像是教师在一堂课中的地图，完整科学的地

图可以帮助老师完成教学计划，达到教学目标；相反，不合

理的设计则有可能导致课堂的失败，甚至是教学质量的下滑。

      在实际教学中，很多老师都会遇到“如何设计科学有效

的教学计划？”“如何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趣？”等难

题。那么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些问题？课程设计的

理论基础和原则是什么？

      在顶思策划的双语新师成长营中，来自伦敦大学学院

(UCL)教育学院(IOE)的Robin Attfield教授和海嘉国际双语

学校的江波老师以“课程设计”为主题，介绍了如何进行课

程设计、多种课堂教学模式、以及不同教学策略的应用场景

等。

5S教学模式

      Robin带我们从Hana的教学开始“庖丁解课”。Hana的

第一个问题并非突发奇想，而是课堂的知识回顾和导入环

节，与整节课的内容环环相扣。

      Hana的课堂上有20多个孩子，他们4-5个人一组围坐

着。刚刚讨论完胃对人们消化和生存的作用，Hanna就像

《神奇校车》里的卷毛老师一样，又让大家想象一块披萨

在自己消化系统中的旅行，并且追问哪些是物理变化，哪些

是化学变化，哪些身体器官参与了这个过程。

      再接下来，Hana又给每位同学一张worksheet，上面有

参与消化过程的不同身体器官图片，她要求同学们把这些器

官的图片剪下来，注明器官的名称，并按照参与消化过程的

先后顺序进行排列。Hana还在讲台上准备了一些关于这些

器官具体消化功能的说明，欢迎完成前序任务的学生尝试把

这些作用贴到对应的器官旁边。

      Hana不仅在学习目标、作业要求等方面都设置了差异化

的学习目标，以适应不同基础学生的发展需求，而且在课程

结束之前，还留出单独的时间，让大家填写“学习日志”，

让大家回顾在今天的课堂上掌握了哪些知识，还有什么地方

不明白，对其他什么内容比较感兴趣。

      在询问同学们对不同知识点的理解程度时，为了避免

Peer Pressure，她还特意让大家闭上眼睛，不要看其他的

同伴，从而能“毫无压力”地表达自己的学习状态，让老师

更能够放矢地帮助他们。

      课堂观摩结束后，学员们进行了小组讨论，并提出了对

这堂课的感受与评价。有的学员认为在课程刚开始，Hana

老师提出的问题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并且提问的方式很有

趣，能够吸引学生。有的学员认为，Hana老师的课堂活动

十分丰富，让学生自己动手，自我探索，能够加深对概念内

容的理解，巩固知识。还有的学员对Hana老师的评价方式

进行了赞赏，尤其是最后的自我评估环节，他们认为这样的

方式可以使同学排除其他人的干扰，真正地跟随自己的内

心，进行自我评估。

      然而，尽管Hana的课堂上有很多的学生活动，也没有大

段的“讲授”内容，但所学内容基本还是吸收、巩固关于
消化系统的事实性知识，属于一种直接教学策略，即
以教师和学科知识为中心，以尽可能直接的方式实现
事实、规则和动作序列的教学。教师控制着教学内
容、步骤和节奏，在教学中采用示范、呈现、口述
等方式实现教学。在此过程中教师仔细地关注学生
的学习结果，并根据学生的理解水平，及时得向学
生提供练习和反馈。
      这种课堂通常分成五个步骤，也被称为“5S教学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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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教学模式

      与直接教学相对应的是间接教学策略。在间接教学中，

教师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知识的引领者，大胆地把学生的

经验、观点和感觉吸收进课堂。教师所提问题的目的不在于

直接得出唯一的答案，而是引导学生思考，让学生自己或通

过小组合作寻找和发现答案。

      江波老师着重介绍了间接教学策略中的5E教学模式，分

别表示以“E”开头的5个单词表示，包括

引入（Engage）

探究（Explore）

解释（Explain）

拓展（Elaborate）

评估（Evaluate）

      这是一种强调学生结合自身生活经历、思维方式，进行

归纳、总结、演绎和创新的学习过程。

    “5E”教学模式最早由美国生物科学课程研究所BSCS

(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在生物学教材中使

用，这种教学模式是根据建构主义的学习理念而组织的。建

构主义认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能按照自

身的经验去建构对世界的看法。学习的过程就是构建知识体

系的过程。学生对外界信息选择加工，通过新旧知识经验

间反复双向的相互作用构建联系，加深和拓宽原有的知识

体系，从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5E教学模式的每个阶段都有特定的使命

     引入Engage：参与思考新的概念。这个活动的目的是通

过承担学习任务建立过去和现在学习经验的联系，使学生在

智能上参与概念的探索过程和技能的训练过程。

      探究Explore：通过一个或多个活动探究概念，包括但不

限于观察、记录数据、设计和进行试验、做图等。通过这些

方式整理结果，提出假设或结论，从而独立建构知识体系并

培养科学素养。目的是提供给学生共同的基本经验。学生通

过主动学习处理材料和探索环境，认识现有的概念或发展技

能。

      解释Explain：通过活动所提供的经验构建对概念的理

解，解释概念或理论。目的是给学生深化他们所探索概念

的机会，学生必须以词语描述对概念的理解，演示其技

能，并正确识别和定义新概念。

       拓展Explore：通过新的活动，学习并运用前一阶段刚刚

获得的科学概念，在新的环境和新的问题情境中去实践、

验证、应用和巩固。学生循序渐进地应用学到的新知识和

技能，来强化理解，并能延伸他们的理解到老师给的例子

外的问题或应用。

      评估Evaluate：评价对概念的理解，由教师、学生共同

完成。老师检测学生现阶段对于知识、技能、概念的掌握情

况，判断学生对于知识点的自我判断和信心。如果评价显示

在概念的理解上是成功的，就是进行参与和学习新的概念的

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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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波老师以一堂化学课堂为例，为了让学生们理解化学

反应的5种类型，采用5E教学法的老师先让同学们观察几个

化学反应的公式，讨论参与反应的物质和生成物的种类、数

量、特点等。

      然后老师给同学们准备了多组图片，很多都是生活中的

日常场景，与化学反应相去甚远，例如相爱的男女两人结婚

组成一个家庭；小鸡从鸡蛋中孵化出来，只剩下了蛋壳；篮

球场上防守队员成功抢断，获得了球权；以及纸在火里燃烧

后变成了灰烬。老师让同学们小组讨论，这些生活中的“反

应”都有什么特点，在反应物、生成物方面各有什么特点。

当学生们完成对生活中场景的分类，老师又给了许多不同的

化学反应公式，请学生观察这些化学反应与社会生活中的“

反应”有什么异同之处，从而推导得出化合反应、分解反

应、置换反应、复分解反应和氧化还原反应的特点和定义。

老师进而给出了更多的化学反应公式，帮助学生深化对不同

分类方式的理解，并评估学生的掌握程度。

      这样一节利用5E教学法设计的化学课程，其最明显的特

点就是留给学生对概念性知识的探索空间，让他们通过充分

地观察、实践和思考，运用类比等方式迁移已有的知识，获

得新的知识内容，而非依赖书本、老师的经验。

好的课堂需要用心打造

      经过小组讨论，学员们认为5E教学模式构建了一种指导

型的探究式课堂，学生被老师引导着去发现知识，这对学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学习中更多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

学习获得学习经验。同时，这也对老师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例如课前需要更充足广泛的资料准备，更高效地管理课堂

等。不同于传统的教学方式，5E教学法要求老师教给学生

学习的方法，而并非将概念、知识直接传授给学生。

      在这种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中，有很多不可控因素，那

么在间接教学中怎样才能有效地管理学生的学习效率呢?

      一方面要明确角色，教师要扮演好规划者的角色，选择

符合课程标准的学习材料。教师要明确学生只是参与到学习

材料中选择自己的经验，但不决定材料的选择。

      另一方面教师要设置情景，包括要给予学生建构自己知

识的时间和空间，鼓励学生从自己的经验中寻找参考点，提

供给学生展示自己思维方式和解题策略的机会，允许学生运

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和感兴趣的材料回答问题。

      强调为学生设计与他们生活经验相符的教学情景，在学

生原有知识经验的基础上找寻新知识作用于自身的意义。

      在课程改革的今天，我们强调学生活动的重要性，重视

学生学习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情绪情感的培养。而直接教学

策略似乎看起来更适用于传统教学，那么是不是所有的课程

都应该使用间接教学策略呢？

      江老师让学员们对比5S教学模式与5E教学法的异同点，

并结合特定的学科内容和学习目标，选择不同的教学模式。

      通过探索，学员们发现在进行数学计算、操作步骤、科

学事实 、概念和规则以及外语的词汇和语法教学中，直接

教学策略还是非常有效的。许多研究也发现，当学生直接接

受来自教师的指导时，会更有利于他们快速掌握基本技能。

      说到底，直接与间接教学策略本身并无高低对错之分，

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基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和内容特点，使用多

样化的策略结合，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教学更

具有生命力。

Innovative Teaching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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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如果放到真实的国际学校TOK课堂里
会是什么样子？

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无疑成了科学界以及教育界的一大讨论热点。如

果将此搬到真实的国际学校课堂里来，尤其是IB DP里的TOK(认识论)，又会是什

么样子？本文给大家看一个与此相关的模拟课堂讨论版。

文 | 龚琴

八年国际学校一线教师经验、五年国际学校中文系主任 IB阅卷员/学校认证员/教师培训员。

教师专栏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无疑成了科学界以及教育界的一大

讨论热点。各种站队的，讨伐的，支持的，中立的，都有，

好多文章都在谈各自的观点，但如果搬到真实的国际学校课

堂里来，尤其是IB DP里的TOK(认识论)，又会是什么样子？

我给大家看一个与此相关的模拟课堂讨论版：

       在此之前，仍然得再次澄清一下，国际学校里的TOK，

并非大家想象的哲学课或伦理课，虽然我之前文章《听说国

际学校“灵魂课程”里的伦理学可能要被撤？我觉得好事

啊》里写过伦理学在其中的重要地位，但这并不代表我们需

要学生成为伦理学专家或哲学专家。TOK有八大知识领域，

试想每次涉及某个领域，如果都需要大家对此展开专业性研

究，别说对于高中生，即使是大学生，也是不现实的。

       我们需要给学生的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工具，热点事件每

天有，月月有，如果只是就事件本身发表观点，累都要累

死，但我们要做的就是带领学生从这些纷繁芜杂的表象中

探寻出事情的本质问题。

       基因编辑事件的争议，无疑与其牵扯的伦理道德有着千

丝万缕的联系，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太具有争议性的话题。

       从另一层面说，我们对各种观点所作出的论证，说明，

支持或反对，都已带有我们自己强烈的个人偏见，而这里

面又不可避免的涉及到我们从小所接受或学习到的价值观及

人生观的影响。到此，你能稍稍看出TOK的课堂里，我们到

底在谈什么吗？

      我们要谈的是透过事情本身，挖掘出一个个有意义的知

识问题。

       问题又来了，知识问题到底是个什么？又有什么重要意

义？

TOK里所谓的知识问题，自带三大属性：

一、开放的，值得讨论的
        也即没有固定答案，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如果有的话，

还怎么能说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的课程呢？

二、关于知识本身的，而非学科性质的
       TOK关注的知识问题更多侧重在产生知识的方式及机制

上，而非侧重探索某个学科领域里的知识，毕竟我们无法成

为每个研究话题领域的专家。

       比如就刚才那个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如果我们问：“贺

建奎是如何开展基因编辑婴儿的？” 又或者“贺建奎到底使

用了哪些科学方法展开实验？” 这就不是一个知识问题。首

先，它不是开放性的讨论，其次，它更多涉及学科本身，虽

然刚才那两个提问看似好像触及到了知识的获取途径，但本

质上还是更多与学科内容有关，这就引出了下面要谈的第三

个属性。

三、一般化的表述
       你可以用很多专业词汇来标榜或彰显你对某个领域的认

知深度或广度，但这并不会有助于你在TOK课堂里的表现。

试想，所有人出口都是专业名词，这课估计是没法上了。如

果真要对刚才那两个问题稍加修饰一番，使其尽可能符合

TOK里的知识问题的话，可以尝试改为诸如“科学家（代

替具体的人名“贺建奎”）是如何运用科学预测理论来生

产知识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科学家可以为其所做实验

正名？”等等。

       总结下来，第一属性是前提，第二，第三属性互为依靠，

互相补充。再来谈一下这个提炼知识问题的重要性，实际上，

这是TOK学生在学习为时两年的TOK课程里需要做的最重要

事情，同时也是需要最多练习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很多，但却很少认真地对知识的产生、获得或

获取的过程加以思考，也不探究为什么、在什么情况下、以

什么方式、由哪些个人和集体、在何时或以何种不同观点和

方法对知识进行了更新或改造。

       而“知识问题”的意义就在于，试图提供机会，让我们

认真思考知识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认识的过程，思考知

识的范围和限度，以及知识赋予个人、集体或社会的作用和

责任。

Teacher`s Column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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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儿，真要再次谈论基因编辑事件，如果仅仅围绕

伦理，哲学层面大谈特谈，无疑太过狭窄，我们可以从中思

考的则有太多了，比如：科学家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受到伦理

道德的限制？经济利益及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伦理？在

一个事件的决策过程中，本能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凌驾于共

享知识之上？共享知识，比如家庭、社会，或特定文化如何

塑造了道德准则？当不同的伦理取向不一致时会发生什么？

伦理学中是否有“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建立道德准则的重

要性是什么？如果要进一步延伸的话，我们还可以讨论的问

题有：宗教在建立普遍的伦理“行为守则”方面起着什么作

用？道德相对主义的概念以及道德相对主义的作用(如果有

的话)，它应该在道德上发挥何种作用？

      而具体到伦理与TOK的认知方法WoKs（Ways of Know-

ing）及与其他知识领域AoKs (Areas of Knowledge)可探

讨的知识问题，我参考了剑桥出版社Richard van de Lage-

maat先生所著的英文版《Theory of Knowledge》里第

395页里的一张图，将其翻译了下来，供大家参考：

与认知方法WoKs的链接：

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价值观的影响？

感官感知

所有的语言都自带价值观吗？－语言

道德推理的一致性有多重要？－推理

道德更多是头脑问题还是心灵问题？－情感

与其他知识领域AoKs的链接：

艺术在多大程度上有道德功能？－ 艺术

历史是否表明我们在道德上取得了进步？－ 历史

伦理因素如何影响人类科学中的实验？－人类科学

科学家对如何利用其发现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吗？－自然科学

道德真理是否与数学真理以同种方式存在？－数学

      最后，我们要记住的是，打开潘多拉魔盒的其实并非这

个事件本身，而是其今后走向及利用。TOK课堂里老师们经

常会用到的三个有悖伦理道德的经典案例，分别为：

      1.1939年艾奥瓦大学Wendell Johnson和Mary Tudor主

导的对22名孤儿展开的正向语言及反向惩罚教育，被称为怪

物实验“Monster Study” 。

       2. 美国约翰•穆尼（John Money）博士动机不纯地向八

个月大的男孩“布鲁斯•利马”的父母建议为孩子实施变性

手术，只为了证明在性别认知领域里，后天可以大于先天的

认知理论。

       3. 1961年耶鲁大学教授Stanley Milgram设计针对权利

服从的“电椅实验”，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

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少。

      这些好多年前的真实案例早已触及人性底线，只是时间

有久远之分而已，而基因编辑事件的触角无疑更为广泛。如

果联系刚才的历史知识领域来看，我们可以做的真正反思或

检讨或许可以是：“人类的历史走了这么远，这么久，我们

是否真的在道德上取得了进步？”

      是以为文，与大家一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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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IB全球年会在中国香港的亚

洲国际博览馆落下帷幕。在为期三

天（24日-26日）的会议中，来自全 

球近2000名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及

IB学校师生，为共同的教育理想和目

标齐聚香港，迎来了6个主旨演讲和

120场分会场演讲。顶思特约作者、

北京王府学校初中部校长助理雷雪

玉，在一线为我们解读IB教育最新变

化与趋势。

文 | 雷雪玉 

 

UCL-IOE国际教育发展硕士，中国驻英大使馆

文化教育处兼职调研员。现任职北京王府学校

（十五年一贯制的IB民办学校），担任初中部

校长助理兼MYP、IGCSE经济学教师。

2019年IB全球年会落幕

你必须知道的

国际教育最新变化及趋势！



      本次年会主题为“Generation IB”，大会从PYP、MYP、

DP、Leadership、Higher Education、Research、Continu-

um、Cross Programmes等多个分主题，围绕IB课程理念及

内容、学生与教师发展、学校管理等方面，为参会者们带来

了理论与实践分享的饕餮盛宴。

      3月24日上午，首先由IBO的会务总监Haif Bannyan（

Director of Outreach and Conference）为大会致开幕词。

他提到，很高兴能在今天与大家一同见证第5000所学校加

入IB大家庭。IBO将一如既往地创设“peer-to-peer 

share”学习共同体，也会按照IB课程所强调的“Innova-

tion创新、Services服务、Community社区”的核心目标

而持续努力。此次会议不仅是所有IB课程相关者对未来教育

的一种探讨和展望，更是IB社区的一次交流与分享盛宴。

      从此次会议的各分场可以看出，为了学校能更好地践行

IB的学习者目标，IBO在课程研发和教师发展上都做了进一

步更新，下面让我们来看一下此次大会上提到的三大变化。

 

Programme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项目
标准与实施细则更新
      为了帮助IB学校更好地理解和实施各项细则，让学校更

明确每个角色该做的内容和如何去做，IBO于2018年10月发

布了新版的项目标准与实施细则。在新版细则中，IBO在整

体IB理念指导下，将过去零散的标准与实施条款重新整合和

框架化，分成了“purpose宗旨，environment环境、

culture文化、learning学习”四大维度。

      在每一维度下的细则也使用了更明确和精准的语言，引

入了“motif”模型，明确实施细则时的“Actor,Action,Key 

term,Target,Outcome”。通过解析每一个标准的set 

condition创设条件、who实施主体、why原因、how如何

实施，在不同标准下把四大维度相互融合和补充，以使所有

的标准都能有序地在各自的学校背景下被互相验证和实施。

新版的项目标准与实施细则将于2020年开始正式使用，逐

渐完成从旧版向新版的过渡。

PYP/MYP/DP课程更新
      随着IBO课程与研发团队对学生发展的评估，PYP、

MYP、DP项目的课程大纲均有所更新，有些学科已经完成

了更新。在接下来几年中，IBO将会持续更新课程大纲，提

醒各学校和老师，注意课程内容的变化及开始授课时间与

首次考试时间。

DP课程

      DP课程大纲两门学科-历史History、设计Design Tech-

nology于2018年6月完成更新，将于2020的5月考试季开始

考察。除了已经更新的四门学科（电影学film、地理geog-

raphy、心理学psychology、社会和文化人类学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其余学科更新时间如下：

MYP课程

      IBO已经发布了关于MYP项目重要发现的研究报告，可

以在官网上直接下载。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内将会陆续发布最新的研究成果：

6月份：对比在英国教育系统中的MYP

8月份：在美国公立学校的MYP学生成果

12月份：MYP的新篇章

      这些都是为学校提供共享案例和研究数据，更有力地支

持学校的发展战略与决策。

那未来几年的学科更新时间如下：

除此之外，MYP也将逐步实现e-Assessment，其中

Language Acquisition的线上考试已经完成中文语言的发

布。根据历年来学校对Personal Project的反馈，从2021

年起，将实行report和product同步进行，在今年5-11月

期间，各学校可以申请成为试点学校。

免费教师发展资源悄然上线

      每一位教育者都希望能得到持续的教师培训和学习资源

的支持，为了使更多教师能够参与到IB的学习社区，IBO今

年悄悄上线了免费的学习资源，称为NanoPD。虽然目前只

有MYP项目相关的少量内容，但他们会在年中发布更多的视

频，打造全面的免费教师资源库，同时，PYP项目也在录制

属于自己的Podcasts，构建分享平台。以上是大会上分享的

具体到IB课程三阶段的一些细节更新与变化，在讨论到关于

未来教育者的话题时，活跃在IB教育圈的杰出教育家，也提

出了几点未来教育的趋势与变化：  

Curriculum Update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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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时代的“以学生为中心”及个性化学习

      2010后出生的一代（被称为Generation Alpha）是伴随

着移动设备而长大，他们能够轻易地利用笔记本电脑或iPad

通过网络对知识进行搜索查询，随着移动互联网和AI技术日

益发展，这一代学生的培养已经不是知识输入，而是技能提

升，教会他们如何应对未来的变化，为我们无法想象的未来

生活做好充足的准备。

      IBO一直倡导构建校内的学习社区，然而在国际化背景

下，虽强调团队协作，但也很难找到一种适合所有人的方

式，所以，在考虑不同个体的文化背景和需求的不同情况

下，个性化的学习系统和平台，将是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

支持方式。

教师的双重角色

      爱因斯坦说过：“我从不教我的孩子们，我只尝试为他

们的学习创造条件。”一如IBO所倡导的，他们希望教师教

授的是“学生”，有思想的个体，而不是教材。这也是为什

么IBO只提供课程框架，而不设置具体内容。

      未来的教师或教育工作者，将需要不断地学习，去应对

社会的变化，从而适应学生的需要及时代特点。教师增添学

习者的身份，同时也要求学校建立教师学习社区，持续地进

行内外部教师发展支持。

学生的抑郁与家长的焦虑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层阶级的崛起，顶级资源竞争

性逐年增加。近20年来，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录取率，

由15%降为了5%，我们看到的是申请学生人数的增多，但

学生感受到了更多的是来自同伴和家长施加的无形压力。

      由于社交媒体夸大性、片面性，学生和家长能经常看到

“别人家孩子的成功”，从而进一步否定自己，并慢慢产生

焦虑感。尽管大部分家长都希望孩子能够靠近世界名校，不

落后于人，但从教育者的角度看，适合孩子的才是最好的。

   

      IBO也倡导给予孩子空间去探索实践，服务社会，包容和

理解这个世界，让他们具有创新与冒险精神、思考及反思能

力、积极探究和沟通等能力。所以“成功升学”并不是IB学

习者最终目标。所有梦想成为一名IB人的学生，都需要认识

到这一点。

      据年会上最新公布，全球范围内已经有5000所学校教授

IB课程，相比去年IB50周年大会上公布的4500所，一年时

间就增加了500多所。IB如此风靡，从与会者的碰撞与交流

上，我们看到了大家为之着迷的魅力。所有IB人，都在时刻

为未来教育准备着，相信必定会引领着未来教育的变革方

向。

课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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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考试局齐发力

项目式学习证书

含金量几何？

高中生在进入大学后往往面临诸多挑战，其中最严

峻的考验就是学会如何提高学术写作和课题研究的

能力。国内三大英系考试局，剑桥国际、牛津AQA

和爱德思都陆续推出了以项目制学习、学术写作为

特点的证书，这些证书含金量如何，到底有何差异

？听剑桥专家的解读。

文 |  田菁

课程动态



      《2018 留美中国学生现状白皮书》的数据显示，学术表

现差及学术不诚信是中国留学生被劝退的两个主要原因。根

据 抽 样 调 查 ， 因 学 术 表 现 差 而 被 劝 退 的 人 数 比 例 为

41.24%，而因学术不诚信被劝退的人数占比35.72%。

       这种情况不只发生在留美中国学生中，在英国有多年教

学经验的Ashley Small指出，高中生在进入大学后往往面临

学术和社交方面的诸多挑战，其中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学会如

何提高学术写作和课题研究的能力，包括寻找学习资料、提

出探究问题、撰写研究报告、按时提交作业等。

      2019年初，剑桥大学国际考评部（Cambridge Assess-

men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宣布推出剑桥IPQ（

International Project Qualification）证书，就是为发展学

生的学术写作和研究技能量身打造。

      从2008年开始，包括EDEXCEL、AQA、OCR等在内的

几个考试局就陆续推出了Extended Project Qualification

（拓展项目资格证书）。而以国际市场为主的OxfordAQA，

也在2017年推出了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Project 

Qualification。

· 三大考试局项目制学习证书对比

      那么，剑桥IPQ到底有何特点？与剑桥系其他考评有何不

同？如何获得剑桥IPQ证书？如何教授？如今已成为剑桥国

际考评部产品经理的 Ashley Small为我们带来一手解读。

什么是剑桥IPQ？

      2018年9月，剑桥国际推出了一项新的资质证书项目剑

桥IPQ，全称是Cambridge International Project Qualifi-

cation。这一项目针对16-19年龄段的学生，为学生提供了

一项真实的研究任务, 旨在挑战他们深入地思考, 并将他们培

养成有好奇心的学习者。

      通过剑桥IPQ，学生有机会独立地了解自己选择的主题, 

在较长时间内管理一个研究项目, 并反思如何采用不同的方

法来解决他们在整个过程中面临的问题。该资质证书项目将

于今年6月正式开始授课，中国地区的剑桥学校最早于9月实

施该项目，2020年迎来首次考评。

      目前剑桥给出的参考课题有“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新

政对美国经济大萧条后的复苏有多大帮助？”“在社交媒

体时代，传统营销是否已经过时？”“素食是否有益于人

类健康？”。

      剑桥IPQ要求学生自行提出一个具体的深度研究课题，学

生最终需提交一份5000字的报告，并辅以一份研究报告日

志。提交的研究报告中必须含有参考文献，标注报告中所有

引用的文献来源。

该项目最终将从三个维度评估学生的表现：

    1. 研究、分析与评估技能

    2. 反思的能力

    3. 沟通的能力

      这样特别考验学生是否具有批判性思维，是否能有效分

析利用二手资料支持研究报告的原创性。除去字数上的要

求，这份研究报告可以看作是基础版的大学毕业论文。通

过这一项目的锻炼，能够帮助大学新生面对无数个学科论文

时不至于眼花缭乱。

Curriculum Update56

剑桥国际考评部产品经理
Ashley Sm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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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考官评分，大学申请更有优势

      剑桥IPQ作为一个全新的资质认证项目，在开发过程以及

未来的实践中，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首先，Ashley认为当前学生在向大学过渡时，面临的挑

战来源于社会和学术两个方面。最大的挑战往往是对独立性

的要求增加了，这就意味着他们需要独自一人完成更多任

务，其中包括自己找到相关信息，寻求问题的答案，有效地

进行时间管理并在截止日期前完成任务。许多高中毕业生对

承担这一任务准备不足，原因在于他们缺乏机会，在较长的

时间段内对自身的学习进行管理。

      因此，Ashley和其团队在开发该项目时所面临的一个关

键挑战是开发一种强大而有效的方法，来测评学生通过基于

项目的学习所培养的技能。基于项目的学习其本质是，学

生通过自我持续的回答问题或解决问题, 从而发展技能和知

识。

    “幸运的是, 我们能够利用我们开发其他基于技能的测评 

(如剑桥全球视野™) 所获得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确保剑桥IPQ

的测评是可行的、公平的和有效的。”Ashley解释道。

      这一资质证书项目的测评采用外部审查，也就是由专业

的剑桥考官进行评分，从而尽可能地确保分数的真实和可靠

性。开发团队认为通过训练有素的考官来审阅学生的报告，

判定分数，认可每个学生在该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可

以更好地确保每个学生的工作成果都能得到一个公平的分

数，这样的外部检查比起学校内部教师的检查更加有力。

      同时，剑桥IPQ对自主能动性的锻炼有积极作用，学生通

过这一项目的锻炼会更容易适应大学学习。学生可以在大学

申请的个人文书中描述他们的项目经验, 以突出他们对所选

择的主题的投入和兴趣, 并展示他们的组织能力、自我能动

性、团队合作和时间管理的能力。

      这些技能都属于可转移性技能，对学生的未来职业生涯

也大有裨益，由此增加大学和企业雇主们对剑桥IPQ的认可

度。

IPQ与EPQ、A Level有何不同之处？

      针对这个许多人关注的问题，Ashley说到，他在加入

剑桥国际前，曾就职于英国多所学校教授EPQ、政治等多

门学科。他解释说，EPQ(Extended Project Qualifica-

tion)是英国本土的四家考试局都会提供的一项平行于A 

Level课程的独立研究项目，剑桥大学考评院下的OCR也

提供这一课程。EPQ的学生除了可以提交论文，还可以提

交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其他作品，如模型、短片或戏剧等作

品。EPQ由学校教师进行评分, 某些学生的作品样本由机

构进行评审。而剑桥IPQ是一个研究项目, 并由剑桥考官对

最后的研究报告进行评分，也就是说所有的工作由剑桥考

官完成而非校内的教师。EPQ目前只向英国本地学校提

供，剑桥IPQ却是向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放。

      至于剑桥IPQ与剑桥国际AS & A Level的关系，剑桥IPQ

旨在补充而不是替换现有的剑桥AS & A Level。其选题可来

源于剑桥A Level或AS学科，以此加强学生对某一话题的深

度研究以及学科之间的联系性。

课程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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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教授剑桥IPQ？

      采访中，Ashley提到自从这个新的项目型资质证书课程

推出以来, 很多学校表示出想要教授该课程的兴趣，剑桥国

际也制定了相应的教师培训计划。

       Ashley建议想要选择剑桥IPQ项目的学生需要获得相当

于剑桥IGCSE英语C级的沟通和识字技能。而想要教授该课

程的学校，第一步需要决定哪些教师将参与剑桥IPQ。

      剑桥国际建议配置三种角色的教师，分别是协调员(co-or-

dinator)，负责监督该课程在学校内的实施；技能型教师,负责向

学生传授研究和项目管理技能；审查员(supervisor)，定期与学

生举行会议并在整个项目进行过程中给予支持。若参与的学生

人数较少，同一个老师可能会承担这三个角色。若参与学生人

数较多，则会有多名教师承担起技能教师和审查员的角色。

      身为剑桥IPQ的教师，需要协助确定学生报告的主题和规

模, 以便选定的主题提供足够的机会, 满足评估标准, 同时该

主题既不能太大, 也不能太复杂。在选择主题的初始阶段, 教

师可以为学生安排工作坊, 讨论特定主题的研究方法。随着

题目的完善和问题的发展, 工作坊也可用于交流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研究报告必须是学生自己的独立完成, 研

究结果必须是个人反思和判断的结果。教师或者顾问不得：

◎ 教授特定主题或提供自己的信息表和主题视图

◎ 为学生进行任何研究

◎ 更正学生笔记或草稿的任何部分

◎ 准备学生报告的任何部分

      据剑桥国际提供的剑桥IPQ教学大纲显示，建议教师在学

生提交报告后进行一次10分钟左右的访谈。教师需要提前通

读学生的研究报告并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以给予学生解释

报告选题、研究方式、研究发现、获得哪些成就等细节的

机会。尽管这项访谈是非正式的，但仍然能够锻炼学生的能

力以证明该项研究报告是由学生独立完成。

      采访中，Ashley也表示希望有兴趣的学校能够积极提出

他们的疑问和需求，以便他和团队能够更好的制定培训

计划。在不久的将来，他和团队也会为中国地区的学校

和教师提供相应的培训以支持该课程项目能够更好的在学

校实施。

      剑桥IPQ的首次考评将于2020年开展，若学有余力的学

生想要多找机会锻炼自我管理、资料收集、批判思维等多种

未来人才所需的必备技能，可以尝试参与剑桥IPQ。而对学

校和教师来说，开展一个新的资质证书项目必然会有适应阶

段，因此参加前期的教师培训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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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中国校长

对美国中学的七维解读

笔者飞往美国零距离观察了美国教育和教学，多角度地感受中美间教育差异，全方位地

体验了美国社会和文化。这篇文章中，我们来看看美国学校在课堂教学、学生素养以及

教师管理等方面有着怎样的经验与心得吧！

文 | 郑钢

曾担任上海市高东中学副校长，现为上海市三林东校党支部书记。

曾赴英国伦敦和美国加州培训和进修。

著有《美国如何培养核心素养——走进美国校园与课堂》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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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教师来说，生命的价值在于知识和智慧的传播，服

务学生成长；在于理念和实践的提升，汲取他人精华。

      去年，我飞往美国参加专业培训，跟岗影子学校，走访

不同学校，体验居家生活，参观社会教育，零距离观察了美

国教育和教学，多角度地感受中美间教育差异，全方位地体

验了美国社会和文化，深层次地反思自我教学和实践，成就

了一段难忘的人生之旅和精彩的学习之旅。

      尤其在跟岗的学校——约翰•格伦初中，正因为校长和老

师的真诚、热情和开放，正因为我们对于学习的主动和渴

望，一幅真实而律动的美国校园徐徐展现在眼前，使得我

们真实地了解了美国教育的“想”和“做”，美国校园的

“人”和“事”，中美教育的“同”和“异”。

学校课程的“简”和“繁”

      美国的社会观念以发展自我和注重个性为核心。课程设

置充分体现了这种价值观，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主动性，培养学生的特长，鼓励个性发展。

      因此美国课程结构体现了“种类少，交叉多”的特点，

非常清晰、简约。只有英语、数学、科学、社会、体育、艺

术和外语七门基础课程，其中英语和数学是核心课程。尤其

2002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名为“不让一个孩子落后”的

教育改革法案。全国所有三到八年级学生每年必须接受各州

政府的阅读和数学统考。各州还实施了教学成绩问责制，对

英语和数学统考成绩不达标的学校和老师问责，所以英语和

数学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各学校英语、数学、体育的课程设置相对统

一，但是科学、社会、艺术和外语的灵活性很大，很少会每

个年级学生都统一学习所有的课程。这样对于学生的负担来

说比较轻，但是很多课程仅仅是浅尝则已，缺乏深度和广

度，对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会有一定的影响。

      在小学和初中科学是大综合课程，包括物理、化学和

生物三个内容，社会也同样如此，主要是历史、地理、政

府和经济四块内容，在教学中常常是“合久必分，分久必

合”状态，他们只在高中会以分科的形式出现，但是学生

只是选择其中之一，而不是全部。

      如果说美国学校的必修课体现了“简”的话，那选修

课体现了“繁”。美国的课程通过选修课来满足学生多元

化的需求和个性化的教学。尤其在高中，学校尽可能地提

供丰富多彩的选修课来满足学生的需求，有的高中甚至开

出了上百门课程，涉及很多的智能领域，给予学生的选择

余地很大。

      在约翰•格伦初中，我们看到了两类特殊的选修课，一

类是AVID(个人决心进阶项目)课程，这是面向绩点分数在

2.0-3.5之间的学生的学术支撑课程，也就是中等学生学

术提升的课程。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在家里中从来没有出过

一个大学生，父母无法给予学习上的指导和帮助，学校的

责任是给予这类学生额外的帮助，以弥补家庭教育的不

足。然而这个课程属于额外的课程，需要额外的收费。

      还有一类是ASAP（All Students Academic Prep），

是面向学习成绩中下的学生或偏科学生的学业辅助系统，

这是约翰•格伦初中卓越学业成绩的主要秘诀。约翰•格伦

初中每年的数学、英语州统测成绩会远远超过平均线。

      这个辅助系统非常的复杂，每三周一次年级组的教师

会在一起，召开现场会，将学生的作业完成情况、缺课情

况、测试等综合起来，确定需要参加ASAP辅导的学生，

看看他们需要什么学科上的指导。有时一个学生会参加一

门，有时会多门。ASAP课程一般是在上午的最后一节

课，一周会有四节。每三周会根据学生的综合表现调整

参加的对象，实行的是动态的管理机制。而此时其他学生

会参加学校的选修课或者活动课，这样的安排很具有激励

性，不少参加ASAP辅导的学生会很认真的学习，希望在

下一个阶段能和其他同学一样参加其他选修课程。

      约翰•格伦初中的选修课很丰富，从多元智能的领域为

学生提供发现和发展自我潜能的机会，如ASAP辅导时的

辩论、足球、舞蹈、棒球、电脑编程、学习方法、回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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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指导、音乐欣赏、棋盘游戏、笔友之窗等等。还有在各

年级开设的戏剧表演、戏剧舞美、TED观看和制作、机器

人制作、乐队、ASB领导力、学校年册制作课程，这样学生

有充分的机会去选择自己感兴趣，符合自己天赋的课程。

道德培养的“虚”和“实”

    美国的中小学并没有政治课，也没有道德课，但并非不讲

政治。学生的道德培养主要来自社会引导、家庭教育和学校

培养三者的良性互动。美国是一个标榜自由的社会, 但同时

又是一个法制健全的，有诸多制约且非常有序的社会, 公民

得处处守规矩，引导学生守法，走入社会后自觉遵从社会基

本处事规范。诚实守信、隐忍自律和公共意识在美国家庭和

文化中很被重视，家长非常注重这些品德的养成。在影子学

校，在课上学生绝不大声喧哗、也不追逐打闹，更不破坏公

物，道德的要求已经内化为学生自觉的行动。

    不仅如此，加州的学校对于学生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培养有

着独特的做法。他们在全州推进了每月道德关键词的教育：

“勤勉”、“正直”、“忠诚”、“公平”、“值得信赖”、 

“责任”、“容忍”、“诚实”、“尊重”、“勇气”、“民

主”、“关爱”。

      从这10个关键词可以看出这些是美国人最重视的价值观

或者道德观。对于每个月的道德词，他们会组织不同活动去

推广和深化，如在“正直”主题月中，组织学生阅读布莱斯.

考特尼的《一个人的力量》和欣顿的《局外人》两本书，去

体验主人公正直性格，体会正直的价值和力量等。教师还会

要求学生行动，用思维导图的方式制定“正直”行动书，将

自己一个月或一周代表“正直”的行为写在上面，鼓励自己

去追求“正直”。

      这十个道德词是美国社会认为最重要的道德价值观。当

前，我国也正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许美国加州的

实践可以对我们有所启示，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融

入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而且以一个月一个主题的形式推

进，慢慢积累，形式多样，促进学生正确道德观的养成和

行为的内化。

      约翰•格伦初中是IB课程学校。IB即国际文凭组织IBO（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Organisation)，为全球学生

开设从幼儿园到大学预科的课程，为3-19岁的学生提供智

力，情感，个人发展，社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使其获得

学习，工作以及生存于世的各项能力。然后在初中阶段，IB

课程关注的不是国际课程的学习，而是社会责任的培养、教

育理念的落实和通用技能的教学，提出了基于课程理念的培

养目标，希望将学生培养成关爱者、冒险者、思考者、交流

者、开放者、询问者、自律者、博学者、平衡者和反思者。

学校为了落实培养目标，引导学生有意识地去努力追求，以

这样的名字对许多场所进行了命名，如关爱者大道、冒险者

之路，思考者大街、开放者大厅、询问者殿堂、自律者丛

林、博学者之角、平衡者小街和反思者之椅等等，当学生走

进这些场所，这些信息会正向强化和刺激学生的思维，使得

他们有意识地希望成为学校希望培养的人。

      不仅如此，美国学校还非常重视学生在学校里纪律和行

为的管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在课堂上，如果学生随便说

话或做影响他人的事，教师马上会提醒并制止。在沙漠沙子

学区，还有学生积极行为干预单，在干预单上列出了37条学

生违反纪律的表现，还有学生、家长和教师将要采取的许多

改进策略，以及评估学生改进该如何去评定的标准。

      如果学生多次违法学校纪律的话，学校将组织家长、老

师和学生一起，召开听证会，分析学生表现，然后从密密麻

麻的单子上选定改进措施和策略。如果多次不改的话，学校

还将对学生采取停课的措施，要求很严格，这样约定俗成的

要求使得学生明确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课堂文化的“静”和“动”

      美国的课堂教学深刻地受到皮卡杰建构主义和杜威实用

主义的影响，学习是学习者基于原有的知识经验生成意义、

建构理解的过程，因此学生学习和认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

一个结果。他们重视学生的主动性，让学生自主地参与知

识的获取过程，从中找出规律，探索性地追求知识，掌握

知识，并强调在做中学，体现了动的特点。

      在这样的理念下，美国的课堂很少有知识和技能的落实

环节，而是不停地引导学生思考、交流和分享，积极参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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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过程。在他们的课堂中，学生动手参与和学习兴趣很

重要，教师在教学中注重将学生培养成独立思想和终身学

习者。

      一般来说，美国课堂的容量很少。在一节7年级的数学

课，学生学习的内容不多，要求也很简单。只是要求学生

去转换小数、分数和百分比三者之间的区别，但是对于计算

能力不是很强的美国初中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学生在比

较三者大小的时候常常会遇到困难。教师在课前制作了16张

正方形小卡片，四边写上不同的小数、分数和百分比，让学

生分组去学习和讨论，计算每张小卡片四边上的数字，再去

看看哪张小卡片上的一边的数字和其中一边相等。教师这样

的设计，一下子将机械、枯燥的数学计算与动手实践、游戏

和比赛结合起来，使学生学习非常感兴趣。

      在课程日益综合和科学教育改革推进的今天，课堂中的

动手实践越来越成为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学生的学习任务

常常是“产品”制作，教师通过这些“产品”考察学生对于

学习的理解、运用，就像学生的书签制作、阅读杂志、社区

海报、科技制作等等，无一例外地通过学生的动手操作来完

成。

      其实不仅是动的课堂，营造安静的课堂也是美国课堂的

管理方面，安静的教学环境会保证学生思考的深度和学习的

效果。在小组活动中，学生们常常学习很投入，讨论很积

极，教室里声音会很嘈杂，学生无法听清楚教师的指令或

要求，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停止小组讨论，然后继续下一个

活动。

      很多教师就在课堂中应该建立安静规则，和学生建立约

定俗成的信息传递体系，学生就知道在什么时候或者什么信

息暗示下应该停止说话，听讲或做其他活动。

      如“拍手策略”，当教师想要学生停下来时，拍一次

手，听到的学生跟着拍一次手；然后教师拍两下，听到

的学生拍两下，接着就是三下。这样教师借助学生的力量，

使得指令能够清楚地传递到每个人，学生既是指令的接受

方，又是指令的发出方。当然，教师还运用不同的声音如

鸟叫声、汽笛声、闹钟声等声音，当然也可以调整教室里灯

光的亮度，提醒学生停止讨论。

      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教学指令，关键是在教师和学生间

建立呼叫和回应的关系，当教师发出某个指令或信息时，部

分听到的学生先积极回应，和教师做一样或者回答的指令，

然后传递给他人，在最后的环节中，所有的学生都是指令的

       发出者，自然学生能马上安静下来，建立静悄悄的课堂。

很多美国教师还有一种单向的“安静”方法，指令来自教

师，学生只是指令的接受者和服从者。如将声音分成“无

声、安静、低声、大声和大声说话”，教师制作成卡片，在

不同的课堂或环节中展示卡片，让学生知道如何去做，考试

的时候必须“无声”、独立阅读或学习时保持“安静”，在

小组交流时“低声”，在汇报或演讲时“大声”等等。有的

教师在电脑、钟表上设置倒计时，或者制作倒计时卡，让学

生知道活动的时间，在必要的时候结束讨论。还有的教师用

“三只手指”策略，食指意味着倾听，大拇指意味着看，小

拇指要求停。这种方法其实也是课堂学习规则的建立。

阅读教学的“泛”和“精”

      在跟岗学校我听了很多节英语课，这儿的英语与国内的

英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课程要求和学科定位很不同，是母语教

学。对于英语的思考更多是从母语的角度来考虑。他们的英

语教学的特点是建立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提供各种阅读方

法和策略，学会深入分析文本，达到精读的目的。

      和其他学科一样，美国的英语教学是没有教材的，教师

常选择经典的作品，体裁也很广泛，如小说、戏剧、诗歌、

论文。在教学上，教师不像我们会节选名著的一部分或者一

节，而是整部或者整篇小说教学，鼓励学生完整地读，深入

地读。美国的英语教学很注重传统和经典作品教学，作品中

常常传达出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对于塑造、培养和传承美国

的文化非常重要。

      在约翰•格伦初中听课期间，我们发现八年级的英语课在

上雪莉•杰克逊的短篇小说《彩票》、鲁阿尔•戴尔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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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主人》，字数大概四五千个字。教师却用时三个小时，

完整地引导学生阅读整篇小说，然后一起理解分析文本。在

一节七年级的英语课上，学生阅读的是库尔特•冯内古特的

小说《哈里森•伯格朗》，长达80页，他们会在课上一章一

章地往下读，然后结合不同的章节和内容设计问题和教学活

动，帮助学生理解。在这本书上学生会花两周多的时间阅读

和理解这本书。

      我们还了解到沙漠沙子学区向所有的学生推荐了精读和

泛读的书目。精读的篇目不多，一般一学年三到四本，就像

《哈里森•伯格朗》一样，会在课上重点阅读和分析。每个

年级泛读的书籍会有30本左右，一年要求读完，泛读不会像

精读精耕细读，去深入分析，只是鼓励学生自我阅读，并记

好阅读笔记，养成持久阅读的习惯。与此同时，英语教师在

英语教学中方法非常的精。尤其注重阅读方法和策略的运用

，帮助学生理解主旨、情节等内容，使得学生能够深入理解

文本，与文本进行对话。在教学《女主人》时，教师用了情

节金字塔法，学生从背景、故事起点、高潮、故事回旋和结

局的五个因素梳理故事情节，一边阅读一边在空白处做好笔

记。之后老师发给学生印有金字塔的学习单，让他们根据五

个因素完成金字塔的制作。这样学生在阅读时按照这样框架

去理解，抓住了小说教学的重点和核心。

      文本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是美国英语阅读教学材料的特

点。学生课堂阅读的材料非常丰富，尤其是各种类型的小

说和非连续性文本。教师还会从不同的文本特点设计相应的

教学方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就像前后顺序比较强的文本

用故事序列图法教学，让学生读后根据事情发生的先后填写

情节；再如在人物性格变化较为明显的故事中，教师会让学

生完成人物变化图，梳理主要的情节以及这些情节对于人物

性格变化

的影响；又如教师还会从文本中选择人物的话语，组织学生

分析其语气和语调，推理文本的主旨，猜测文本的内容，然

后完成猜测图，促进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在多样化的阅读教

学法中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本理解分析能力、推理猜测能力

以及高阶思维。

学生评价的“粗”和“细”

      评价是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美国教育评价专家斯塔弗

尔比姆认为：“评价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prove），

而是为了改进(improve）”。在学生的成绩单看，好像评价

很粗线条，仅仅是A、B、C、D和F，对学习进行等第的评

定，对于学生的发展起不到激励作用。

      然而在深入约翰•格伦初中的二周，我们领略了美国学生

评价的系统性、科学性和丰富性。他们强调形成性评价和过

程性评价，基于对学生学习全过程的持续观察、记录、反思

而做出的发展性评估，并评估学生日常学习过程中的表现、

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所反映出的情感、态度、策略等方面的发

展。

      一位英语同行在课堂中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学生成绩评

定的方法，从四个方面去考虑评价学生：互动式笔记记录为

30%，测试成绩占40%，课堂作业或表现为20%，AR等级

阅读为10%，她并不是仅仅以考试成绩作为判断学生学习优

劣的依据，而且将笔记是否认真记录、阅读是否坚持、课堂

参与性表现是否良好作为考查的内容，使得评价从长度和宽

度得以延伸，展现了学生整个学习的过程。

      然而，这样的评价方式需要评价标准上的科学性，有一

定的操作性，而不是只是依赖教师主观性。在数量上要有一

定的量，注重积累，才能全面客观地反应学生的学习成效。

在校园里，我们看到了极其丰富的过程性评价资料，如每周

日志，记录学生出席、笔记、课堂表现还有上课是否及时进

入角色的情况；还如每周成绩单，记录着学生的成绩等第、

分值和是否忘记作业等；还如GPA绩点表，记录学生每科和

总体的分数。

      在课堂活动中，教师常常会手中有“法”，拿出评价的

标准去衡量和判断学生的课堂参与以及对于学习的理解程

度。在一节英语的木偶剧表演活动中，教师拿出学生叙述

性表演性项目评价表，对学生参与活动的表现打分。

      这张表格是学校教研组制定的评价表，因为在他们的课

堂中，常常会组织这样的创造性和表演性的教学活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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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表从六个方面去检查，包括介绍（版本和题目）、故事

情节（是否具有戏剧性）、声音（音量高低和是否清楚）、

木偶（是否制作有创意和容易看清楚）、参加（是否小组里

的每人都有角色或发挥作用）、剧本（是否组织有条理，容

易使人看懂）。

      老师邀请我和她一起做评委，分享孩子的学习成果。她

还告诉我，这个活动主要检测学生学习不同文本阅读后再创

造的表现，是英语课中很常见的活动形式，而且也比较重

要。这一过程性的评价也将成为他们每一个学生这个阶段的

重要的学习表现评定。

      在一节科学的作品制作展示活动上，教师从文献的收

集、材料的使用、假设的提出、问题的解决、合作与团队、

反馈与反思六个角度评价学生的表现，还按照3分制进行了

打分。这样的评价将科学实践的过程全部反应出来，也发挥

了逆向驱动作用，引导学生在下一次实践中按照这样的标准

和要求去改进和努力。

      评价在校园中无所不在，在学习过程无时不在。教师将

评价作为检测学生学习效果、提出学习改进的重要依据。就

像在ASAP课程的学生确定中，过程性评价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作用。教师会根据那些过程性评价的表格和数据，分析每

一个学生，然后制定针对性的辅导和补救措施。大家还会根

据评价制定教学改进措施，看看如何去加强个别化的教学。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教学中只注重对学生在学期末或某一学

习阶段结束后进行评价，以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评价标准，

表现为供鉴定性评价或终结性评价，而且常常以分数去简单

地判断学生的好坏，对于学生的学业改进帮助很少，而且缺

乏激励作用，我们是否应该借助过程性评价给予学生更多的

激励和支持呢？

 

教师职业的“杂”和“纯”

      在约翰•格伦初中影子学校里，我们接触最多的就是教

师，几乎听了绝大数教师的课，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态有了

深入的了解。他们很忙，学校里没有班主任，常常要担任学

生思想教育和行为习惯管理；他们教师的编制很紧，跨学科

的能力要求也很高，经常要上不同科目的课；学校对于教学

质量抓的很紧，每周二次的备课组活动雷打不动，还有每周

周二下午的全校培训或教工大会；有时还要留下来给困难学

生补课，甚至常常要走出校园，组织学校参加各种各样的社

区活动或考察活动，似乎很杂。

      然而，我们常常能够感到美国教师对于教师职业的挚

爱，对学生的热爱，内心非常地纯。在课堂中他们充分尊

重学生主体学习的权利和地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知识建

构的“共同合作伙伴”。教师经常很随意地坐在讲台上或课

桌上，学生也可以随意坐，甚至可以随意走动，课堂的氛围

自然是宽松和轻松的。

      在教学中，教师决不以权威自居，也不把知识教育当做

唯一的教学内容，更不把标准答案作为唯一的教学结果，总

是去鼓励学生提问，启发学生从不同的视角考虑问题，引导

学生用不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不管是年长的教师还是青年教师都具有丰富的教学手段

和方法。在课堂上，教师总会设计不同的教学方法和活动，

让学生在参与中学习，脑海里似乎有用不完的教学方法，在

几天内不会重复同样的游戏方法，如同魔术师一般抛出一个

又一个新奇的教学方法。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自然是兴趣盎

然，乐在其中。就像任务型教学、项目教学、教室里的技术

运用、教学资源的选择和词汇教学等方面提供了鲜活的案例

和丰富的资源。

       他们这样的热爱源于对于教育的价值和意义的认同，对

于教育职业的认同，他们深信教育能改变孩子的命运，能改

变这个世界，带给这个世界“光”和“亮”。

      在我们即将离开约翰.格伦的前一天，学校的学术教练朱

莉特地访谈了我们，她问我们美国教育可以从中国教育中学

习到什么？她问我们在格伦初中学到了什么？她问我们回国

后将如何改变，用哪些教学方法到自己的课堂？我们在想这

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的真正情怀，教育是为了人类的美好和进

步。

      当我们在学习或收获教学方法及实践的同时，关注有形

的东西，是不是也要去深深地体验无形的东西，如教育的价

值，教师这一职业的真正内涵……“道”有时比“技”更重

要。

Principal`s Column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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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培训的“高”和“低”

      此次赴美培训，如同行前的外教培训，使得所有的学员

感受到了别样的教师教育方式和特点：聚焦教育改革热点，

设计基于需求的整体方案，学习操作性强的方法，强调教师

的参与和体验。

      培训的内容和主题丰富多样，各个具有前沿性和前瞻

性，“高大上”，代表了美国教育改革的热点和浪潮。

如2010年美国颁布的共同核心标准，共同核心标准是美国

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教育改革，体现美国课程统一性、权威性

和时代性的趋势；还如学习交流、合作、批判和创新的

“4Cs”技能，“4Cs”技能是美国培养21世纪人才最基础

和重要的核心素养及技能；还有深度学习、科学教育等创新

型社会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式和途经。这些内容是当前

世界教育改革的热点，也是中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新课题。

      当然，培训中还有许多操作性和实践性非常强的内容，

聚焦点很“小”的教学方法，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具体的

方法、策略、视角和路径。如有效提问中的课堂提问种类及

方法培养、课堂中学生深度参与的教学策略，课堂教学的设

计与模拟、有效研读和词汇教学等主题，既契合教育改革的

热点，呼应国家课程标准的变革，又与教师的课堂教学实践

密切相关。而且在TPS、小组分组方法和课堂有效管理等培

训方法中。我们深刻领会和学习培训内容，还有积极的参

与、深入的思考和多元的分享。当然，带来的体验和收获

也非常特别。

      在 “高”结构和低“切入”培训模式中，教师们总是非

常投入，参与度很高，乐于去表达观点，交流沟通，培训成

为学习的盛宴。在美国学区和学校的培训中，也是如此，培

训者总是绘声绘色，设计很多活动鼓励大家参与，如同学生

的课堂一样，只有有效的参与才会聚精会神，所以在会场很

少有人会去玩手机，也很少思想开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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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这个最懂芬兰

教育的中国人

一起探索

教育理想国的奥秘

芬兰语中，“幼儿园”意为“白天的家”。

在金穆兰看来，学校是为孩子提供教育服务

的组织，也是家的延伸，这个家应该是温暖

舒适而充满安全感的。因此，学校应尽可能

地保护孩子们，激发他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而老师，则是这个家的守护者。

文 | 徐康乐、罗歆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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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金穆兰老师的沟通中我们了解到，她不仅是芬兰教育

的获益者——通过在芬兰求学，她实现了人生的转型，并且

在芬兰安家立业；也是芬兰教育的参与者——她两个中芬混

血的女儿正在上小学；还是芬兰教育的推广者——她曾经担

任坦佩雷市政府教育官员，现在专门成立了芬兰教育学习和

发展中心，帮助更多中国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学习了解芬兰教

育的本质与内涵。

金穆兰 芬兰教育学习和发展中心 创始人

前芬兰坦佩雷市政府教育官员。旅芬18年。2004年在芬兰

取得环境管理学士，2014年环境政策硕士，现在是环境教

育与媒介素养的博士在读生。

强调横贯能力的“现象式教学”

      自2016年起，芬兰教育部门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始实施“

基于现象的教学”（Phenomenon Based Learning），即

围绕学生感兴趣的某种现象或话题调配师资，以培养学生贯

穿于不同学科和领域所需要具备的横贯能力（transversal-

competence）。

      现象一词，指事物的整体面貌，而非分割为各个领域与

学科。金老师介绍到芬兰学校的老师会带领同学们在校园周

边，对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现象进行探索、思考、讨论、再思

考。在这个过程中，并非只存在单一的学科知识，往往会综

合应用各个学科内容。因此，“现象教学”的学名也称之为

跨学科教学。

      依照芬兰最新的《基础教育国家核心课程大纲》，从小

学到初中每个年级，在保留传统学科教学的基础上，芬兰的

学校必须每年进行至少一次持续数周的“现象教学”，走在

改革前沿的首都学校则被鼓励进行两次。至2020年，所有

的芬兰学校都会完成改革。

      在芬兰工作、生活多年，作为一名有着两个可爱女儿的

妈妈，金老师更能深刻体会到芬兰教育的特点，以及现象教

学是如何在实际中运用的。“我们家附近之前要修建地铁，

孩子的学校也在规划线路的附近。这个小学就以‘新开建地

铁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为主题进行现象教学。全校的孩子们

根据对不同领域话题的兴趣程度组成跨年龄小组。”金老师

介绍说。

      “我还在上学前班的小女儿加入了这个兴趣组，但她们

的小组也有六年级的大哥哥。虽然年龄跨度很大，但是他们

对同一个小主题感兴趣。比如开建地铁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影

响，或者对周边森林动物的影响。”

      组成小组后，孩子们正式进入研究阶段。研究形式有很

多，查阅资料、采访当地居民、采访市政府管理官员、采访

工程设计师等方式都成为孩子们研究的渠道，而当地的老

师、官员、居民都会尽可能地帮助孩子们的，满足孩子

们的需要。最后的展示方式也是多样的，没有任何限制。有

的孩子会采用说唱或是戏剧方式，也有的孩子会制作模型，

编排舞蹈甚至是拍摄电影。

      现象是一个载体，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学习，不仅能够学

习跨学科知识，也能够培养孩子们的综合能力。而这种学习

方式，也能让孩子们从小树立一个信念，那就是应该学以致

用，我们能够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种信念的建立对孩子的

成长是十分重要的。“作为一位中国背景的家长，芬兰的这

种自由环境让孩子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这也是芬兰

教育的优秀之处。”金老师感叹道。

把提升幸福感摆在首位

      自2000年起，经济合作组织每3年举办的PISA测试（针

对15岁学生能力评估测验）中，芬兰青少年连续两届在阅读

与科学两项评比中名列前茅。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

在这个人口仅有550万人的北欧国家，各个国家越来越多的

教育工作者慕名前往，向被称为“全球教育第一”的芬兰学

习、取经。然而大家可能没有注意的是芬兰还有另一个“第

一”。2018年3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方案联盟发布《2018

年全球幸福度报告》。该报告根据2015年至2017年的多项

指标，对世界上156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调查，对各个国家/

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进行量化。在今年的排名中，芬兰挤

下挪威高居榜首。

      取得这样的成就，教育的引导功不可没。金老师介绍，

芬兰人认为幸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社交关系，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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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很关心孩子的身心健康，特别是社会和情绪学习。老师

会帮助孩子们了解并控制自己的情绪，了解不同人对自己的

看法和形成原因，从而更好地实现沟通和合作，并且无微不

至地关照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因为工作地点变化的原因，金

老师的女儿转学到新学校，这时很多孩子都已经形成了比较

固定的合作小组，新来的学生想要融入不是那么容易。班上

的老师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不仅主动跟家长沟通，而

且也跟其他的学生说明问题，帮助金老师女儿迅速融入新集

体。有一段时间，金老师的女儿因为身体原因，上完体育课

后不愿意跟同学们一起洗澡。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老师在体

育课后，专门请她留下来一起收拾体育器材，从而让她避免

尴尬。

欢庆孩子的个性化发展

      金老师表示，芬兰小学每周不超过27课时，低年级的时

候更少。而且每日的课表、甚至上课时间都不一样，芬兰的

孩子们从小就锻炼出很好的时间管理意识和独立自主能力。

他们自己安排几点起床，几点学习，每天带什么书去学校。

充足的课余时间也给孩子们更大的选择，“那孩子们放学后

会做什么呢？会去上课外补习班么？”“不，芬兰是没有课

外补习班这种机构的。”金老师介绍到，芬兰的孩子放学后

并不会去参加补习班，他们会自行选择一些娱乐活动，也有

上一些兴趣班，但都是很少量的，且自己感兴趣的。例如金

老师的大女儿每周会上半小时的钢琴，和一小时的体操。虽

然芬兰的学校和家长给予孩子们充分的信任和选择权，但这

种自由是在适当的规则和责任约束内的。金老师表示，比如

当孩子想要去学习某一项兴趣爱好时，家长们往往会和孩子

们制定一个协议，规定了最少学习时长，以保障孩子们不会

半途而废。

      在芬兰，学习基本都交给老师，家长们更关心的是孩子

们是否快乐，是否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上周四，我接待了

一个来访团，带队的老师说他的女儿想去学习做饭，但是家

里奶奶却说难道你以后还想当厨师么？最后就完全打压了这

种的想法。”金老师说，“而我的大女儿很喜欢编辫子，她

想要当理发师，所以她爸爸就去商店给她买了学习理发的工

具。芬兰全社会对孩子的兴趣都是呵护、鼓励的。”在芬

兰，教育不仅仅是尊重孩子的个性，而且还欢庆孩子们有

自己的个性，并尽可能地呵护他们的天性。

不鼓励竞争的教育环境

      芬兰不鼓励精英教育，相反“补短板”是芬兰学校的特

点，课后老师们会更多地帮助学习慢的学生。学校分发的练

习册针对不同学习程度会有不同的版本，同一道题会有不同

深度的问题，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选择作答。

      而且在芬兰，当老师的准入门槛很高。如果你想进小学

当全科老师(classroom teacher)，就必须要有教育专业的硕

士学位，想进初中或高中当学科老师(subject teacher)，就

必须要有相应学科的硕士学位。培养小学老师的师范专业录

取率低于10%，比医学专业还要低。换句话说，在芬兰，当

小学老师要比当医生和律师更难。

      此外，芬兰学校并没有我们通常所说的晋升，老师也没

有“高级讲师”这样称号，老师、校长只是职务的不同，并

没有高低之分。如果你对某一职位有兴趣，便可以去申请，

不需要从下而上晋升。

      优中选优，严进严出带来的是高度的信任感，芬兰社会

对教师有着极大的信任感。高素质的教师一日为师终身为

师，他们在这份职业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与成就感，又

因为他们的自信、满足和从容，在教学中，与学生的相处

中就会更加笃定自信，充满关爱，尽最大的可能帮助、培

养孩子们。金老师认为，这也是拉开芬兰教育和其他国家

教育差距的重要原因。

从政府官员到创业者的转型

      许多人会感到诧异，有着“金饭碗”的金穆兰老师为何

要辞去政府官员职务，而从头做起，成为一名创业者。至今

日采访，芬兰教育学习与发展中心已成立整整三个月，在这

三个月中，有挑战有困难，但更多的是收获，拥有了完全的

自主权。

看全球



      谈起这次转型，金老师表示，过去作为一名政府官员，

职责是向全世界推广芬兰教育，她也看到了各地教育工作者

对芬兰教育的渴求。但同样，作为一名政府官员，“有很多

事情是做不了的，我们在前面推广，但是后续没有延续，也

没有好的机构对接和支持。这就造成了光打雷不下雨，起到

的作用是很小的。”

      面对种种矛盾，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教育者的需求，展

现芬兰教育的真实面貌，实现更精准的对接，金老师成立了

芬兰教育学习与发展中心，整合优质的芬兰教学资源，搭建

起中芬两国教育交流的桥梁，为前来“取经”的教育工作者

们量身定制最适合其需求的系统学习计划。作为中芬两国教

育学习与交流的“信鸽”，金老师与各方合作，将于2018

年10月6日-13日在赫尔辛基举办为期一周的“芬兰未来教

育论坛”和系列访校活动。通过前期的深入调研，针对中国

教育工作者普遍关心的问题，活动打造涵盖十二个特色主题

的行程。金老师将此次论坛的亮点概括为“新鲜性”、“系

统性”以及“全面性”。

新鲜性

      此次论坛受到了中芬两国政府和学校的大力支持，在此

次研修活动中，老师们将接触到最新一年的改革、创新与发

展。不仅仅是学习芬兰学校在教育中的教学方法，还将结合

坦佩雷市为这次活动定下的“坦佩雷智慧城市周（Tampere 

Smart City Week）”，站在科技趋势最前沿，接触到来自

全球的教育科技创新团队。

系统性

       从幼儿园到初中，芬兰的基础教育是一个系统性的体

系。在此次研修活动中，坦佩雷市将一次性向中国学习者

开放14所幼儿园和学校，分为7个不同的主题，集中展示

芬兰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每个主题下对应两所学校，学

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参加不同的主题。这些主

题都是经过前期深入的调查，从中国教师的反馈中提炼出

的，而这些主题也涵盖了芬兰基础教育链的方方面面。

全面性

      此次研修活动是芬兰教育学习与发展中心首届论坛，

金老师表示，“这也包含着一个总括的含义，是一个非常

全面的芬兰教育展示。”通过这一次的参与，将来如果学

习者们有深入高端的需求，中心会再组织更深入的研修活

动。“总的来说，此次活动是全面了解芬兰教育的一次很

好的机会。”

      从芬兰教育生态到中国教育生态，转变并非易事。对于

中国教育工作者们，芬兰教育犹如阳春白雪，“甚至有些不

食人间烟火”，如何跟中国的国情对接，如何落地，是学习

的挑战之一。另一方面，芬兰师资的严进严出，以中国现有

的师资水平，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且缺少渠道去借鉴、

学习。金老师表示，很多人认为只要学习了芬兰教育中的教

学方法，就一定能够培养好孩子，这是有误区的。

      “学习不难，但是要把过去学习的东西抛开，像一张白

纸一样来学习是很难的。”因此，金老师也建议学习者们能

够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走进芬兰校园，感受芬兰的教育模式。

在学习的基础上，无论是教师，还是教育投资者，都希望他

们能够在这一整周系统的学习中，有所收获，能够在中国教

育中起到一些颠覆性的作用。

      作为芬兰的教育工作者，这同样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通过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交流，能够对另一种教育生态有

所了解。“芬兰的教育并非是百分百的完美，中国教育也

有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通过举办这种大型论坛，能

够让芬兰老师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展

现自己。”采访金老师的时候，她的身后是一副巨大的油

画，她说画中色彩绚丽的枫树是她最喜欢的树。枫树不仅

让我们享受心旷神怡的美景，而且给我们提供美味可口的

枫糖。金老师现在所做的事情，也如同枫树一般，不仅把

我们带入芬兰那童话般的教育场景中，而且基于她对中芬

教育的理解，正带领大家提炼出最值得吸收借鉴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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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成“拖欧”？

  英国官方招生平台

  UCAS的五条权威解读 

英国一直是中国留学生理想的求学之地，而自2016年以来，英国进

入申请脱离欧盟大战，“脱欧”公投、法案、协议，每一步都让公

众忧心忡忡，在教育界各种讨论怀疑猜测不断。2019年英国如若脱

离欧盟，究竟会如何影响中国学生申请英国大学？

文 | 张雨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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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最新消息，欧盟各国领导人同意

将正式脱欧时间延期至2019年10月31日。虽然也存在英国

最终留在欧盟的可能性，但BBC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然而

与“脱欧”前景不明和部分外资企业撤资的现状相比，中国

学生申请英国高校的热情却不降反增。根据来自高等教育统

计局 (HESA) 的最新数据，截至2018年3月，英国已经向中

国学生签发了约8.9万份Tier4学习签证，签发量在过去12个

月内增长了15%，签发率达99%。

      这一反差作何解释？对此，小思连线了对此事件最有发

言权的人——英国大学联合招生委员会 (以下简称UCAS)国

际市场经理Mark Wilson先生，谈谈如何看待英国“脱欧”

对中国学生留学英国的影响。 

       为何说Mark Wilson先生最有发言权？因为UCAS统一

为英国所有大学提供招生服务，任何学生都要通过UCAS申

请英国大学的学位课程。UCAS会统计每年的招生数据，并

对申请趋势做出预测。英国正式“脱欧”，究竟会对留学市

场带来什么影响？听完Mark的专业解读，我们总结出以下

几点：

1、英国正式脱欧后，欧盟国家学生会有所下降，而学校招

生办依然要完成招生额度，这是中国学生申请的好机会。

2、汇率或许会继续走低，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留学费用。

3、除了牛津剑桥大学，很多大学招生政策会变得更加灵活。

4、在教育资源上，来自欧盟国家的科研基金会减少，但对

本科阶段影响不大，主要是硕士和博士科研经费。

5、中国学生的英国签证不会缩紧，事实上还略有放宽。而

欧盟国家的学生更需要担心签证问题。

以下为对谈实录：
D=顶思

M=Mark Wilson

英国公投脱欧事件，对招生带来什么影响？

D: 2016年的公投已经决定了英国将要脱欧，那么在这样的

大环境下，近几年英国本科的招生情况如何？申

请英国大学的本土学生和其他欧盟学生的数量分别有什么变

化趋势呢？

M：据我所知，大部分英国大学并不支持脱欧的决定。在高

等教育学府中有不少教职员工都来自其他欧盟国家，因此

2016年6月的公投结果让大家都有些沮丧。

       就招生情况来看，2016年的招生并没有受到较大的影

响。但是2017年来自其他欧盟国家的申请者数量有了大幅

度下跌，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公投的结果对英国大学的未来情

况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学生们想要了解一些对他们来说非

常关键的事情，但英国政府发通告相当缓慢。

      2018年来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申请人数又得到了一定的回

升，但没有恢复到2016年的水平。我觉得排除脱欧公投带

来的不确定性，欧盟其他国家的学生还是认为英国大学是理

想的求学之地。

      英国本土学生也有变动，不过本土学生的变动其实和脱

欧公投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主要原因是英国的人口变动。从

2015年开始，英国的18岁人口数一直处于下降趋势。

2015-2018年间，英国18岁人口的数量下降了5.7%，随之

而来的，是使用UCAS系统申请英国大学的英国学生人数下

降了5.1%。有数据预测到2020年，英国18岁人口的数量将

持续下降，到2023年才能恢复到2015年的水平。

D: 那这几年申请英国本科的国际学生，包括中国学生的数量

有什么变化？这对中国申请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M: 国际学生的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上涨， 2013-18年国际

生申请者数量上涨了9%，2018年已经有81, 325位国际生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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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者，他们收获了42, 220份录取。我们调查了一些拥有较

大比例国际生的国家的人口变动，预计未来人数还会继续有

较大上升。

      来自中国的申请者带动了这种人数上升，2017-18年间

中国的申请者数量增加了10.47%。

      不过，在英国大学的招生政策下，更多的国际生申请者

并不一定意味着国际生之间更激烈的竞争。一些国家的大

学对国际生数额都会有限制（例如美国很多大学本科对国

际生数量的限制在10%左右），但除了某些特殊专业（例

如医学），英国大学并不设这种限制，英国大学关心的是

学生质量。

      虽然目前国际生数量在英国大学学生内占比不高，但英

国大学非常注重国际化和多元化。事实上虽然英国大学内的

国际学生数量比美国的要低，但是按比例来看，英国大学内

的国际生比例要更高。政府最近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来增

加英国大学内的国际学生数量，这对国际生来说是一个好消

息。

      总的来说，英国本土学生数量在这几年内都不会回升到

2015年的水平，我们也预测，等英国正式脱欧后来自欧盟

其他国家的学生将会减少。而招生办希望不仅完成招生的额

度，更要招到高水平、多元化的学生，因此也是国际生申请

的好机会。

D：那么您认为脱欧，会给国际生的留学费用带来什么影响？

 

M：首先，英国脱欧公投引起了汇率的变化，英镑的贬值减

轻了留学生要支付的费用，未来正式脱欧以后也许汇率还会

降低，不过具体情况要等到那个时候才知道。

      另外，一些大学也在尝试给国际学生提供更多的奖学

金机会。例如，英国文化协会和一些大学合作发起了“非

凡英国奖学金计划”(＂GREAT Scholarships＂ Cam-

paign)。部分大学也和基金会合作提供自己的奖学金，来

吸引更多的优秀学生选择他们学校。在过去，大学更倾向

于给硕士或博士研究生发放奖学金，但我们觉得应该会慢

慢放出更多给本科生。

 

D：英国脱欧将如何改变英国大学的招生条件？是否会让招

生更灵活？

 

M：可能对于一些大学来说（例如牛津、剑桥），他们的申

请者很多，求大于供，因此不会降低自己的招生条件。但是

不少英国大学正在让招生政策变得更灵活，不过这要建立在

不降低入学学生的质量的前提下，入学的学生还是必须具备

成功完成大学学业的基本能力。

      那么灵活性表现在，如果学生需要语言方面的帮助或大

学预备课程，一些大学会提供相应的支持；大学可能会降低

对一些细节的要求，例如某门课因不可抗力缺少一次成绩；

大学也在逐渐认可一些其他的高中评估体系，例如一些学校

开始认可高考成绩。这些都因学校而异。

 

D：你认为脱欧对英国大学的学术教育资源会有什么影响？

 

M：英国大学的学术资源方面，脱欧带来的一个较大影响可

能是来自欧盟机构的科研基金会减少，但这对本科生来说不

会有特别大的直接影响，主要是硕士或博士学生的科研经费

问题。

      另一个就是教职人员的流失，英国大学里有许多教职人

员来自欧盟其他国家，他们可能会担心自己的工作受到负面

影响，或者人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欢迎他们。大学正在努力留

住他们，因为来自不同背景的教师才能带来多元化的学习体

验。英国大学和欧盟大学的一些学生交流项目也会受到影响

，但不如前两者那么重要。

 

D：英国脱欧是否会影响中国学生的英国签证？

M：我觉得，如果说学生签证，其他欧盟国家的学生更需要

担心这个问题。欧盟学生来英国的签证政策可能会有改变，

但非欧盟国家的学生签证政策已经设立很久了，这方面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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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暂时不会缩紧。我记得中国是签证发放成功率最高的几

个国家之一，而且中国负责英国签证的团队的工作程序很

完善。

      事实上国际学生的签证政策有了微小的放宽。比如，以

前学生在学业结束后可以留在英国的时间是4个月，现在变

成了6个月。这个时间的延长能更好地帮助学生寻找工作。

他们也许可以一边进行兼职一边寻找全职工作，如果他们找

到了全职工作，那公司会发放一种新的工作签证。

      我知道很多中国国际生都希望能在毕业后留在英国工作

一段时间。虽然我们没有关于中国国际生留在英国工作比例

的完整数据，但可以看到国际生可以在中小型企业，或者有

意向进行跨国合作的企业中找到很多工作机会。因为国际学

生的母语、视野和背景，对一些跨国公司来说非常重要。

D：现阶段“脱欧”大环境下，你有什么建议给到中国学生？

 

M：大家都知道，使用UCAS进行英国大学申请，可以选择

五所学校提交申请，提交给这些学校的材料都可以是一样

的。

      那有一点是经常发生在中国学生身上的。中国学生常常

会选择五所都是顶级的大学，拥有几乎相同录取标准的学

校。这是一种高风险的策略，因为这些学校对学生申请时

的学术水平和分数的要求几乎是一样的，而假如学生的水

平(尤其是最终分数)没有达到标准则会非常危险。

      我们知道中国学生都很有追求，只想上最最顶级的学

校，但是他们也需要有一些保险的选择。很多录取标准稍

低的学校也有很棒的项目，所谓的综合排名只是媒体排的，

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特色或擅长的专业。因此，我们推荐

学生在申请时选一至两所录取标准稍低的学校。

      另外一个建议是关于个人陈述文书（Personal State-

ment）。美国和一些其他国家都使用整体评估（Holistic 

Review）的方式来筛选学生，因此对学生的要求更模糊且

需要学生表述自己学术和非学术方面的特点。

      相反，英国大学招生最主要看学术能力，而且有清晰的

要求。因此当学生需要撰写个人陈述时应当牢记80-20法则

， 即个人陈述的80%是关于学生的学术能力，包括他们如

何在课堂内外探究感兴趣的主题，只有20%应该是关于那些

课外活动的，这是英国大学个人陈述内容的最佳配比。

D：最后，你有什么想特别补充？

 

M：最后我想说的是，英国仍然是一个非常欢迎国际学生的

国家。即使英国将会脱离欧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总体

来说，是利大于弊。大学正在尽力消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

响，英国仍然会尽量保持大部分的和欧盟企业的合作，并欢

迎来自欧盟、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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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入三万

在德国成为这样的老师

有多难：标配硕士，国考两次

如何培养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并吸引优秀的人才从事教育工作，从而提升我们的教

育质量和水平？同时形成一个完善的教师福利保障体系，留住人才，让更多的人加

入到教师这个职业中来？以德国教师培养体系为例，看看发达国家的师范教育有哪

些地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文 | 韩福江



      去年，马云在杭州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演讲上表示，“中

国应鼓励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师范。老师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

人，要让老师真正成为最受尊敬、待遇最好的职业。”近

日，在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苟兴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面对“教师荒”，应该增强教师岗位吸引力，提高教师待

遇，其标准不应低于当地公务员的标准。

       二人皆指出了我国目前存在教师教育问题：一是教师培养

问题，二是教师社会保障问题。那么对比一下德国，他们又是

怎么做的呢？在德国，“准老师”成为一名“人民老师”之

前，必须要经历重重的考验，这是基于整个德国社会对教育的

高度重视，并形成了一套完整、健全的师范教育体系。

成绩优异是前提

      德国学生要进入综合大学(Uni)或应用技术大学(FH)的师

范类专业，必须要参加德国“高考”(Abitur)，并取得优异

的成绩，因为“师范类”专业在德国是“限制专业”(Nu-

merus clausus，缩写NC)，即“录取名额限制”。

      此举一是源于德国对教师教育背景的严格要求，二是无

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小学老师，都是终身制的，且享受公务

员待遇，基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除非开设新课程，或者老师

退休，否则没有多余的教师职位，培养那么多也没什么用。

这样，“师范类”的生源质量得到了保证，从而把优秀的学

生引入到教师体系。录取标准不仅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同

时还要参加“附加测试”，如能力、语言测试等。反观国内，

正如马云所言“成绩不好的人才会去读师范学校”，这样的

情况确实存在，加之各大师范类院校教学水平的限制，以及

在教师培养、认证、培训机制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教师的教

育、教学水平经常会受到诟病。

教师认证时间漫长且严格

      “慢工出细活”。德国的师范学校即是如此，平均一个

师范生从进入大学到成为一名正式教师，平均要花费10年左

右的时间，这还算是正常一点的，由于德国大学宽进严出的

政策，很多学生中途辍学，甚至毕不了业的人也大有人在。

1970年10月，德国各州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PAD）达

成协议：在传统硕士和博士两级学制中，所有师范生在科学

知识水平学习方面必须达到相当于“硕士”的水平，此为师

范教育阶段I；在师范职业能力训练方面必须有18个月以上

的集中见习、实习期，此为师范教育阶段II。这也意味着想

成为老师，标配“硕士”起。当然“非师范类”大学生也可

学习相关的“模块课程”，比如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然

后参加第一次国家考试，而教师资格考试在德国也属于“国

考”（Staatsexamen）。

      每个联邦州，甚至每所大学培养方式和过程也不尽相

同，没有统一的规范，考试制度由各州自行制定，并由大

学教授、学校校长和有关考试机构的代表组成的考试委员

会负责，考试严格，通过率约为90%。考试合格者即取得

了“见习教师”的资格，进入下一阶段开始实习，即师范

教育阶段II。

 “教学实践”是关键

      “预备教师期”(Vorbereitungsdienst)、“实习期”(Ref-

erendariat)的时间一般为18-24个月，然后还要参加第二次

国家考试。第一次国家统考，是对学生“知识与技能”的鉴

定。之后经过一、两年的预备教师期或实习实践后，参加的

第二次国家考试是对学生“经验与能力”的验证，之后方可

凭证上岗。

      除了“预备教师期”、“实习期”之外，师范生从进入

大学起，还必须联系一所中小学，每周到中小学听课半天，

并且每学期到中小学实习2~3周，且要完成实习作业或实

习报告，因为这要计入大学学分。德国很重视教师的“入

职培训”。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准教师“在正式走马上

任之前，还要接受严格且有针对性的入职培训，只有这样教

师才算是在任职前具备了合格的教育、教学能力。可以说，

师范生在成为“老师”前，起码要有2、3年的教学实践和培

训，这样的体系想不培养出来优秀的教师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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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培训”体系完善

      上世纪80年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一日千

里，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求，提升个人职业素质，“继续

教育”（Weiterbildung）开始在欧美发达国家兴起。

      德国政府对教师在职进修高度重视，因为在他们看来，

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伟大使命，所以在“继续教

育”中一马当先，况且德国拥有全面而完善的教师继续教育

体系，有力地促进了在职教师知识的更新和素质的提高。德

国教师在职进修包括多方面，如教学法、教育科学、社会问

题等。这使得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了提高，知识结构得以完

善。

      获得“新的任课资格”所需要接受的培训也是进修内容

之一，如新开一门课程，教师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并

通过相应的考试方能任教。

      这些培训的方式都十分灵活，有讲座、实验、指导、网课

等。且教师在职进修主要采用的是“短期培训班”的方式，

一种是利用下午课余时间，还有一种就是“脱产培训”，时

间安排灵活，从而解决了教师工作与进修的矛盾。 

      教师培训并非通过制度的强制性要求教师参加，而是通

过培训效果的有效性来吸引他们，使之接受继续教育成为一

种自觉的职业需要。当然接受培训除了与自身的职业发展息

息相关之外，也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

      例如，教师参加州级的进修班期间，路费、食宿、资料

等费用全免外，不但不扣工资，还因为教师离家进修给家庭

生活造成了困扰，州教育局还要给参加进修的教师提供额外

的工资补助。目前，德国中小教师平均每人、每年至少参加

一次这样的进修班，当然这也是教育部门每4年对教师进行

一次督查、检验的结果。

教师即公务员，且终身任职

      而在德国，人们之所以希望成为教师，不仅是因为“教

书育人”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更多的原因是社会地位较高，

收入可观，工作稳定。由于各州的情况、以及学校类型的不

同，教师的薪资水平也会有差异，不过从平均收入来看，正

式编制的德国教师，享有公务员级别待遇，月税前收入折合

人民币约三万元。除了良好的社会福利保障以外，德国教师

还拥有良好的“职业前景”。根据教师所在学校的类型，职

业发展轨迹也不尽相同，既可以成为高级顾问、学科带头人

这样的教育教育研究的岗位，也可以升任副校长、校长之类

的管理者。

       同时还可以申请出国深造，费用由地方政府埋单，并定

期参加相关教育领域的会议和培训，以更新、提升个人的专

业知识与教学方法，职业发展十分多元化。

      在德国，一旦成为正式教师，就是国家公务员，终身不

会被解雇，享有居于社会中上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享

有带薪假期和带薪培训，这样教师没有后顾之忧，自然全身

心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教学质量和效果自不必说。

德国师范教育带给我们的启示

      调查研究显示，虽然教师待遇提高了，但大部分人仍然

不愿意从事中小学教师工作，认为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大，

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不高。这与历史上教育工作不够受重视，

教师职业不够受尊重而导致教师地位低下有着很大的关系，

同时，现实中教师职业并没有明显的优越性。

去年教育部发布《全力保障义务教育教师工资待遇 不断提高

教师职业吸引力》，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教育投入要

更多向教师倾斜，不断提高教师待遇，全党全社会要弘扬尊

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

业地位，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教师法》和《义务教育法》均就教师工资水平做出规定，

要求教师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也进一步作了强调。

教师队伍建设是教育事业发展的关键，必须从教师的培养、

任用、进修的每个阶段连贯性地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育

教学能力，从终身学习理念出发，有机地统合教师的“职前

培养教育”和“在职教育”，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和教育教

学能力，优化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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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考试，废除排名？

看这个领跑

全球教育的国家如何悄然变革

考试重要，还是综合素质重要？两个又该如何平衡？这是摆在所有教育同仁，乃至

于政府决策者们面前的难题，即便是在整个亚洲都享有盛誉的新加坡教育，在面对

未来世界的变化，从教育体系、教学方法、教师培养等几个方面做出了探索和改变

，最终又会将新加坡教育，或者说新加坡的未来引向何处呢？

文 | 韩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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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学校长期以来一直以学术成就而闻名于世，其学

生在经合组织2015年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中，数

学、阅读、科学素养三个测试领域的平均成绩在74个国家和

地区中均排名第一。

      无独有偶，2016年，国际数学和科学研究趋势(TIMSS)

排行榜中，新加坡凭借其卓越的表现在56个国家中赢得了“

综合冠军”的好成绩。

一场悄然无声的教育革命

      新加坡一直秉承传统教育，以教师为主导，与欧美一些

国家倾向于宽松的、循序渐进的，旨在鼓励学生学习的个性

化教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批评者认为，传统的教育对学生

而言无疑是一种“谋杀”，毫无创新能力的奥数冠军有什么

意义？父母担心孩子的成绩而不得不将孩子送到培训机构补

课，从而使得教育成为普遍的"社会焦虑"。

      然而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慢慢改变了新加坡的这一局

面。经合组织教育与科技部主任安德烈•亚斯施莱歇尔认

为，新加坡的教育正在经历“一场悄然无声的革命”。目

前政府希望将良好的学习成绩与创新技能相结合，这些技能

将有助于学生在城市不断发展的服务业中拥有更好的职业前

景，并过上更好的物质生活。“这不仅仅是教育人如何变得

更加聪明，而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新加坡财政部长

Henry Swee Keat（在2011 - 15年度负责教育事业）这样

讲到。新加坡教育宣布，从今年开始新加坡学校小学一、二

年级将取消所有考试；并在三年内，取消小学三、五年级和

国中一、三年级的年中测试。

      与其他改革不同的是，教育改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迄今为止最显的变化莫过于儿童参加考试的压力大大减少。

      2012年，新加坡政府废除了“中学排名”，停止公布最

高分的姓名，并针对重点中学扩大了招生。并计划到2021

年，小学毕业生将不再获得具体的分数，而是用“表现评

价”来代替。2018年9 月 28 日，新加坡教育部（ MOE ）

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为了改善目前过于注重学术成绩的现

象，做出了以上改革措施。

在学习乐趣与学习标准之间寻找平衡

      新加坡教育部发布了一份模糊的“21世纪能力”清单(包

括“自我意识”和“负责任的决策”)，希望每个学生都能

掌握这样的能力或素质。教育部总干事Wong Siew Hoong

说，他们几乎可以将所在部门的所有事情都讲出来。例如，

考试问题被重新设计，且变得更加开放，以鼓励学生培养批

判性思考，强化学科知识。教师评估学生的优秀与否，也不

再是仅仅依靠考试成绩，而是还要考虑到学生现实中的社会

表现。

       而新加坡教育部（ MOE ）对此的解释是，“避免人们

过于关于学生的分数，而忽视了孩子的兴趣爱好以及天性”。

Wong Siew Hoong将这些变化描述为在“平衡学习乐趣和教

育标准“方面又一进了步。

教师培训与素质教育并重

      “教学方法“也在发生变化。所有教师每年都要接受100

小时以上的培训，他们将学习新的教学方法、技巧，鼓励老

师和学生之间开展的小组工作和讨论。最后的改变是让课堂

与工作场所保持一致。到2023年，几乎所有学校都将展开

计算机、机器人、电子、戏剧、体育等 “应用学习”的课

程，所有这些都是强调“现实世界”环境中练习，没有考试

测验。例如，在新加坡的一所中学，新闻广播被视为一种提

高沟通技巧的方式。教育部还聘请了100名专业指导人员，

以及业内的从业人员，参与学校的素质教育的提升。

以职业为导向引导学生

      同时新加坡政府密切关注“劳动力短缺“问题，并与学

校展开合作，在青少年时期引导他们，把他们引向银行、公

务员、医生等稳定而高薪的工作。但在新加坡，显然说服孩

子的父母认为“生活比考试成绩更重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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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教育部与家长团体，以及在线媒体合作，组织研讨会，

并在社交媒体以传播、宣传。官员表示，一些父母，特别是

富裕的父母，已经开始将眼光放在了常见的职业上。

      新加坡教育部门的近些年就教育问题所作出的改革举

措 ， 以 及 面 对 2 0 2 1 年 的 小 六 会 考 （PSLE，primar 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改革都是新加坡教育系统

新阶段的一部分，有将其称之为“为生活而学习”。然而

习惯并不容易改变。新加坡的一些父母对此依然不是很感

冒，无论怎么改革，不少家长依然坚持让孩子参加辅导班，

小学升学考试依然是不少学生和家长必须面对的压力和难

题，因为这意味着成绩优秀的学生进入好的学校，未来可

以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出国留学，也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进

入政府部门工作。

      尽管如此，走向已经十分明确。相关官员认为，培养学

生全面发展，不会对学生的成绩造成过多的影响。当新加坡

在考虑自身教育问题的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家们却一

直试图复制新加坡教育的成功，许多人佩服新加坡的教师培

训质量、紧密聚焦的课程、政府的长期规划。“由于新加坡

拥有良好的教育基础，且处于改革的良好位置，它的教育改

革也将迎来更大的成功”，经济学人的文章这样评价道。

以教师为核心，改变课堂模式

      在课堂教学方面，新加坡教育部也花了不少心思，在其

官网把教师的培养放在了改革中十分显著的位置，支持教师

将高质量的、创新性的实践课程带入学校，培养其教学专业

能力。同时也会增加师资的投入，配备全职辅导员，这可以

不仅可以让学生小学在一、二年级阶段接受小班授课，还可

以为各年级的学生提供更为灵活的教学和课堂安排，赋予教

师更多的教学自主权。

      从而为教师提升、发展业务能力的提供了一个官方平

台，当然这与我国去年出台的提升教师业务素质的相关要

求是一致的。但新加坡针对教师的培训，除了更新内容和

教学方法外，教师还将学习“技能”，使他们更具创造性

和创新能力，并将这些技能传授给学生。新加坡教育部还

将在4个区域各设立1个专业卓越发展中心，以帮助教师更轻

松 地 分 享 他 们 的 专 业 知 识 。 教 育 部 还 与 国 家 教 育 学 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展开合作，为教师提供获

得更多专业提升认证的机会，包括本科和研究生学位。

      与此同时，无论是在本土还是在海外，加强学校之间、

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实习、交流的机会

，并将好的教学方法、经验，以及全新的视角带回学校的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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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择校降温
美国却在为择校“立法”？

学校选择（School Choice），也被翻译为“择校”。中国正在给“择校热”降

温，通过多校划片、学区制、九年一贯制、名校办分校、招生指标分配等方式优

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公平。而美国这边却反其道而行之，特朗普总统

曾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再次呼吁要为“择校”立法，这又是什么情况？

文 | 徐康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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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在经历了历史性的35天停摆后终于恢复运转，

总统特朗普也抓紧时机在2月5日回到国会发表2019年的国

情咨文。虽然在长达5000字的发言稿中，并没有多少提及

教育的内容，不过特朗普呼吁:“现在是时候为孩子们批准‘

学校选择’（School Choice）立法了”。

       美国教育部长Betsy DeVos称赞特朗普的这个呼吁，认

为事关美国的“教育自由”。但也有很多人批评特朗普没有

提供有关该计划或立法的细节。学校选择School Choice，

也被翻译为“择校”。中国正在给“择校热”降温，通过多

校划片、学区制、九年一贯制、名校办分校、招生指标分配

等方式优化基础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公平。而美国这边

却反其道而行之，要为“择校”立法，这又是特朗普出的幺

蛾子吗？

      其实不然，美国的学校选择运动（School Choice 

Movement）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近年来，在总统巴拉

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领导下，“教育”被提升到国家教育政策辩论的中

心，学校的“问责制”成为焦点，而且特许学校得到快速发

展。仅2015年，美国境内就一共新开了400所新的特许学校。

特朗普政府希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学校选择的机会和形

态。早在上任前，特朗普就提出将筹集200亿美元推动学校

选择计划，特别是为低收入儿童提供教育券，以便他们选择

的任何学校 –特许学校，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 。然而，特朗

普在白宫的头两年里没有成功推进这一议程。

    学校选择运动可以追溯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lton 

Friedman在1955 年发表的论文 “The Role of Govern-

ment in Education”。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为重建

公共教育体系，提交基础教育质量，开始大范围推行“学校

选择”，泛指任何“打破学生居住地与就读学校所在地之间

的关联，旨在减少传统公立学校地理位置限制的政策措施。”美

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超过80％的美国学龄儿童就

读于传统的公立学校，大约10％的学龄儿童上私立学校，约6

％的学生就读特许学校，略多于3%孩子是在家接受教育的。

美国的学校选择运动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并在过去的15年中获

得了更多的动力，因为学校选择的形态越来越多元化，除了传

统公立学校、私立学校，还包括特许学校、磁石学校、教育

券、家庭学校、在线学校等，下面简要介绍一下。

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

      政府特许学校是美国一种特殊的公立学校，也被称作公

办私营学校。像公立学校一样，特许学校不收取任何学费，

按照与授权机构的约定接受所有学生报名，一般通过抽签的

方式决定入学名单。这类学校的资金通常来自政府拨款和社

会募款，可以由非营利和营利实体运营，这取决于每个州的

法律。除了必须达到双方事先约定的教育成效之外，不受一

般教育行政法规的限制。美国第一部政府特许学校相关法律

1991年在明尼苏达州出台，截至2015年，美国43个州加上

哥伦比亚特区已经出台了相关法律，规范政府特许学校的运

营。目前美国境内一共开设了约6900所政府特许学校，总

共收纳了全国大约310万学生。美国的特许学校仍在快速扩

张。一些特许学校的表现优于他们附近的传统公立学校和学

区，但也有许多特许学校由于运营不符合基本法规，缺乏资

金等问题面临着关停的危机。斯坦福大学教育结果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ducation Outcomes）针对来

自于16个州的学生数据所完成的一项大规模研究发现，只有

17％的特许学校所产生的学术成果好于传统公立学校，而

37％的特许学校的表现要比与其相对应的公立学校更加糟

糕。大多数特许学校则没有显示出任何差异。

      不久前，加利福尼亚州几个学区和教师工会罢工，部分

就是因为特许学校在加州地区的数量暴增，从而对公立学校

的招生以及财政拨款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作为结束罢工的条

件之一，工会要求加州政府在下一届教育委员会上设立“特

许学校委员会”，并就特许学校的数量上限进行投票表决。

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

      美国还有一类学校叫“磁石学校”（Magnet School），是

指以自身独特的设施和专门化课程吸引（如同磁力吸引）本学

区或本学区外学生的学校。除了教授读、写、算等基本技能

外，还提供给学生其他专业选择，如音乐、戏剧、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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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及视觉艺术等学科。通常磁石学校规模都比较大，并以

此来吸引学区外的学生前来就读。

      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开始出现磁石学校，其初衷是打破

学区限制，加速取消种族隔离的进程。 如今，磁石学校特别

追求严格的、高质量的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切实的、适合市

场需求的职业技能。与特许学校不同的是，磁石学校都是由

政府提供经费支持和管理的公立学校，依然受到当地政府、

学区和教师工会的各种政策约束，而且大多数有较为严格的

入学测试。

教育券（Voucher）

      教育券制度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兴办教育的责任不改，

对教育的资助金额不减，但不再把教育资金经层层下发给学

校，而是直接向学生发放“教育券”；学生家长凭“教育券”

自由选择学校，并向学校支付“教育券”冲抵学费；成功争取

到学生的学校，凭“教育券”向政府兑现。

美国的Voucher主要是指州政府给学生和家长的补贴，包括

教育代金券或奖学金等，补贴他们去上私立学校。这种政策

提高教育效率的方式简单说有两种途径：（1）家长由于有

政府补贴可以选择教育质量更高的私立学校，可以享受更好

的教育资源，所以提高了教育效率。（2）公立学校面对私

立学校竞争不得不提高自身素质，整体上提高了教育效率，

而这一点是更关键的。

      1989年，密尔沃基通过了全国第一个学券项目，发放给

低收入家庭；2001 年佛罗里达通过的学券奖学金针对的是

身体有残疾的学生；2004 年华盛顿特区通过了第一个联邦

政府出资的学券项目，主要是针对长期在 low-performing 

学校上学的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虽然现在全美有14个州和华盛顿特区进行着25个教育券

项目，有约 250,000 学生参与了这种学券项目，但与全国范

围内5千多万在传统公立学校上学的学生相比，这个比例并

不大。而且大多数教育券不包括全额学费，这就意味着只有

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的学生可以依靠教育券进入私立学校，

大部分低收入家庭则无法享受这一政策，而他们能去的公立

学校反而被削减了经费，让情况更糟。

家庭学校（Homeschooling）

      美国教育部报告称，2012年约有180万美国儿童在家接

受教育，这是1999年联邦政府开始收集全国家庭教育趋势

数据的家庭教育人数的两倍多。美国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显

示，目前在家接受教育的儿童人数占美国5至17岁学生人数

的3.4％。大多数家庭学校的学生都是白人，近一半的家庭

教育孩子的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

虚拟学校（Virtual School）

      虚拟学校也被称为在线学校，有私立和公共资助的虚拟

学校。在2013-14学年，美国教育部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

有478所虚拟学校为199,815名学生提供教育，不到全国总

入学率的1％。虚拟学校对一些学生群体很有用，包括那些

在传统公立学校学习困难的学生。但虚拟学校的毕业率极低，

而且往往受到最少的监督。其实美国推行“择校”立法，是基

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通过立法保护不同形态的教育

服务创新和发展，提高消费者（家长）的支付／选择能力，

从而确保孩子能接受最合适的教育，并且通过竞争推动公立

教育的发展，最终目的也是促进教育公平。

      “选择”已变成为教育改革里的一个流行词，但对于公

共教育制度来说，选择多样化的本身并不一定意味着高质

量。就像我们匆匆浏览电视频道，可能浏览了数百个台也未

必能找到一个理想的节目。如何确保所有孩子都获得高质量

的教育，需要我们找到鼓励创新和加强监管之间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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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教主导的英文教学体系

或许才是中国

国际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

作为国际教育独立观察者，Sylvia常年在一线与诸多国际学校、双语学校的

师生家长打交道。她发现，眼下在国际化学校由外教主导的英文教学体系，

虽明显改善了中国学生听说能力，但学术英文却漏洞百出，甚至还不如公立

学校学生。针对这种现象，Sylvia指出，改革刻不容缓，要让更多中教参与

进来。

文 |余南

复旦大学英文专业毕业，伦敦商学院MBA。

曾就职于培生教育集团，多年跨界跨国教育职业经验。

现为国际教育独立顾问，一线辅导老师，常年与国际学校学生家长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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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人》杂志今年2月21日刊发表了一篇标题触目惊

心的文章“The Perils of Learning in English”（以英文为

授课语言的危险），观点非常鲜明：在K12的早期，孩子应

该上母语课程而非英文课程。

      文章援引了非洲喀麦隆12个学校的一项跟踪调查，对比

母语Kom（科姆语）课程和英文课程的学生，称到第五年

Kom班级的学生在所有学科包括英语上，表现都超过英语班

学生。无独有偶，巴基斯坦和乌干达一些省份经历了失败的

尝试后，已经取消了一些英文课程，恢复母语教学。《经济

学人》强调父母英文流利、家庭的英文环境是开展英文课程

的前提。如果是在几年前，我大概会对这种观点不屑一顾。 

但是在培训机构接触国际学校的学生，尤其是过去这一年从

事一线辅导之后，我开始重新审视在中国开展国际课程的挑

战。可以说方法论的研发和实践的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

地步。

      大量的国际课程和外教主导的培训机构给中国教育带来

的最大贡献是一大批孩子发音非常地道，口语十分流利，听

力相当不错，跟外教的互动很活跃。过去十年，中国留学生

在海外成倍增长，很多英美教授抱怨学生听不懂课。这个转

折点即将到来，经过国际课程洗礼的学生，积极参与英美大

学课堂的讨论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然而教授们的第二个抱怨：中国学生学术写作水平低，

却看不到改善的迹象。从我在一线的观察来看，国际课程

对于学生学术英文的能力没有起到在听说方面那样明显的

效应。学术英文要求以规范、相对复杂的语言，客观、准

确、逻辑严密地组织、表达观点和思想，并以例子来论证。      

到了大学阶段，更要能够遵循规范地援引、综述本领域的研

究成果，并陈述自己的独特观点。 这样一种长期、严谨的训

练本来应该是国际课程内置的、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实践

中却明显看到这种训练的缺失。

      本文将分析国际课程学生学术英文薄弱的具体表现和原

因，并提出一些对策。

症状：学术英文错误百出

      我看国际课程3-7年级学生的写作作业比较多，每次看到

都非常震惊。拼写非常糟糕，语法错误极其低级，动词的使

用一片混乱，对完整的句子没有概念，标点符号错误百出。

而这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并非个别学校或个别学生的问题。

如果课外大量补习，家长配合度高，监督强化练习，这些语

法的问题并非不能解决。更大的问题是内容的苍白，词汇的

困乏，思维的幼稚，和严重受到中文思维干扰的语言表达。

《经济学人》杂志还曾经有一篇文章，说中国教育体系尽管

培养了不少高材生，但是压制了好奇心、创造力和个性 （

“products of a different education system that, for all 

its high achievers, is built to suppress intellectual 

curiosity, creativity and individuality.”）国内认可这个评

价的人也不少。

      很多中国家庭选择国际课程，就是因为相信国际课程在

培养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上比中国教育优越。

      可是我观察过的国际学校学生，在好奇心、求知欲以及

批判性思维方面，与没有接受过国际课程的学生相比，没有

显示出明显的优势。这一点一度令我十分困惑。

原因：21世纪的校园“化学”

      中国有很多英文为母语的外教，这是国际课程在听说方

面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石。但是从学术英文的角度来看，目前

学校和机构的配置却大有问题，外教和学生之间，外教和中

方团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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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英文都是贡献少，减分多。就好比有些化学反应，表面

上看似平静，内在却早已发生实质变化。 

外教和学生的“化学”

     目前的国际课程体系下，英语和各门学科的学习都是由外

教主导，而且大部分外教的背景是英语国家的学科老师，不

是EAL（English as an Additional Language，英语作为附

加语言）这条线上的。有些外教即使有EAL背景，也没有把

EAL的系统融入到教学中。大概因为校方对他们的要求，就

是把中国学生当英文为母语的孩子教。这一做法背后的逻辑

大概是，只要有足够的浸润，语言可以“习得”。但是实际

情况如何呢？我看到的直接结果是，大部分学生对于英文基

本的语法基本没有掌握。我本人曾经是外语学校的中学生，

学生时代花了很多时间练习对于中国学生不容易掌握的那些

难点，如动词变位、及物和不及物、时态语态情态、定冠词

不定冠词、动名词不定式、从句、名词可数不可数、代词、

介词的各种用法、标点符号等等。

      再看看今日国际课程的学生，纯外教的课程，纸质音像

资源丰富的背景下，这些难点非但没有被攻破，反而由于缺

乏意识和不够重视，导致书面英语的运用千疮百孔，积重难

返。很明显，学生们的阅读量远远达不到“习得”所要求的

水位。再者，就算有再大的阅读量，语言的规则和密码是否

就能掌握了，也是一个问号。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教育圈可以

赌或者想当然的领域。此路不通应该立即改弦易辙。

      另一方面，外教对于中国家长望子成龙的预期没有共

情。按照他们在家乡的做派，对孩子们尊重有余，严格不

足。外教普遍觉得学习是自己的事情，相信内动力和热情

的力量，对孩子正面鼓励为主，即使激励落后生态度也非

常温和。另外，他们对于中国孩子英文能力的预期非常低，

容忍度非常高。我以为外教的语言和态度经常被孩子和家

长误读，以为自己很厉害，对于自己学术英文的巨大漏洞

浑然不觉。英文不过关势必影响所有学科的学习。这也是《

经济学人》强调K12早期必须以母语为教学语言的理由。

家庭“化学”

      家庭化学可以说是国际课程最大的短板。如今的教育环

境跟十年前非常不同，最显著的差异就是全球中产阶级对子

女教育的高参与度。

      高学历父母陪伴孩子的时间成本增长，直接导致儿童词

汇量的增加和思辨能力的发展。欧美家长会纠正孩子的语法

错误，并且非常平等地跟他们讨论大选、恐怖主义、脱欧、

税收、移民等时事话题。父母的职业、阅读兴趣和社交，都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阅读和对人文学科的兴趣。我认为

国内读国际课程的孩子，大部分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学业支持

很有限。如果这些孩子在中国公立学校，很多学业上的问题

就会毫无藏身之处，家长绝不会放任不管。但由于国际课程

的成绩报告体系缺乏统一的标准，外教的反馈经常被误读，

孩子的实际水平被隐蔽，问题暴露不出来。

对策：改革由外教主导的教学体系

      我并不完全同意《经济学》呼吁放弃英文为授课语言的

观点。国际课程在听说方面取得的战果可喜可贺，解决了中

国英语教学几十年的痛点，非常有必要发扬光大。但是学术

英文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而提高学术英文非常有

必要改革现在这种完全由外教主导的教学体系。

以下是几点建议

第一：让中国背景的老师更多地参与课程的设置和学习指

导。来自境外的管理者和教师不了解中国国际教育的来龙

去脉，不了解中国家庭的诉求，不了解中国05后、10后的

心理行为特点。他们不太会有长线思维，看问题会比较简单

和眼前，对于中国家庭在学业支持上的短板缺乏全局和战略

思维。英美的外教以正面鼓励为主，严格不足。如前文所说，

他们跟这一代孩子之间的化学不是特别有建设性。

      从外教的角度而言，第一语言为中文的孩子英文学到这

个程度已经很不错，他们的参照系为海外主流学校公民教育

的框架。很难跟外教解释，国际课程的学生达到海外普及水

准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以目前的模式，其实连海外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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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都达不到。

      这里还必须提一个大背景。1960年代以来欧美经历过很

大的文化震荡，古典教育日渐式微，各种严谨的学术训练让

位于学生主导、项目式等“现代理念”。在严重的学术滑坡

之后，近十年有回归古典路径的趋势。国内的外教是“现代

理念”还是“古典派”“回归派”也是大有讲究的。中国背

景的老师对国内的孩子更加了解，应该在方法论的选择上参

与更多。

第二：EAL学习必须常态化。

      目前只有转学生被要求学习EAL，从本校直升的学生都被

视同于“英文母语者”。实际上，国内学生英文的阅读量和

浸泡量都远远不够。只要引进任何英语测评考试，如托福、

雅思等，学生英文能力的薄弱都会一目了然。全面引入EAL

学习迫在眉睫。

第三：语法学习不能跳过。

      轻视语法是英美80、90年代的思潮。“自然派”认为通

过阅读可以自然习得英文规则。80年代之前，英美学校普遍

教授语法，目前也有回归传统的迹象。如前一条所提，任何

英语测评考试都会显示，国际学校的学生普遍不能通过阅读

和学科的学习自然习得语法规则，而且语法的薄弱也严重影

响到他们的写作能力。

第四：借力中文，加强双语阅读。

      一线教学中观察到，国际、双语学校各个年级的学生

中，无论他们中文课程的学习量差异如何，没有一个孩子

在用中文理解学科内容方面有任何困难，而几乎每一个孩

子阅读英文的学科内容时，都有不同程度的理解错误。 因

此不应该教条地坚持让学生必须用英文学习所有学科。如

果中文阅读能够高效地帮助孩子理解、记忆学科知识，何

乐而不为呢？

第五：增加非虚构阅读。

      教育并非校园的专利。英美学生的许多常识和通识是通

过餐桌的聊天、社交、家族记忆、参观博物馆、看电视等方

式获得的。中国国际学校的课程跟海外也并非完全同步，因

此需要系统的非虚构阅读搭建知识体系。这些知识体系对于

人文学科的学习和写作是不可缺少的。

      国际教育界参与者众多，各种理念令人眼花缭乱，大家

难以达成共识。如果我们能够屏蔽各种煽情的表述，回归原

点，不难辨别国际教育的本质：在中文基础上，把英文或另

一门语言学到精通的程度，让孩子们多一个途径，多一种思

维方式，多一个认知体系去学习人类文明各个领域的成果。

所以，第一步始终必须是英文的彻底掌握。没有这把钥匙，

后面的许多扇门都打不开。国际教育界同仁，需要关注到学

生英文学术能力上的问题，给到学生更加扎实、严谨的学术

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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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圈的健康办学，离不开每一位参与者不停学习，吸收新知。我们认

为，教育从业者不仅要知“术”，懂教育专业知识与技能；更得熟“道”，深

谙世界运作的大“道”。4•23世界读书日，顶思特别邀请了全国各地16位国

际学校校长，为大家推荐了16本书。因为要求只能推荐一本，各位校长也是

费了一番心思来做出选择及撰写推荐理由。想成为优秀的国际教育从业者，

该读哪些书呢？在这个特别适合一起读书的日子，不妨来看看校长们的真诚

推荐吧！

汇整 | 徐鼎鼎

必读书单

必读书单

16位国际学校校长诚意推荐！

世界读书日珍藏贴



彭敬慈
海嘉国际双语学校总
校长
      《老人与海》推荐理

由：要达到成功，单靠聪

明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

毅力、抗挫力及正面的思

维等态度。“老人与海”这

一本书虽然只是一本薄薄自

己与自己对话的书，但它

背后的哲学非常丰富。

必读书单

Charles Ellison
上海哈罗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校长
《远大前程》

      推荐理由：查尔斯•狄更斯的《远大前程》是一部故事情

节发展跌宕起伏以及氛围和悬念营造扣人心弦的杰出作品。

这部巨著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人性的光辉亘古至今，对于人类

发展至关重要，并让人们反思在命运面前如何追寻属于自己

的生活。这本书反复强调，我们人生的选择会对自己和他

人，甚至可能永远不会遇到的人的生活产生深刻影响。

Booklist88

费建华
上海德闳学校
创校校长     
《让天赋自由》

      推荐理由：Ken Robinson（肯 •罗宾逊）的TED演讲总

会以他独有的英式冷幽默带给我们对教育真谛的深度思考。

而他的书作——《让天赋自由The Element》更不乏这样

的元素。书中那些生动而真实的案例也印证了我对教育的

理解：最好的教育就是要努力发现每个孩子的天赋，并帮助

他们发掘自身的无限潜力。这正是我为何把此书及他的后续

作品《发现你的天赋Finding Your Element》推荐给老师们

的原因。

校长照

崔建社
广州中黄国际教育集团总校长、董事长助理
《教育七律》

      推荐理由：《教育七律》The Seven Laws of Teaching 

是一本介绍、考察教育诸要素及教育与学习过程的经典

之作，全书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直接影响教学效果的七大

重要因素。包括“教学定律、教师定律、学习者定律、

语言使用定律、课程定律、教学过程定律、学习过程定

律、复习定律。”真正是教师生涯的指导宝典。对成功

的工作方法，教育的哲理，都是有着很清晰的阐述。

      短短一百页的小书，作者提出了教育的七个要素，且根

据这七个要素提出了七大定律。作为一本经典的教育著作，

作者在每一个章节里都兼顾了理论性和实操性，既有理论指

导，又浅显易懂，易于操作。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作者是一

位极有恩赐的基督徒。本书起初是为教会主日学教师所写，

但其中的原则具有很强的普遍适用性，教育工作者可以从中

得到很多启发。

       大家阅读这本书的时候要主动，好好分析及找出这本书带

出成功的要素，然后创出一个自己成功的座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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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兴安
领科教育集团CEO
上海领科校长

Improving Schools from Within

      推荐理由：想要成为一所好学校需要持续不断地进行改

善，提升甚至变革。要使这一切顺利进行，达到预期效果，

必须激发内部相关人员的积极性。

      本书作者罗兰•巴特，是哈佛大学高级讲师，他通过自己

多年担任公立中小学的教师和校长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一些

切实可行的方法。

      这本书特别强调了合作，共同管理，激情和投入对创建

学习型社区的重要性。巴特说“知道自己拥有权力，并可以

施加影响的人才会发挥出最大的智慧和潜能”。本书通俗易

懂，是符合学校生态的变革指南，推荐给校长。

PelhamLindfield 
Roberts
中国常熟世界联合
学院校长
      《亚瑟国王的圆桌》

(2003)推荐理由：《亚瑟

国王的圆桌》(2003)引领

我们如何通过合作解决21

世纪面临的问题，并提出

令人深思的问题：“我们

的桌子究竟有多圆？” 这

Gary Butner
广州爱莎国际学校校长
Blindness

      推荐理由：我最喜爱的小说之一叫《Blindness》，它是

由英国作家Henry Green在大学时期撰写的一本书。出版于

1926年，《Blindness》讲述了主人公John Haye从私立英

语学校到成年后的年轻时期的经历。小说名的Blindness中

文代表“失明”，从字面上暗示了书中故事的悲剧性。通过

此书，读者能够了解到John Haye在最后一年学校生活中日

常的感受与想法。

      我认为这本书有趣的地方在于：近一个世纪前的学生面

临的压力与情感挑战竟与当今社会学生们面临的情景非常相

似。但悲惨的是，John在后来被一个经过铁路桥的小男孩随

手抛出的石头砸中了眼睛而失明。

      我对这本小说的启发是：人可以在小小年纪遭遇不幸的

时候，在如此悲惨的环境中还能重新定位自己的生活。John

的经历很普通：年龄增长、家庭成员关系变化、拥有对未来

的焦虑以及初恋带来的快乐与痛苦。作者Green将强调生命

中可贵的事物的哲学理念贯穿全文，特别是通过内在自我心

理的强大来展示这种理念。

      此外，他还通过采用“意识流”风格通过对冗长的内心

想法的描写打破了旧的文学习俗。这似乎在告诉世人，失明

虽然是悲剧，但它有可能会让某一类人更加深刻地“看清”

这个世界。

本书对欧洲、非洲、北美

和亚洲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如何参与学校的发展这一问题上给了我

很大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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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伟  
重庆巴蜀常春藤学校副校长
博物馆式小学校长
《优秀的绵羊》

      推荐理由：国际学校的教育者该如何看待学生的未

来？是欣喜的看到他们跨进常春藤名校，还是在关注他

们一生的发展；是看到学生们知识渊博、善于交流，还

是在分析他们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的焦虑……

      我们在憧憬和祝愿学生拿到名校OFFER的时刻，很

多时候已忘记教育者的本心和使命！阅读威廉•德雷谢

维奇在常春藤盟校待了24年后所著的《优秀的绵羊》，

会把我们拉回原点，对“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人生

的追求是什么”、“教育该如何发展”等问题进行静心

哲思。

高薇
北京新东方国际双语
学校校长
《自卑与超越》

      推荐理由：这是人类个体

心理学最卓越的作品。作者

阿弗雷德•阿德勒是个体心理

学的创始人。他一生阅历丰

富，磨难颇多，但他通过努

力不断超越自己。人生的意

义到底是什么？童年对人生

有什么影响？什么是决定人的整体性格的关键因素？母亲和父

亲分别在孩子生命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学校教育在后天培养中

担任什么角色？人生中的三大课题是什么？

      这是一部容易读懂的心理学著作，贴近生活的表达方式可

以让教育工作者和家长们与家庭和工作产生链接和共鸣，帮助

孩子，也帮助我们自己在真实的生活和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的

潜能。

马德玲
北京海淀凯文学校副校长
      《原则》推荐理由：《原则》这本书是由华尔街投资大

神、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根据个人40多年的生涯历程实践

及感悟出做人与做事的原则供不同层次的人借鉴以实现自己

的目标。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别阐述了其个人的历程、

生活原则和工作原则。

      本书通过个人经历启示他人从失败中坚持的道理；在生

活原则中强调要拥抱现实、应对现实，头脑要极度开放、极

度透明，以及要正确面对痛苦从而得以进步。在工作原则方

面作者提出了文化领先、严厉之爱、创意择优、用人法则等

行之有效之方法。比尔盖茨推荐此书为“非常宝贵的指导和

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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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凌可
德普外国语学校副
校长
国际部分管校长
      《今日简史》推荐理

由：该书是作者继《人

类简史》、《未来简史》

之后的又一力作。书中尤瓦尔探讨了包括教育在内的二十

一世纪的二十一个重要议题。教育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吗？

今天的知识和技能，明天还有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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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敏静
广东优联教育总监
ULC武汉校区校监

      《未来简史》推荐理

由：这不是一本简史，

而是站在人类历史的十

十字路口，对未来发展方向的思考。人类曾经拜科学的力量

摆脱了千万年来的三大梦魇：饥饿、瘟疫和战争；如今，它

又试图迈向三大目标：永生、快乐和无所不能。比如，一切

工作将交给智能机器去完成；人类的绝大多数再也无须劳作

便可永享幸福......然而，美丽的背后却暗伏危机：世界只被

少数神所主宰，大多数人将失去意志乃至价值；人文主义失

去了光彩；智人社会的前进方向也在富足和欢乐中迷失......

如何抉择？只有思考，没有回答。

秦新春
美达菲上海铭远双语高级中学校长
《思考的艺术：52个非受迫性思考错误》

      推荐理由：我推荐的一本书是《思考的艺术：52个非受

迫性思考错误》，这是一本简单易读的心理学书籍，相当于

诺贝尔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的畅销著作《Thinking, Fast 

and Slow》之简版：省略实验过程，由“幸存者偏差”开

始，以小品文的方式直击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而不自知

的52个思维陷阱，广泛适用于生活和职场管理，常读常警

醒，适合用来训练自己的思维能力，力求在重大决策上保

持理性。

Rodney Harris
英国威斯敏斯特公学副校长（学术）
成都威斯敏斯特学校总校长
      《刀锋》推荐理由：在一个男人们和女人们出于需要或

意愿而旅行的世界里，《刀锋》这本写于近一个世纪前的书

仍然传递着人类关于不安和渴望自我发现的相关信息。“男

人们和女人们不仅是他们自己，而且代表了他们的出生地，

代表了他们学会了走路的城市公寓或农场，代表了他们小时

候玩耍的游戏……”

       威廉•萨默赛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n)把

握住每一个独特的人成长中的多层面和多线索，他的笔触追

随着一个不安的年轻美国人拉里•达雷尔(Larry Darrell)。小

说里，拉里放弃了他面前一望到头的稳定生活，选择了一条

少有人走过的路，去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和自然的天性。拉

里所做出的选择折射出一种更加微妙的内在勇气，毛姆并

未将外在形式的英雄主义诉诸笔墨，我喜欢他的这种写作

方式。和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毛姆将自己的经历渗透

到他的作品中，带我们去参观他曾去过的许多地方。不同于

他通常的诙谐和讽刺短篇小说，这部小说以一种更加深思熟

虑的口吻，折射出人类决策和内省背后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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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献章
荟同深圳校区主席、校长
      《俗世奇人》推荐理由：“天津卫本是水陆码头，居民

五方杂处，性格迥然相异。然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

碱，风习强悍。近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无不首当

其冲，因生出各种怪异人物，既在显耀上层，更在市井民

间。”（摘自《俗世奇人》序）

      正是这些人物，在冯骥才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给了他创

作的灵感与源泉，促成了《俗世奇人》的成书。当我们捧读

这本书时，也一定会被其空前绝后的人物、匪夷所思的故事

所吸引。这些“又热又辣又爽又嘎又不好惹”的乡土怪客和

民间英雄，在冯先生如花妙笔的雕琢之下，一个个活脱脱

地站出来，有声有色有脾气有模样，令人称奇叫绝，心里

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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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赫
万科梅沙书院执行副院长
      《美的历程》推荐理由：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如何认识美，追寻美，创造美，都是属于我们一生的课题。

在当代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学家李泽厚先生的《美的

历程》中，从归隐神秘的远古图腾至潇洒奔放的魏晋风度，

从奢华浪漫的盛唐之音至针砭现实的明清思潮，艺术与历史

共进，时代精神也成为美的一部分。

      而在教育中，真正的审美教育不是从书本套用公式与知

识，而应是一种从根至魂的文化熏陶与素养培育。在万科梅

沙书院，每年的中秋时节，我们都会在学校举办传统的祭月

大典，古老的仪式在这里重现，祭拜者身着精美的华服，历

史的卷轴再次被开启，庄美的传统文化在大梅沙畔得以传承。

这一切都和头顶的皓月一起，不仅成为梅沙师生们意义深长的

美好回忆，也成为我们最为生动的美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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