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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 孙云晓

教育让个人和社会变得更加强大
——兼谈出席 2015 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的四个没想到

2015 年 11 月 3 日凌晨，我乘坐卡塔尔航空公

司的航班从北京向西飞行，经过新疆，进入巴基斯

坦，穿过伊朗高原，飞越波斯湾，抵达卡塔尔首都多

哈。此行是应卡塔尔基金会的邀请，前来出席 2015

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简称WISE）。

第一次进入阿拉伯国家一切都是新鲜的，街上行

走的穿白袍子的男人和穿黑袍子的女人，随处可见的

椰棕树，一半是沙漠一半是海水的卡塔尔国土。但是，

最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说令我最感到心灵震撼的是

责任，卡塔尔如此小的一个国家，却勇敢地承担起推

动世界教育创新发展的历史重任，并且取得许多重要

的突破。

WISE 于 2009 年由卡塔尔基金会主席谢赫·莫

扎·宾特·纳赛尔王妃发起，是一项促进教育创新的

跨领域全球性倡议。从创立之初，WISE 一直相信教

育能让个人和社会变得更加强大，相信优质教育应该

是全世界所有人的一生之旅。通过一年一度的峰会和

一系列全年项目，WISE 正在促进全球合作并构筑教

育的未来。

WISE 于 11 月 4 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拉开帷幕。

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会场见到许多中国教育专家和媒

体人士，如国务院参事汤敏、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杨东平、麦肯思创始人王伯庆、北师大创新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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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云晓，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家庭教育首席
专家。代表性专著有《习惯决定孩子一生》《孩子，别慌》
《孙云晓教育作品集》8卷等。

院院长刘坚及其十多人的团队等等。可见，WISE 对

中国的重视。早在 2014 年夏天，WISE 首席执行官斯

塔夫罗斯·伊恩努卡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邀请我们

聚会，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博鳌论坛秘

书长姚望、著名学者资中筠等名家均出席，大家讨论

的就是如何开好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捍卫公民的受教育权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一向认为自己有强烈的社会

责任感。可是，在多哈，我感觉强烈的是差距。长期

以来，我只关心中国孩子，何曾关注外国

的贫困儿童？何曾关心那些饱受战乱之苦

的儿童？没想到，走进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全球意识与责任像潮水般涌来。

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妻子米歇

尔·奥巴马、卡塔尔基金会主席谢赫·莫

扎·宾特·纳赛尔及来自世界 150 多个国

家的 2000 多名各界专家出席了峰会开幕式。作为阿拉

伯女性，优雅的莫扎同样一袭黑袍，她在开幕式上首

先对世界上部分国家的教育现状表示了担忧。她说，

目前有很多国家的教育水平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呈现

出逐年倒退的情形。“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前，

伊拉克的小学入学率是 100%，事实上，伊拉克早在

1982 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国际扫盲奖。现

如今，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目前仅仅在叙

利亚和伊拉克就至少有 300 万名小学适龄儿童处于失

学状态。”

莫扎指出，在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有包括伊

拉克、叙利亚等在内的 30多个国家的学校遭受过严重

的暴力袭击，而这些袭击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教

育水平，而教育水平的低下也直接导致经济发展缓慢。

莫扎强调，每个国家都应注重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因

为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

系。“我们都知道教育投资是一个中长期的投资。而

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也早已被确立。根据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估计，每天每投资 1美元到小学教育，

可产生 10 至 15 美元的经济效益。此外我们还知道，

平均受教育年数每增加一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会增

加 0.37%，而对个人收入而言则可以增加 10%。”

莫扎呼吁各国的政治家对教育予以更大的关注，

通过政治力量来提升本国的教育水平，从而发展国家

经济。“我们需要政治家们了解教育对他们自己国家、

对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作用，

政治意愿将会和历史责任一道，实现对

教育的保护和投资。”

作为卡塔尔基金会的主席，如果莫

扎王妃只是呼吁一下，其豪言壮语也不

以为奇，但他们做出来举世瞩目的行动，

将有“教育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WISE

个人／团队教育奖（含 50 万美元的奖

金），授予阿富汗学习协会创始人兼执行总监莎肯娜-

雅库比。雅库比来自阿富汗，今年 62 岁，20 年来一

直致力于重建当地饱受战争影响的教育事业，被誉为

阿富汗教育之母。

当穿一身黑袍的雅库比走向主席台的时候，全场

爆发出热烈而持久的掌声。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雅库比就开始在巴基斯坦

的阿富汗难民营工作。作为一位充满热情的教育家，

她培训教师，为儿童创办学校，还开设了妇女学习中

心。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塔利班统治并没有阻止雅

库比为妇女和儿童尤其是女童提供教育和医疗服务。

她在 1995 年创立了阿富汗学习协会，主要目标是通过

创新提高教师培训的质量。阿富汗学习协会的教师培

训项目注重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教师进行高质量、

深入的教育。在教师接受了基本知识的培训后，阿富

平均受教育年
数每增加一年，国
内生产总值平均会
增加 0.37%，而对
个人收入而言则可
以增加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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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学习协会就会组织研讨会，进一步加强他们的教学

能力。

在塔利班禁止女孩接受教育的 20 世纪 90 年代，

阿富汗学习协会支持了全国 3000 个专为女童开办的地

下学校。阿富汗学习协会也是该国第一个为女性开设

学习中心的组织，并持续为妇女和女童提升文化素养

和职业技能寻找创新的方法。

最近，雅库比还创办了私立学校，提供平价的高

质量教育。她还设立了一个广播电台，为生活在偏远

地区的人们播报阿富汗学习协会的教学内容。她的未

来计划还包括创建一个电视网络和一所女子大学。

颁奖仪式上，雅库比表示：“成为今年的WISE

教育奖得主，我倍感荣幸和幸运。阿富汗正在经历关

键的时期，获得这个奖项具有特殊的意义。我的同胞

生活在贫困和恐惧中，倍感痛苦和绝望，然而，这时

却出现了一道亮光。因为该奖项，我们知道自己可以

继续为更多的阿富汗人提供教育，给予他们希望，鼓

励他们无论面对任何艰难困苦都要勇往直前。这一殊

荣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礼物，我把它献给阿富汗学

习协会，以及所有正在接受教育的女性、男性和儿童。”

 听着雅库比的讲话，我在想，她最有资格获此殊荣，

而WISE 颁奖于她也是为正义之火添柴，是向邪恶势

力宣战。我再次感受到，小小的国家，大大的责任，

心中暗暗向卡塔尔表示敬意。

 

男女平等依然任重道远

出席 2015 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有许多想不到，其

中，最想不到的是，在阿拉伯国家开国际会议，女性

成为绝对的主角。开幕式由 BBC的女主持人主持，主

要嘉宾有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卡塔尔基金

会主席莫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荷兰王妃等等，几

乎没有一个男性嘉宾。

除了莫扎的致辞，米歇尔的演讲给人印象深刻。

我是第一次近距离听她演讲，这个黑皮肤的女性穿一

身紫花的连衣裙，显然，她很自信，很有激情，也擅

长演说。她说：“我的大学教育把我带到了那些从来

没有梦想过的地方，包括法院、白宫。这是非常漫长

的道路，从我曾经住过的小小的公寓到现在的白宫。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教育，让曾经觉得遥不可及的梦想

都能实现。”“我们要尽己所能让地球上的每个儿童

都能接受教育，给他们一个未来，让他们实现梦想。”

根据奥巴马和米歇尔共同发起的“让女孩学习”

（Let Girls Learn）项目统计，全世界约有 6200 万女童

无学可上。米歇尔结合自己的经历提出：要解决女童

的教育危机，不仅仅关乎资源，也要考虑态度的改变，

要让父母认识到，女孩和男孩一样，拥有受教育的权利；

要促使社会改变欺负、压迫、歧视女性的传统，实现

男女平权。

“要坦诚地面对，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对待女性的。”

米歇尔说，“我的国家经历了长期的对于女性权利的

争取，这个进程到今天还在进行。”她的母亲出生时，

女性没有权利独自去银行开账户，必须要获得丈夫的

签名才行；她的母亲结婚时，女性还没有投票权。几

十年前，哈佛大学的法学院只有很少的女性，以至于

有教授开玩笑说：有几天是女性日，只有在那几天女

性才能发言。1964 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的米歇尔，当

她还是学生时，有很多话想说，“但大家不想听我说”，

老师也不希望她做个好学生，认为她没有这个潜力，

也没有资格申请好的大学。而且，她被要求：讲话要

小声柔和，态度要谦虚，不能问太多的问题。

幸运的是，米歇尔的父母没有对女儿的偏见，而

且非常重视她的教育。他们告诉女儿：“你可以有伟

大的梦想，千万不要听信那些质疑你的能力的声音，

要证明她们是错的。”因此，米歇尔才有了后来那些

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进入顶尖的大学、成为律师，

如她所说“最重要的是，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米歇尔认为，女童教育危机和她们所处的文化背

景、社会传统价值密不可分，“如果社会认为，女性

不应该有发言权，她们的声音不应该被听到；如果认

为女性被性侵是自找的，是她们自己的负担，无法再嫁。

那就不可能达到教育的目标。”

米歇尔强调，女性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尤其是

在劳动市场上的地位也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水平。“我想强调的最后一点是让妇女进入劳动市场。

其中，对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而言都非常关键的

是，让女性的劳动力实现现代化，从而更好地进入信

息化时代。因为我们很清楚，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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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半公民的才智和潜能，这个国家就不能成功地完

成信息化时代的转变。”

                  

跨界论道教育创新

      出席第七届世界教育创新峰会的第三个想不到，

来参加峰会的有相当多教育界之外的顶尖学者、公共

决策者、商业领袖、社会企业家、媒体人士，大家跨

界论道教育创新，共同探索教育的未来。

此次峰会的主题是“为成效而投资：优质教育成

就可持续、包容性发展”。与会代表围绕教育与经济、

就业与创业、高等教育改革等核心议题，探寻如何通

过加强教育体系创新，为全球经济更广泛的发展创造

机会。

“渴望灵活、自主和独立的千禧

一代，是‘创业一代’，曾是商科学校

专利的创业教育正逐渐进入高中甚至小

学。在美国，这样的课程已经供不应求

了。”美国巴布森学院创业学教授奈克

谈到她的最新研究成果时说，这种情况

不仅存在于美国。

奈克教授与清华大学及芬兰、卡塔

尔的著名院校和机构共同完成了一份以创业教育为主

题的研究报告，他们发现，这 4个国家的创业教育都

在快速发展，都认识到企业创新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

擎，各个教育阶段都需要创新创业类的课程等。

创业教育怎么开展？创业教育就是教学生创办公

司吗？峰会上，创业教育相关话题引发热议。奈克教

授说，要求学生在大学阶段设立创业公司有误导性。

不能仅看创业率，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

WISE 峰会发布了一组关于全球各地教育系统有

效性的调研数据。结果显示，现有教育体系与学生就

业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学校应与用人单位更紧密地合

作，更注重教师质量。

调研显示，69%的受访者认为，保证学生有能力

胜任第一份工作的是大学而非企业。而仅有 39%的专

家认为，其所在国的高校已经为学生顺利就业做好了

充分准备。62%的受访者认为，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

最大问题是未能为学生提供工作实践或实习机会。

听到这些数据和呼吁，我想起我所在的中国青少

年研究中心关于中国未就业大学生的调研。调研发现

那些大学生就业难的首要原因就是缺乏实践经验，在

求职被拒绝的原因中，缺乏工作经验占 54.6%。

“要解决教育和就业问题，学校和企业应该很早

就开始对话。教育家应有的一项重要技能，就是要了

解社会的变化将对教育产生什么影响，经济发展如此

之快，需要更开放、更动态的教育体系，培养更符合

需求的人才。”卡塔尔某投资基金公司创始人谢赫·韩

阿迪表示。

为应对全球教育领域面临的迫切挑战，WISE 致

力于表彰并推广最富成效的实践方案，以推动全球教

育创新与合作。但在斯塔夫罗斯·伊恩努卡看来，创

新绝不仅仅是关于新技术的事儿。他鼓励教育从业者

在尝试教育创新时，花更多精力关注教育的本质，思

考更多教学方法上的创新。

有没有可能花更少的钱，让更多人

获得更好的教育？通过前沿课程设计、

学校管理和本地教师培训，肯尼亚桥梁

国际学院为优质而低价的教育创立了标

准模式，将世界级的教育带入了贫困社

区。桥梁国际学院教案由总部“调制”

好后，统一“配送”，并利用技术和数据，

保证能提供给每一所学院同等优质的教育。而其学费

却低于当地 70% 的私立学校，让 88% 的家庭都有能

力把孩子送进校园。自 2008 年创办以来，它已成为非

洲最大的连锁私立学校。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教育创新并

非都要“高精尖”“高大上”，利用技术手段来推动

教育公平，也是教育创新的重要发展方向。

 出席WISE 的第四个想不到是，已经是第七届峰

会了，中国一直没有真正获奖，而仅仅是入围。网易

公开课入围WISE(2015) 评选的 15 个最能代表全球范

围内最具创新力和影响力的教育项目，也是截至目前，

继同心实验学校和新教育实验之后，第三个入围该奖

项的中国项目。毫无疑问，不是中国教育没有创新，

而是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太落后。我们应该向阿富汗

“教育之母”雅库比学习，也值得向WISE 学习。

       （本文参考和引用了《中国教育报》记者万玉凤

和《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斌的某些报道，特向两位致

以谢意！）

教育家要了解社
会的变化将对教育发
生什么影响。经济发
展如此之快，需要更
开放、更动态的教育
体系，培养更符合需
求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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