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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人的学习
执行摘要
当前，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大规模提
升青少年教育质量。优质教育不仅
是保障国家发展的核心，也是《联
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神圣使
命，目前已得到全球193个国家的
承诺支持。在过去150年中，全球
学校数量剧增，这本身就是最成功
的“规模化”事例之一，然而规模
扩张的同时，学生对核心学术内容
的掌握及高阶思维技能却并未得
到培养（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HOTS）。
据估计，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
教育水平仍有100年的差距，教育
领域若不变革，这一鸿沟将永远无
法跨越。目前，全世界两亿五千万
儿童— —其中很多在发展中国家
接受了至少四年的学校教育— —
仍然缺乏最基本的读写和计算能
力。此外，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培养
年轻人的21世纪技能，如批判性
思维、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劳动
力市场越来越需要的素质。
报告《百万人的学习》涵盖了优质
教育在发 展中国家不同地区、通
过不同方式规模化的成功案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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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就前者来说，改善教学细节
（如课程设置、教材、教师培训）
的高效创新方式已经在教育生态
系统 得到推 广与采 用；就 后者来
说，为最 边 缘社区开发的新颖教
育方式，如远 程教育或选择性教
育项目（alternative education
programs），已经在很多国家内
部和国家之间发展壮大。

针对规模化和学习的广泛研究中，
众多成功故事脱颖而出，其中包括
从巴西到洪都拉斯，乌干达到赞比
亚，以及约旦到印度的14个深度案
例研究。
我们发现，从新德里的贫民窟到巴
西的热带雨林，儿童学习在世界各
地经历着大规模、革命性的变化。
我们发现，优质教育的成功规模化
通常始于一些边缘地区，在这些地
区创新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得
到鼓励和发展，进而覆盖更多青少
年。所谓的“边缘地区”在不同案
例中定义不尽相同。例如，在有些
案例中，边缘地区指的是在一个地
区内，灵活的中央政府允许官员进
行新教学方式实验和试点。在另一
些案例中，边缘地区则是指教育机
会匮乏的地区，当地社区调动资源
和尝试创新方式，为儿童提供教育
机会。

我们提取了优质教育规模化必备
的14个核心要素，这些要素在不同
情况下以不同的组合方式出现。为
大规模推广改善教学的高效方式，
每个核心要素都至关重要。大 量
的规模化案例反复强调这些核心
要素的重要性，包括设计、教育提
供、融资，以及优质教育规模化的
可行条件。

设计
规模化的改善教育首先需要的是坚定的领导者从开始
就致力于教育的规模化。该部分的核心要素包括：

1

本地的教育需求:
干预项目应充分考虑当地教育需求，并确保最终受众
参与其中。

2

高效、低成本的学习:
项目设计应考虑成本要素，确保可规模化。

3

灵活适应:
确定高效学习方式的核心要素，推广和复制项目时需
要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进行调整。

4

教师支持:
充分调动社区资源支持教师发展，为教师减负。

源于边缘地区的规模化有两种主
要方 式：教 育 理 念 的采 纳，即 新
方法在教育生态系统中推广，以及
教育提 供 方式的 创新，即开发出
让边缘青少年儿童获得教育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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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推广

支持性环境

大规模地实施和推广教育项目需要重视操作中的实际
问题。这就需要在技巧和政治方面双管齐下。该部分
的核心要素包括：

尽管上述三方面非常重要，然而规模化不会在真空中
发生，项目实施或政策执行的环境也至关重要。环境
很大程度上由中央到地方政府引导而形成，可能有利
于优质教育规模化，也可能阻碍规模化进展。这部分
的核心要素包括：

教育联盟:
为达成同一个目标，所有教育相关方需要加强协作。
教育拥护者和领导者:
把优质教育规模化是一个政治和技术行为，因此除学
校和政府之外，关心和热衷教育的社会人士和领导者
也应积极加入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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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
采用本地条件相适应的技术手段，加速教育项目进展。

8

机会之窗:
高效的教育方式如果与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相符合，
有助于项目的扎根与传播。

9

更好的数据:
关于学习和规模化的数据在促进政策和实践层面的行
动上扮演着重要角色。

融资
与资源的绝对量相比，如何配置资源同样重要。该部
分的核心要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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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灵活的教育融资:
融资应灵活，包括建设核心运营能力。

11

长期教育融资:
稳定且可预期的支持至关重要。

12

“中间阶段”融资:
从项目试点到大规模推广的中间阶段，融资必不可少。

13

配套的政策环境:
政府政策必须保障每位儿童接受优质教育的权利，在
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应开放教育，鼓励多样化观
点、鼓励各利益相关方做出贡献。

14

研发文化:
要确保更多孩子接受优质教育，意味着需要大量实验、
教学数据的收集，以及分析数据来持续改善项目，因此
研发的氛围和文化必不可少。

优质教育规模化需要一个包容、
适应性强的教育生态系统，它为教
育创新和实验提 供发 展空间，并
积极推广改善教育最有效的新理
念和创新方式。政 府在教育生态
系统中扮 演 关键 角色，这是因为
政 府不仅有责任为每个儿童提供
高质量的教育，也必须积极创造一
个理 想环境，让社会各界 — —从
家庭 到社区，从民间组织到私有
部门 和学术界，都能充分发 挥所

长，为优质教育规模化做出贡献。
教育生态系统必须具备很强的包
容性和适应性，调动各方资源，并
确保最边缘儿童能够享受这些资
源 。根 据成 功 案例 的 经 验，创 建
包容、适用性强的教育生态系统
是推进优质教育规模化的最佳方
式。更重要的是，在当今世界迅速
发展的背景下，非常有必要开发灵
活的教育生 态系统，使其能 够适
应不断变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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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创造具有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教育生态系统，最终帮助上百万青少年儿
童获得优质教育，我们建议采取以下五项主要行动：

在教育界创造研发文化。
教育生态系统的各方领导者——从政府到民间社会到企
业——都要欢迎能大规模解决问题的创新方式。在教育
生态系统内部构建强有力的研发文化是关键的一步。为
探索解决长期问题的创新方式，政府应提供相应的政策
空间、资金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此外，捐赠方、民间社会、
政府以及企业应该协力培养学习型领导者，使其具备创
建教育界研发文化所需的技能和资质。

构建创新中心网，为新观点
的分享和交流提供平台。
政府部门领导者应与民间社会、私有部门合作，构建创新
中心网络，帮助鉴别、调整和分享提升教育质量的有效方
式，以及将创新方式规模化。创新中心应具有灵活机制，
为政策决策者提供最新的教育创新成果。政府、教育者、
企业、民间社会等教育各界贡献的方法，也都应在创新中
心进行讨论，同时，创新中心与全球网络密切连接，使国
家和地区间的教育各方都能互相分享经验和教训。

调动学校之外的人才和专家。
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提升教育质量，包括覆盖最难触及
的区域，需要引入创新支持和新能量。教师和其他奋斗在
教学一线的人员通常面临超负荷压力，需要来自其他方面
的实际支持。要解决艰难的教育问题离不开学校之外的
各界多元化人才：从非营利机构工作者到应届大学生，再
到企业人士和技术专家，不同类型的人才可以充分调动起
来协助教育工作者，让他们更好地发挥职责，以及帮助落
后生克服困难。政府、民间社会和企业人士应当大胆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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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社区为单位的行动计划，包括利用技术手段帮助自己
国家的教师和其他教育从业人员。

资助中间阶段。
资 助中间 阶 段 对于 帮助 有 效 的 教 育 方 式 跨 越“ 死亡
之谷”，达到规模化十分重要。通常，一些有潜力的创新
方式因为缺乏资金，不能顺利度过中间阶段，实现从新理
念或成功试点到全国层面的规模化。因此，政府、捐赠机
构、基金会和投资者应当开发一种更有组织的教育资助
生态系统，支持高效方式规模化。此外，捐赠者和基金会
应当为包括核心成本在内的一系列支出提供灵活支持，
这对于提升规模化能力非常关键。

改善关于教学和规模化的数
据质量，利用数据衡量和研
究哪些方式更有效。
政府和捐赠机构应完善国家学生测评体系，特别是在数
据分散、使用较少的发展中国家。学生学习的数据应当从
班级层面开始收集，并为教师所利用，逐渐上升到国家层
面，通过数据了解学生学习效果。需要注意的是，帮助教
师衡量学生21世纪技能的新方式将会非常重要，这与学
习测量任务组(Learning Metrics Task Force, LMTF)
从全球利益出发对学习数据所做的建议相一致。研究
人员应通过实时的规模化实验室(Real-time
Scaling
Lab)改进规模化方面的数据,这样的平台能为考察和记
录有效学习方法的规模化过程提供空间，为如何使高质
量学习干预项目规模化提供实证支持。
最后，
《百万人的学习》是一个关于
可能性的故事— —全球各国如何
合作，共同抓住当前时机，为全世

界青少年儿童大规模提供优质教
育，从而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潜
能，为社会做出贡献。

我们要特别感谢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为《百万人的学习》报告执行摘要所做的翻译工作，真诚感谢他们为中文版
摘要所付出的时间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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