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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不相上下，基本上相差 卜3个 

百分点。从学生性别与擅长科目上来看，英国男生 

在数学和科学上的精熟度都高于女生，而且精熟度 

相差的水平也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相近。然而，在 

阅读精熟度水平上，英国男生与女生相差较大，女 

生的阅读精熟度水平远远高于男生(25％)，但是明 

显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38％)(见图 1)。 

图1英国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上的精熟度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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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国内地区情况看，苏格兰学生在数学 

和阅读方面的表现高于英格兰；而北爱尔兰在所 

有科目上的测试结果，全都落后于英格兰和苏格 

兰；威尔士学生在所有科 目上的表现与英国其他 

地区差距最大，并且均低于参加测试国的平均水 

平。在所有65个国家中，威尔士学生的数学成绩 

从 09年的第 40名降到第 43名；阅读成绩从 38 

名滑落到 41名，科学成绩从第 3O名跌落到第 36 

名(见图2)。 

图2威尔士15岁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排名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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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生在教育公平及学习参与度上的 

表现 

我国上海 PISA项目组负责人张民选曾经指 

出，“PISA测试不是奥林匹克比赛，也不是选拔优 

秀人才的考试，而是为了了解各国教育实践和促 

进教育决策科学化而设立的国际研究。” 由此 

可见，在 PISA测试的学生成绩背后，反映出来的 

教育公平程度、教育资源分配水平、学生参与度、 

学生自信心等问题更加值得关注。2012年 PISA 

的测试结果就表明，那些能够将资源更加公平地 

分配给处于经济社会背景不同的学校及学生群 

体的学校系统，在PISA表现排名中也能取得好的 

名次。 

研究显示，OECD国家中，社会经济背景处于 

优势的学生比社会经济背景处于劣势的学生数学 

成绩高出39分，相当于相差 1年的学校教育。在 

英国，这种情况更加严重，两个群体学生之间的分 

数相差 41分。_5 也有一些意外情况，有 6％的学 

生虽然处于劣势的经济社会背景中，但是仍然能 

够在成绩上有优越的表现。此外，英国是欧洲吸 

纳移民最多的国家之一，2012年的测试中，有 13％ 

的学生具有移民背景。而这些学生的成绩只比本 

土学生的分数低 9分，特别是将学生经济社会背 

景算进去后，移民与非移民背景的学生学业成绩 

仅相差 6分。 

学生对学校的欢迎程度、在课堂教学的参与 

程度、以及学习内容的自信心与焦虑感等也都与 

学生的学业成绩有密切相关，并在2012年的PISA 

测试结果中有所反映。在英国，83％的学生表示 

“在学校里很快乐”，84％的学生对学校很满意，但 

是有 25％的学生报告他们在 PISA测试的前两周 

旷课或逃学，而且这些学生在数学上的分数要比 

其他学生低 37分左右。2012年 PISA测试 的主 

测项目是数学，在英国只有 56％的学生表示对学 

习数学感兴趣，31％的学生都表示他们在学习数 

学时存在焦虑感，而女生在学习数学时内在动机 

更弱，对自己学习数学能力的自信心更弱，数学焦 

虑感更强。 

总体而言，英国 15岁学生在 2012年 PISA测 

试中的表现中规中矩，数学、阅读和科学的排名也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居中位置。而英国在 6-15 

岁学生身上投入的累积生均经费达到 98，023美 

元，远远高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83，38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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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学生们在测试中的表现，无法令社会各界对 

英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表示满意。 

二、21世纪以来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政策与 

举措 

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政府针对基础教育存 

在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方案与举措， 

改革的主题几经变化，从培养“学生的学习乐趣” 

为中心转移到重视“教学的重要性”，无不与英国 

学生的现实表现紧密结合。 

21世纪初的前几年，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着 

重点在于重建教师队伍的士气，为每一位学生提 

供卓越教育和愉快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将学习 

看做一种乐趣。2001年，英国教育部提出了《基 

于成功之上的学校》的教育方案，推动初等教育阶 

段学生阅读和数学课程的学习标准。2003年，英 

国教育与技能部相继出台了《卓越与快乐一一英 

国初等教育战略》、《卓越与快乐：初等教育的教 

与学指导手册一一学校改进的支持》和 《卓越与 

快乐：初等教育的教与学指导手册一一持续性的 

专业发展》，使学校、教师与社区及家长能够理解 

基础教育改革的理念与目标。 

到了2004年，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举措则更 

加注重教育公平的问题。这一年英国教育与技能 

部发布了《儿童和学习者的五年改革战略》和《五 

年改革战略：卓越进步的维持》，推广教育的公共 

服务性，为所有的学生提供高标准的教育环境及 

教育内容，特别是消除弱势学生与其他同伴之间 

的教育成就差距。_8 2005年，布莱尔政府发布 

了《全民之更高的标准、更好的学校：为了家长与 

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的教育白皮书》，这份“教育 

白皮书”中强调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 

确保每一位学生潜能的最大发挥。 2006年英 

国教育部门发布的<<2020蓝图：2020教与学评议 

小组报告》中指出，“所有儿童成功的机会与其自 

身的社会背景、性别及种族等无关；为所有的学 

习者提供高标准的教育服务”，特别强调要消除学 

生之 的学业差距，并且通过个性化的教学与学 

习模式提升学生的学业成果，进而促进教育机会 

的均等。 。 

从 2006年开始，英国学生的学业表现在国际 

排名中持续下滑，英国教育改革的目标开始向课 
。

程与教学倾斜。2006年，英国的PISA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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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英国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成绩国际排名 

大幅度下滑，与 2000年相比，数学从第 8位下降 

到第 l4位，阅读从第 7位下降到第 17位，科学从 

第4位下降到第 l4位。面对“世界一流教育系统” 

地位被撼动的事实，英国的专家、学者和教师纷纷 

建议政府进行一次全面的基础教育改革，加强全 

国统一考试和统一课程等改革。ü 2007年底， 

英国政府出台《儿童计划：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发展规划，提出了“每个儿童 11岁前做好上中学 

的准备，至少 90％的儿童英语和数学达到或超过 

预期水平；每个年轻人 19岁前需要具备未来成 

人和继续教育的技能”等目标。Ll别 

然而，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模式、家长 

权利为中心的择校策略、以及为“与时俱进”而频 

繁发布的教育改革方案，并没有阻止英国教育整 

体质量下滑的趋势。2009年 PISA测试结果显示， 

英国学生成绩的国际排名再度下跌，而且教育不 

公正现象更为突出，教育的公共投资不足，大量优 

秀的教师流失。在这种情景下，2010年 11月，英 

国联合政府教育部颁布了《教学的重要性：学校 

白皮书 2010))，这次改革的重点从学生转向教师。 

《学校白皮书》中指出，“教师素质是影响学校办学 

质量的重要因素，决定着学生成就的好坏。”u副它 

还确立了“创建世界一流的学校教育体系，确保英 

国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目标，并 

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校长领导素质、推进课 

程评估改革、创建新型学校制度、加大学校经费投 

入等几方面着手，推进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体 

系的全面改革。n 

受连续两次 PISA测试国际排名下滑的影响， 

英国开始从世界其他高标准、高水平的教育系统， 

如我国上海、芬兰、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学习提高 

教师质量、权责下放一线、增大经费投入等经验。 

因此在 《学校白皮书》发表的同时，英国教育大臣 

迈克尔 ·戈夫(Michael Gove)还在国会下议院 

公布了改革中小学一揽子计划等举措，如改革教 

师培训与招聘制度、学校评估排名制度、基于学校 

校长和教师更多自主权等。经过努力，2012年英 

国在PISA测试中的排名终于有所稳定，尽管没有 

明显的进步，但也缓解了教育教学质量滑坡的趋 

势。目前，英国正在计划新一轮课程改革，新的“国 

家课程”将于 2014年 9月在所有中小学中正式 

实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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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国对学生学业表现及教育改革效果的 

反思 

2012年 PISA测试结果公布后，英国学生在 

数学素养、阅读素养和科学素养上的表现依旧 

差强人意，继 2009年后再一次引发英国教育部 

门管理者、教育专家和教师激烈的讨论、质疑与 

深省。 

迈克尔 ·戈夫在向国会议员报告时指出，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英国学生在测试 中的表现 

趋于平稳已经算是很好的情况了，糟糕的时候排 

名是不断下滑的。他认为，目前倡导的改革，如改 

变课程、加大学校自主权、向贫困学生给予直接性 

财政支持等，都是为了防止英国的学校更加落后。 

他强调，英国需要像波兰、德国和越南一样，加快 

教育改革的步伐。戈夫在肯定2010年以来英国 

基础教育改革的成效之后，还分析了基础教育改 

革未来的发展方向，即在 PISA测试中表现优异的 

学校教育系统的共同特征，如下：u 

●强调社会公正，给予每一个孩子成功的 

机会； 

●为所有 16岁孩子提供一个有抱负的学术 

核心课程； 

●学校领导者具有高度的自主权； 

●具有严格的绩效问责制度； 

●学校领导者具有聘用、解雇、奖赏教师的 

权力。 

除戈夫外，很多英国教育界的管理者、教育专 

家和教师也纷纷提出对 PISA测试结果的反思，以 

及对未来英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展望。 

影子内阁教育大臣特里斯坦·亨特(Tristram 

Hunt)就认为，作为教育大臣，戈夫需要为教育改 

革进展缓慢负一部分责任。而且，他认为 PISA测 

试的结果显示，学校与教师之间的合作比市场力 

量更有效。英国教育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 ·斯图 

尔特(Graham Stuart)认为，PISA测试结果是“非 

常发人深省的。尽管我们对学校进行了大规模的 

投资，但是这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然而，教师 

联盟(NAsUwT)的秘书长克里斯 ·基特斯(ChriS 

Keates)则认为 PISA测试结果不应该用于驳倒 

英国的公共教育系统，他还指出测试中表现突出 

的国家，优势体现在有效地推动了教师的专业化 

发展。此外，在 PISA测试结果的排名中，排在最 

前面和最后面的国家之间的差距相当于 6年的学 

业水平。教育部长休 ·刘易斯(Huw Lewis)回应 

威尔士在 2012年 PISA测试中表现不佳的问题时 

说：“每一个为威尔士教育部门工作的人都需要以 

此为鉴”。 

当然，在人们热议 PISA测试结果的国际排名 

的同时，也有学者对 PISA测试提出质疑。伦敦大 

学教育学院的John Jerrim就曾指出，尽管英国 

在 PISA测试中的排名在下滑，但是在国际数学与 

科学趋势研究项 目(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的测 

试中成绩却在上升，这主要受到学生参与测试的 

时间差的影响；另外，布里斯托大学社会统计学 

教授 Harvey Goldstein也对 PISA测试样本的代 

表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应该对受测学生采取长期 

性研究。u副但是，经合组织的PISA项 目研究者、 

大多数来自PISA项目参与国的教育决策者、教育 

研究者和一线教育工作者都认识到，PISA项目的 

开展不仅仅是为了提供各国学生成绩的排名，更 

重要的是提供为各国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方案做 

参考的、更具深度的分析数据与评介平台。2012 

年 PISA测试结果的公布以及测试数据的后续二 

次分析，将为英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未来基 

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供更为有效、有价值的参 

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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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Policy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in UK According to PISA Results 

GUO Jing 

Abstract：In 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20 1 2．the 1 5-year-old students in UK 

had poor performance，which was just amount to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OECD countries．The PISA results 

2012 of UK reflected the change of the policies and subjects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ctually．The focus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 turned from 1earner’s pleasure．centered to teachers’teaching．centered during the 

decade．On the basis of PISA results 20 1 2．the educationa1 stakeholders in UK review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deficiencies of basic education reforms，and bring up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such as highlighting the 

fai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designing the core academic cu~iculum，improving the teachers’professional 

development，increasing the school—leaders’autonomy，and introducing the performance accountability 

system，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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