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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资本中最有价值的，莫过于投在人身上的资本。”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



引言

INTRODUCTION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公社最大的价值，就是通过严格的排队、录取与淘汰，聚

集了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家庭。这是为什么公社能持续培养出学业与素质出众的学

生群体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他学校难以复制的核心竞争力。

优质教育资源的积累，是漫长的荆棘之路。十年前，公社招聘一个三本大学毕业

的老师都很困难 ；现在，我们能与苹果公司、亚马逊中国、哥伦比亚大学基金会

合作。这是平台带给我们的巨大优势。随着平台越来越大，我们累积资源的速度

也越来越快。这个变化速度，使我们能加速提升孩子的国际化视野和格局，缩短

他们与一线城市优秀学生之间的差距。

2017年高考中 D1班100% 的一本大学录取率，如何复制到更多的班级？今天，

我们开始思考 ：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如何能更高效地分配资源？什么样的家庭，

更愿意与我们协同合作，创造出适宜孩子长期发展的文化氛围？哪些人更愿意寻

求改变？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直面客观世界的、只看重自我利益的人，真的可以

被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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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醒沉睡的人？
WAKING THE UNAWAKENED

根据产业集群理论，为降低成本，一个产业上下游的全产业链将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聚集。

而无数个全产业链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超大型城市（metropolis）。这样的城市，将抽

干该区域内最顶尖的人才和最优质的资源，不断拉大和其他地区的差距。纽约，几乎是

抽干了美国东北海岸的经济和文化资源。东京，是全日本的资源。伦敦，是全英国的资

源。北京，是中国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上海，是金融资源；广州，是外贸资源；深圳，

是高新科技及创业资源。

01

WAKING THE UNAWAKENED

只有走出二三 线 城市，才 会 知道全球 化下的区域 资
源竞争有何等惨烈。

而在中国西部，成都和重庆逐渐崛起为区域的超大型城市。

它们正在抽干中国西部最顶尖的人才和最优质的资源，和昆

明进一步拉开差距，使昆明越来越难吸引人才和资源。

这不是危言耸听。相信许多家庭，都感知到了近几年昆明的经济下行和房

价高企。2016年，昆明年经济增幅从五年前的14% 跌至8.5%1。工业4.0时代推动了全

球的产业升级，而昆明的支柱产业为粗放的农业和旅游业，严重缺乏实业、高新科技产

业和创新创业的支持，经济转型步履维艰。城市的发展基金都流向了地产行业：2016年，

昆明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创近五年最高，同比上涨11.08% 至1,530.50亿元，占城市固

定资产投资额的39.04%2。

轻实业、重地产，让昆明和成都、重庆的差距越拉越大。同年，成都房地产开发投

资额占城市固投总额的比例为31.5%3，重庆为21.5%4。同年，成都重点建设项目有阿

里巴巴西部基地、英特尔“骏马”项目、五条地铁线路的建设、中国中铁轨道研发设计

中心项目等5。重庆，有六座机场的扩建、改建与新建，10条轨道交通线路建设、日本

川崎重工旗下的川崎机器人、全球第一视频监控企业海康威视的重庆基地项目等6。而

昆明，仅有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建设项目、云南科技创新园建设项目、呈贡信息产业园区

1 数据摘自《2011 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km.gov.cn/xxgkml/gmjjhshfztjgb/593596.shtml）和《2016 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统计公报》（http://www.km.gov.cn/c/2017-04-19/1763180.shtml）。

2 数据摘自昆明政府发布的《2016 年昆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km.gov.cn/c/2017-04-19/1763180.shtml）。

3 数据摘自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6 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cddrc.gov.cn/detail.action?id=850958）。2016 年，成

都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 2,638.9 亿元，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8,370.5 亿元，因此折算比例为 31.5%。

4 数据摘自重庆市统计局发布的《2016 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cqtj.gov.cn/xwdt/201703/t20170320_440550.htm）。2016 年，

重庆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为 3,725.95 亿元，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 17,361.12 亿元，因此折算比例为 21.5%。

5 详见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6 年成都市重点项目名单》（http://www.cddrc.gov.cn/detail.action?id=848331）。

6 详见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重庆市 2016 年市级重点项目名单》（http://www.cqdpc.gov.cn/article-1-2268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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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无论是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还是课外

教育，都在艰难地朝着这个培养目标转型，且缺

乏相互联系。在家庭教育上，许多父母虽知道综

合素质的重要性，但却并不清楚该如何分类别、

分阶段、分层次地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由于资

源的限制，传统的学校教育也多以教授知识和培

养技能为主。而在课外教育领域，许多教育培训

机构连达到“培训”的目的都很困难，更不用说“教

育”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课外教育，应协

同合作、共同摸索，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若我们再不努力，我们的孩子将在各个层级

的学业和职场竞争中被无情地淘汰。我们想让更

多人睁眼看看这世界——教育资源稀缺，竞争愈

加残酷，经济差距拉大，阶级日益固化，人们愈

加短视。我们想改变更多人的视野和格局——聚

沙成塔、协同合作，客观公正、积极向上，直面

问题、解决问题，积极竞争、无畏失败，永不言

弃、追求卓越。我们还设法用制度和文化改变父

母的理念、意识，从而重塑下一代的成长环境，

让互动课堂、智能教育、爱与陪伴、以身作则、

录取制度、淘汰制度、激励机制、阅读环境和学

习乐园导向孩子们的行为，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

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先生说过，与其叫醒黑

屋中沉睡的人，不如让他们继续沉睡。可我们还

是想试试——公社，到底能不能叫醒更多沉睡的

人？

WAKING THE UNAWAKENED

建设项目等7。同年，在中国城市 GDP 排行榜上，

重庆、成都高居前十，分列第6位和第9位，而昆

明仅名列第43位8。同年，重庆轨道交通运营线

路网已覆盖主城区全域，运营里程长度为213.3

千米、位列全国第6位，成都为199.7千米、居第

7位，而昆明仅为63.4千米，列第18位9。同年，

清华北大共录取重庆学生216人，成都学生116

人，昆明学生20人10。

吸引不了人才，就要自己培养人才。但因种

种原因，昆明学生在获取教育资源上被全方位碾

压。每年，教育部给云南的学生生均拨款预算不

到全国平均值，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昆明最好

的小学的数字化进程11，都赶不上一所北京普通

郊区学校。在国内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近几

年，云南省获清华北大招生名额排名全国倒数第

五12。而在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分配方面，昆明历

史上，从来没有任何学生获得过哈佛、耶鲁和普

林斯顿这三所常青藤大学的录取13。以上事实说

明，昆明学生，无论是在应试考试，还是在综合

素质考试中，都被发达地区乃至欠发达地区的学

生碾压。

7 详见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2016 年二十项重大建设项目》（http://www.yn.gov.cn/yn_zt/bgjd/2016bg/new_20.html）。

8 详见 C&F School Handbook (2017-2018) 第 09 页。

9 数据摘自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城市轨道交通 2016 年度统计和分析报告》（http://wcm.cnautonews.com/pub/gdjt/hyxw/201703/t20170331_530367.

htm）。

10 数据统计自三城各重点高中公布的清华北大录取人数和本地媒体对 2016 年各城高考北大清华录取情况的相关报道。因官方未做报道，且数据源多且杂，该统计数

据或有 0 至 3 人的出入。

11 详见 C&F School Handbook (2017-2018) 第 26 页。

12 详见 C&F School Handbook (2017-2018) 第 18 页。

13 详见 C&F School Handbook (2017-2018) 第 19 页。

而未来，是考验个体综合

素质，而不是应试能力的时

代。综合素质的培养要从小开

始，且需要家长、老师和社会

长期投入优质教育资源，是一

个无比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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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怪象丛生的
教育培训行业

部分教育培训机构通常打着“教育”和“培训”的旗号，却极尽牟利与造假之能事。公社成立了

教育研究中心，希望通过研究察觉问题的本质，从而提出更根本的解决方案，以改变这一现状。

我们不断思考：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培训的本质是什么？如何能同时实现“教育”和“培训”的

功能？教育培训行业有哪些乱象？如何能促进信息的流通？如何能扶正不良的风气和颠覆丛生

的怪象，彻底消除这些乱象，从而促进行业的发展？如何能重构学生、家长和学校之间的信任关

系？如何能撬动更多因素，提升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落实度？

本章中，我们分享出了对行业问题的分析、发展的思考和公社的解决方案，愿帮助越来越多的机

构回归教育的本质，聚沙成塔、协同合作，帮助这座城市持续地培养出优秀的学生群体。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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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新京报对俞敏洪的采访报道，题为《俞敏洪：外部力量打不败一个人》（中国企业家网转载版：http://www.iceo.com.cn/renwu/35/2010/1111/203656.

shtml）。

教育培训行业，应避免成为一个名不副实的

行业。首先，它包含了“教育”二字，需要承担社

会责任，满足大众期许，把学生培养成社会需要

的人才。其次，它要完成“培训”的功能，向学

生成功地传递知识和能力。然而，只有凤毛麟角

的机构能完成“培训”这一功能，更不用说难上

加难的“教育”了。因此，教育培训行业的最大

怪象，便是机构的培训时常难以提升学生的能力

和素质。这一现象，主要由以下四个原因导致。

第一，是培训机构通常以营销和业绩为导向。 

没上市的教育培训机构，通常把“上市”作为最

高目标 ；而上市了的机构，通常把每个季度为股

东呈现出业绩节节攀升的财报作为最高目标。俞

敏洪在多次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就是在股东的逼迫下让新东方上市。“那时候内

部股东都想上市，我挡不住这个潮流。”他在采访

中说到，因为“上市公司要求你每年增长百分之

二十、三十以上，（让新东方）失去了做事的从容。”1

培训机构难以把“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的综

合素质”做为自己的最高目标。他们的最高目标，

始终都是业绩。月月高悬于顶的业绩压力，令没

上市的机构和上了市的机构用尽心机地拼命营

销、多招学生。利用客户和机构之间的信息差，

他们精心钻研出了一整套客户识别策略，和针对

每类客户的销售话术。这类机构的运营重心在于

销售团队，而不是教师团队。他们的系统培训，

能让销售顾问在短时间内发掘并利用每位客户的

弱点和诉求，想方设法拉高签单额，从而获取高

昂的学费。

这方面的翘楚，莫过于隶属于某上市集团旗

下的一家培训机构。这家培训机构销售顾问的平

均收入冠绝教育培训行业，而教师却被当成了可

有可无的二等员工。它的营销自成体系，已十分

成熟，从网络、电话到实体销售环环相扣。例如，

销售顾问会将客户带到一间玻璃室进行一对一咨

询，方便在私密空间里建立起和客户之间的信任

关系。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会提及日常生活，例

如：家庭成员、工作履历、工作时间、学英语目的、

未来规划，进而聊到收入等个人信息。层层深入

的谈话，会使人慢慢减弱了防备心理。之后，销

售顾问会请客户在听力测试软件上进行测评，便

于选择合适的课程。在测评过程中，他们会刻意

低估客户的英语水平，以人为创造出客户购买多

个阶段水平课程学习的需求。公社有位曾获英国

研究型硕士全额奖学金并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的

老师，机缘巧合接受过这家机构的测评。这位老

师在雅思考试中取得了8.5分。雅思考试满分为9

分，8.5分通常为非英语母语国家考生取得的最高

分数。然而，销售顾问为这位老师的听力和口语

评级“良好”，且不负责任地为其阅读和写作评级

“一般”。不仅如此，她还为这位老师诊断出“发

音不准、开口困难”、“单词死记硬背”、“应试型

学习”、“学习不能坚持”等问题。这一明显偏低

的评价体系很容易令客户动摇，一时糊涂，签下

高达几万元的合同。更为恶劣的是，这家机构几

乎无法退费。只有在满足30天之内以及学习进度

没有超过第一单元的情况下，机构才会为客户办

理退款。可实情是，当客户提出退费要求时，会

被课程顾问以各种理由拖延（例如请再体验一下，

或负责人不在等等），直到期满一个月后退费无

门。

既非教育，也非培训？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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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详见《中国青年报》官网：http://zqb.cyol.com/html/2017-08/28/nw.D110000zgqnb_20170828_1-09.htm。

3 关于西方媒体的政治宣传，详见皮埃尔·布迪厄《关于电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诺姆·乔姆斯基《以自由之名：民主帝国的战争、谎言与杀戮》（中

信出版社，2016 年版），边芹《谁在导演世界》（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 年版）等相关著作。

此等颠倒是非黑白的功夫，实在是令人大开

眼界。但若客户英语水平不够，且对这类偷龙转

凤、翻脸不认人的手法知之甚少，那么上当受骗

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是机构盲目招生。除了虚假营销外，

这类以利润最大化为追求的培训机构，不会对入

学学生的学习水平和行为习惯设立任何门槛。没

有门槛，令他们招收了大批学习习惯堪忧的学生，

从而带坏了机构的学习氛围。

盲目招生，历来是学校长远发展的致命伤。

无论再好的老师，也无力扭转这一因不当的机构

制度和文化而导致的恶性循环。因此，这些机构

极难产出正向的、有效的教育成果。即使他们某

一天突然宣传自己培养出了几个尖子，也不能说

这是因为机构教学有方，不过是单纯的运气罢了，

说明不了什么。在这一点上，家长切勿轻信机构

的虚假宣传。唯有像哈佛、剑桥、北大、清华等

机构一样长期地、大面积地培养出优秀的学生群

体，才能证明一所教育机构的优秀。

第三，是成为教师的门槛太低。诸多培训机

构既不对学生和家长设立门槛，也不对老师设立

高门槛要求。因此，在教师群体中，到处都充斥

着以假乱真的现象。

2017年8月，《中国青年报》在《假名师扎

堆——培训机构潜规则？》2一文里，详述了机构

如何把大学在读学生包装成名师。报道中提到，

广西师范学院的某大四学生向记者透露，他在做

暑期兼职时，就曾被该机构负责人包装成参加过

国培计划“中小学教师示范性培训项目”的优秀

教师。而在2015年3月《齐鲁晚报》一篇题为《培

训机构将大学生被包装成名师，每小时收880元》

的报道揭露，一些培训机构声称自己的老师来自

于名校，拥有多年的教育经验，带出来的学生分

数有多高，而实际上，不少老师不仅没有这些经

历，有的甚至还是在校大学生。该记者还收到了

一家英语培训机构普通老师的爆料。这位老师称，

有一个培训班会不时地以一百块的时薪邀请他代

课，而这个班对外宣称则是“老师都是从一家知

名培训机构跳槽过来的，教育经验超过十年，每

个学生一节课的费用是五百元”。

国内教师的虚假包装，已经足以引起公愤。

而许多教育培训机构对外教的营销，则有过之而

无不及。不少教育机构利用了家长不懂英语、没

有足够判断力的弱点，把“歪果仁”过度包装成

了有教学经验的资深外教。

在中国西部，优质的外教实在是凤毛麟角。

在过去十一年中，我们面试过几千位来自英语母

语国家的外国人，希望能招募到有教育热忱、品

行端正、勤奋谦虚的老师，以提升学生学习英语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然而，在与外教接触的过程

中，我们的三观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刷新。首先，

行业虚假包装的风气和招

聘老师的低门槛，既导致了

老师们不注重自我提升、不

择手段追求业绩，也导致了

无数没有责任心、没有师德、

没有爱心，空有英语能力的

人成为了孩子们的老师。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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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青年报》报道，腾讯新闻转载：http://news.qq.com/a/20130426/000294.htm。

5 原载于《21 世纪经济报道》，中国教育网转载：http://www.edu.cn/ji_jiao_news_279/20140717/t20140717_1151208.shtml。

6《新民晚报》报道，新浪上海转载：http://sh.sina.com.cn/news/2016-11-28/detail-ifxyawmp0412851.shtml。

欧美国家的人前来中国工作的愿望并不强烈，少

数愿意到亚洲工作的外籍人士，则更愿意选择日

本和韩国。在三、四线城市应聘教育培训机构的

外教，大多缺乏基本的师德和职业操守。他们毫

无责任心，也完全不懂教学，认为凭着自己的口

语便具备了授课资格，经常完全不备课就进入课

堂。他们还十分随性，不要说年度或学期教学计

划了，连个周教学计划都没有。

此外，大部分外教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

拥有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发达国家的优越感。受

西方媒体孜孜不倦的、手段高超的政治宣传影响

3，他们自动忽略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力的巨

大变化，认为中国是贫穷落后的独裁国家，而中

国人是劣等公民。他们还认为中国学生什么都不

懂，不敢挑战他们作为母语使用者的权威，自己

可以随意糊弄。因此，除了少部分人品优秀、受

过良好教育和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外，绝大多

数外教都不配被称作“老师”。

为了追求商业利益，部分教育培训机构非但

不会通过严卡招聘门槛和提升培训质量来提升外

教素质，反而会把品行不端、缺乏师德的外教虚

假包装成名师推广给学生和家长。2013年5月，

《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多名学生指认英国性侵儿

童逃犯曾在北京当外教》4的报道中，揭露了英国

一名性侵儿童逃犯被曝已“潜伏”北京当了三年

外教，且彼时仍可能潜伏在其他省份从事外教工

作。在2014年7月《21世纪经济报道》一篇名为

《培训机构“外教”乱象调查 ：外国人= 外教？》5

的报道中，揭露了无锡“山寨外教”泛滥的现象。

这些来自印度、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英语老

师，说着不标准的“地方英语方言”。只因为长了

一张洋面孔，他们就可以堂而皇之登上讲台。报

道直斥这些外教没教学资格、没方法、没责任心、

没系统化教学体系，而孩子们模仿了一口印度咖

喱味儿的英语，效果简直“令人崩溃”。2016年11

月，在《培训机构侵害学生事件频发，黑外教谁

来监管》6一文中，《新民晚报》的记者曝光了上海

某培训机构外教用胶带封学生嘴巴事件。相关事

件的频发，不禁令人陷入思考 ：这些外教，到底

是怎么成为老师的？

因此，家长切勿看到外教便盲目地信任他们。

吃一堑，长一智。在经过数千次失望后，我们设

立了符合公社文化的外教筛选标准。首先是诚实

可靠、人品端正，其次才是是否具备教学能力和

教育热忱。公社的外教，不一定是学历最高、英

语能力最强的老外，但一定是尊重中国、尊重课

堂、谦和负责、热爱教育的世界公民。他们不仅

提升了孩子们的英语能力，还教会了他们什么是

职业道德，什么是行为规范。

第四，是机构教学和家庭教育之间缺乏合作。

家庭教育对学生长远发展的作用，远远超过了培

训机构。在《给教师的建议》一书中，著名教育

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

说，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

家 ：一、家庭，二、学校，三、儿童所在的集体，

四、儿童本人，五、书籍，六、偶然出现的因素。

家庭因素，被列在了首位。

机构每周最多两三节课，对学生的影响力着

实有限，需要借助家庭教育等重要影响因素，才

能确保学生的学习效果。若培训机构的教学不能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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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庭教育等重要因素挂钩，共同作用于学生的

学业表现和素质培养上，依然难以保证教育成果

的产出。因此，若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不着力钻研

如何加强与家长的协同合作，那么学生的学习质

量和学习落实度将很难得到提升。

7 数据摘自哈佛大学官网，详见：https://college.harvard.edu/admissions/admissions-statistics。

8 数据摘自 CollegeFactual，详见：http://www.collegefactual.com/colleges/harvard-university/academic-life/graduation-and-retention/。

9 详见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的相关研究（https://nces.ed.gov/fastfacts/display.asp?id=40）。

录取与淘汰

教育培训行业是上世纪90年代才发展起来

的新兴服务领域，行业问题丛生的现状和粗放发

展的模式并不令人意外。难以保证教育结果的产

出，是机构面临的天大问题。而通过上一章节的

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改变这些行业乱象的

关键，在于提升招生门槛、培训优质师资、育成

文化氛围、促进信息流通。

作为行业的先行者，我们一直在不断研究教

育领域的历史和现在，以探索如何推动教育培训

行业的发展。现在，让我们把学习的目标转向历

史悠久、经验丰富的高校 ：到底什么样的学校，

才能大批量地培育出优秀的学生群体呢？那些公

认全球最顶尖的学校，为何能保证教育质量呢？

2016-2017学年，哈佛大学本科录取率又

创新低，从前年的5.9%、去年的5.33%，降至

5.22%7。而在如此严苛的录取机制下，哈佛本科

生的按时毕业率仅为85.8%，这意味着14% 的

天之骄子不能如期毕业8。要知道，哈佛的毕业率

已高居美国大学前列，因为在美国，只有59% 的

本科生能按时完成学业9。无独有偶，全球高等教

育质量公认较高的国家，本科毕业率都不高。日

本为53.7%，加拿大为55.8%，德国为77%，法

国为80%，澳 大 利亚为73.5%，英国为82%10。

而在中国，排名前一百高校的本科生毕业率高达

95%。以上的一系列对比告诉我们，低录取率与

高淘汰率才是保证教育质量的关键。绝大多数教

育培训机构难以产出教学成果，是因为他们既没

有针对学生和家长的录取机制，更没有淘汰机制。

因此，公社借鉴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

名校的教育质量管控策略，在教育培训行业内创

新出了独特的录取和淘汰机制 ：通过电话咨询、

报名试听到两次家长会的漫长周期，我们得以录

取耐得住寂寞的、和公社教育理念较为匹配的家

庭 ；通过定期淘汰消极懈怠的、不遵守规则的家

庭，我们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公社的文化氛围和学

习环境。

录取机制和淘汰机制，聚集了这座城市里与

公社文化契合的家庭，是我们实践教育理念、提

升学生竞争力的前提。那么，我们又是如何选择

和培训出与公社文化契合度高的员工，从而把知

识、能力、视野、格局和思维更好地传递给家长

和学生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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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聘者与公社的文化是否契合，是否与我们的价

值观一致 ：他们积极向上吗？他们敢于直面问题，

解决问题吗？他们愿意承担责任，不推卸责任吗？

他们乐于助人，愿意分享吗？他们认可公社的教

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吗？

其次，我们考察应聘者是否有教育热情 ：

他们对教育感兴趣吗？是否享受上课的过程？他

们愿意把教育当成终身事业，在行业内长期发展

吗？他们喜欢小朋友吗？他们是对小朋友一视同

仁，还是会偏好某一个或某几个类型的小朋友？

他们的授课方式是否充满激情，是否能调动小朋

友的兴趣？

培训

通过严格的招聘环节设置，我们得以发现

并录取与公社价值观匹配的、热爱教育的高学历

员工。公社是一个人才培养平台，其中就包括了

为每一位新入职员工提供可持续、全方位、多层

次的职业发展支持。因此，我们根据哈佛大学大

卫·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教授提出的

享誉世界的素质模型（competency model）11为

公社的老师和学生量身定制了人才培养目标，并

设立了相应的员工素质培养模型和员工成长路线

图。

我们以新入职员工培训为例。我们将员工素

质分为专业技能、核心能力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三

个板块，由浅入深、由易到难。教育培训机构对

员工的职业发展支持，通常流于最浅层次的技能

培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优先搭建了核心

价值观和核心能力体系，再依此制定相应的技能

教育培训行业的怪象告诉我们，提高招聘门

槛、培训优质师资至关重要。那么，公社是如何

通过招募、培训与培训效果评估，聚集教学能力

强的、文化契合的、有教育热忱的年轻人，培养

出能提升学生学习质量与落实度的老师呢？

招募
通过搭建一流人才吸引机制，我们将云南省

学历水平最高、能力最强的年轻人吸引到了基础

教育领域。2015年，我们总共收到了12,640份

简历，员工录取率为0.15% ；2016年，我们收到

了23,634份简历，录取率为0.11%。为学生授课

的老师，40% 从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

分校等海外名校毕业，60% 从北京大学、香港大

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同济大学等国内名校

毕业。在所有员工中，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员工占

总人数的17.7%，硕士及一本毕业员工占61.9%，

二本毕业员工占16.3%。

然而，员工的学历和能力，绝对不是我们的

第一考量。在长达三轮、包含即兴问答、小组面

试、即兴授课等环节的招聘中，首先，我们考察

10 数 据 摘 自 Sydney Morning Herald， 详 见：http://www.smh.com.au/national/education/uni-offers-2017-onethird-of-australian-students-wont-

graduate-within-six-years-20170117-gtsumg.html） 及 European Commission (EC) 相 关 研 究， 详 见：http://ec.europa.eu/dgs/education_culture/

repository/education/library/study/2015/dropout-completion-he_en.pdf。

11 更多关于大卫·麦克利兰教授的素质模型的内容，详见 C&F Handbook (2017-2018) 第 25 页。

收到简历数量

发放 offer 数量

offer 发放率

员工正式转正率

2015 年 2016 年

12,640

88

0.7%

0.15%

23,634

172

0.73%

0.11%

2015 年与 2016 年公社收到简历数量、发放 offer 数量与
员工正式转正率之对比

招募、培训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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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能

教学技能

教学辅助技能

核心价值观

爱心，责任心

核心能力体系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维

沟通能力、创造力，执行力，领导力

大卫·麦克利兰素质培养模型在公社员工培训中的运用

教师素质培养模型 公社员工素质培养模型 班主任素质培养模型

教授知识点
教学核心技能

语言习得核心理论

学生八年发展蓝图分阶段教研能力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维能力

沟通能力，创造力，执行力，领导力

爱心，责任心 爱心，责任心

德育教研教学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思维能力

沟通能力，创造力，执行力，领导力

教学辅助核心技能
语言能力

培训路径，因为只有这样，技能培训才会有根基

可依。

基于公社的员工素质培养模型，公社分别为

教师和班主任研发出了相应的素质培养模型。首

先，对学生的爱以及对工作强烈的责任心将永远

是公社挑选人才，培养人才的基石。其次，在此

基础上，教师和班主任需要通过管理班级、运营

项目等方式发展自己的核心能力体系 ：即一个指

导思维（解决问题为导向）、四大核心能力（沟通

力、创造力、执行力、领导力）与教学或德育教

研能力。最后，培养模型上层，则是教师与班主

任各自所需的岗位专业技能。因此，每一个试用

期员工进入公社，我们都会从这三个层次为员工

提供五个阶段的专业培训 ：第一阶段为入职培训，

第二阶段为基本能力培训，第三阶段为进阶能力

培训，第四阶段为部门专业技能培训，第五阶段

为领导力培训。

此外，教师和班主任的培训有多处融合。首

先，是培训形式的融合。例如，在教师和班主任

共同参加的综合试讲大课中，我们能够把教学部

的试讲课和德育部的试讲课融合在一起，还原了

真实的公社课堂。这一培训形式不仅能提升教师

的授课质量和班主任的班管及教学效果，还提升

了教师与班主任之间的配合度。其次，是培训内

容的融合。以班主任的核心德育课程为例。在课

前准备环节（即 warm-up），德育团队会教授班

主任如何在这一环节中配合英文教师本节课的课

程讲解内容和对这些讲解内容的引入。在课中环

节，他们还会教授班主任如何配合老师的课程内

容更好地撰写板书。板书的撰写很有技术含量，

因为公社的板书不是扁平化的陈述知识点，而是

对一节课课程设计的内在逻辑的梳理和诠释。因

此，这要求班主任在深刻理解教师每堂课的设计

思路后，再梳理板书，进行呈现。在课后环节，

班主任还需掌握如何更好地布置作业，优化作业

结构和内容，让作业更有效 , 以及如何提升测试

的有效度等内容。

培训模型、培训形式和培训内容的融合，能

使教师与班主任在公社学生成长的道路上相互补

充，形成合力。班主任用科学的语言习得方法论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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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详见 C&F Handbook (2017-2018) 第 25 页。

柯氏评测法在公社新入职员工培训中的运用

员工知识掌握程度

1. 知识获得

员工技能掌握程度

2. 行为改变

员工能力对产出的影响

3. 结果产出

考核：

导师多难度

评估

考核：

家长评估教师

德育部评估学生
考核：试卷

入职培训

试讲课

综合试讲大课

课程设计培训

课程内容培训

英语语法及写作训练

教研培训

实践制导师跟课

问题解决思维培训

培训项目
培训项目及持续时间

（按试用期三个月计算）

3 场，每场 2 小时

24 场，每场 1 小时

3 场，每场 3 小时

9 场，每场 1.5 小时

12 场，每场 2 小时

12 场，每场 2 小时

9 场，每场 2 小时

约 120 节，每节课约为 1 小时

4 天

教师入职培训模块及培训总量介绍

引导和启发学生和家长，帮助教师营造出更好的

授课环境。教师则在课堂上将这些方法论的落地

方案呈现给学生和家长，帮助学生学习专业知识，

习得真正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将这

些能力迁移至其他学科。与此同时，班主任还可

协助教师和家长监督学生巩固专业知识，培养学

生的行为习惯。

这一入职培训体系，帮助公社培养出了大批

符合公社价值观的教师和班主任，使我们能实践

公社的素质培训冰山模型12，提升学生的学业成

绩和综合素质。

核心德育课程

试讲课

综合试讲大课

英语辅助教学培训

实践制导师跟课

问题解决思维培训

培训项目
培训项目及持续时间

（按试用期三个月计算）

24 节，每节 2 小时

12 场，每场 3 小时

3 场，每场 3 小时

20 场，每场 0.5 小时

约为 180 节，每节课约为 1 小时

4 天

班主任入职培训模块及培训总量介绍

评估

为了保证培养质量，公社以美国威斯康辛

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柯克帕特里克（Donald 

Kirkpatrick） 提 出 的 柯 氏 评 测 法（Kirkpatrick 

Model）制定了配套的考核方案。柯氏评估模型

是目前世界上应用最广泛的评估模型，在培训评

估领域处于主导地位，绝大多数评估模型由柯氏

评估模型发展而来。通过三个层层递进的维度，

即知识获得、行为改变和结果产出的评估，柯氏

评估模型能有效地完成对公社员工素质培养模型

的培训效果评估。

首先，培训结束当天，公社会以测试的方式

考察受训人员对培训内容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培

训结束后一段时间里，公社会用评估表记录员工

在实际工作中对受训内容的应用情况。待员工成

熟掌握相关知识技能之后，公社会对员工的表现

和员工所带的班级表现进行评估，以评测最终的

工作产出。例如，新入职教师在接受了如何进行课

堂游戏设计的培训后， 需要在当天完成一张试卷。

试卷会考核教师对游戏设计原则等知识点和相关

技能的掌握程度。接着，公社为该新入职教师配备

的导师会观测教师在实际课堂及试讲课中对所学

知识点和技能的掌握表现，以考核他们是否能熟

练及灵活地运用所学。最后，教师将接受家长对

他们教学效果的评估，班主任也将评估教师所带

班级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学习习惯养成情况。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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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融合

 班主任

 英语老师

 孩子

 家长

前文中，我们提到了机构教学和家庭教育间

缺乏合作这一问题，导致了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

习落实度很难得到提升。传统教育观认为“教学

相长”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这里强

调的，是“师”与“生”的双向互动关系。然而，

一个单点的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毕竟有限，如何

扩大老师对学生的影响力，优化教学效果，强化

教育成效，真正实现知识习得，就成为了我们思

考的主要问题。

为了提升教学成效，公社构建了立体化教学

体系，将师生关系的线性双向互动提升为授课老

师、班主任、父母与孩子四维共建的教学生态。

通过班主任的专职班管和德育教育职能，我们得

以补足公社在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缺口 ；通过父母

的参与和配合度，我们能够寻求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的平衡，从而加强英语教学效果和教育成效。

构建立体化教学体系平衡的关键，在于体系

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承担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教学职

能。其中，英语教师专注于教研和课程教授，为

孩子提供更充实的课程内容、更丰富的课堂形式

和更精巧的教学设计。父母则持续地陪伴孩子学

习，通过鼓励、督促、观察、判断和反馈，发挥

榜样的力量，收集孩子的成长信息，并持续修正

孩子的行为。孩子则专注于自主获取知识，发掘

兴趣，养成行为习惯和提升学习能力。

而这一立体化教学体系的中心，是公社的专

职班主任。班主任处于教学生态的中心点，通过

体系运转监控、信息交流互通和各角色的关系调

适，优化整个体系。他们的职责主要有“加强”、

“平衡”和“监督”三点。

首先，是加强教学效果。课堂教学，只是知

识传递的前端。在课堂的有限时间里，通过老师

讲解、参与游戏、实践练习等手段，孩子们产生

了学习兴趣，理解了学习内容。然而，要使孩子

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迁移应用，就需要有班主任

在知识传递的后端进行疏导。通过作业布置、知

识整理、内容测试、即时激励等方式，班主任立

足于教学的后端，帮助孩子们加强知识吸收，优

化学习能力。

其次，是平衡教育心态。所谓教育心态，不

仅指教师的教育初衷、教育尺度和教育技巧，也

包括家长的。通过持续的理性观察和判断，班主

任能考量老师和父母对于孩子的成长教育和英文

学习的干预是否适度，从而减少因过渡干预而为

学生带来的自我意识淡化、弱化和自主学习能力

降低等不良反应。同时，通过有效的反复沟通，

班主任能修正父母渴望立刻见到教学效果的急功

近利心态。

最后，是监督“教”与“学”的质量。作为

学习过程中的第三方观察者，班主任老师可以在

跟课、作业批改、内容检测、家校反馈等维度中

客观地评测授课老师的教学质量，孩子们的听课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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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创新出录取与淘汰、招募、培训与评估和家校融合等

一系列制度，我们有效地解决了教育培训行业的乱象。然而，

这部分只是我们的分内工作。我们要思考更多、做得更多，才

可能给予学生从容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未来，是考验学生综合素质的时代。综合素质，是学生的

知识、能力、行为习惯、思维、价值观、品性和动机的总和。

它的培养要从小开始，见效不快，且需要家长、老师和社会长

期投入优质教育资源。那么，在优质教育资源竞争中，综合

素质为何越来越重要？云南为何很难培养出综合素质出众的学

生？公社如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通过详细解答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更多家长能提升孩子的综合素质，帮助他们在各个层

级的学业和职场竞争中谋得一条生路。

效率、知识落实度和学习状态，以及父母的教育

态度、教学配合度和自我要求。例如，班主任能

评估授课教师的教学量、教学难度和教学方法是

否因材施教，将评估结果反馈给教师，帮助教师

即时做出调整。这一第三方观察者的身份，促使

班主任成为了教学的底线守护者和各个角色职能

发挥的助推者。

通过加强、平衡和监督，班主任得以促进教

师、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协同合作，从而提升了孩

子的学习效果，调整了教师和家长的心态，并监

督了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的质量。

ODD TRENDS IN THE EDUCATION-TRAIN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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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碾压
UNDER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

云南，在优质教育资源竞争上被全国其他省市全方位碾压。

1 这一系列数据均采集自各地媒体对本地高考的报道。关于丽江 2016 年高考数据，详见中国教育网报道：http://gaokao.eol.cn/yun_nan/dongtai/201707/

t20170711_1539569.shtml。

2 数据采集自阳光高考网（http://gaokao.chsi.com.cn/）、北大招生网公布的 2016 年云南省招生计划（http://www.gotopku.cn/programa/enrolstu/6/2016/25/0.

html）、新浪教育报道（http://edu.sina.com.cn/gaokao/2016-07-22/doc-ifxuhukv7220800.shtml）等。因北大官方并未公布具体的 2016 年云南省招生人数，

此数据或与实际情况有些许出入。

3 根 据《 北 京 大 学 2017 年 招 生 章 程》（ 详 见 http://gaokao.chsi.com.cn/zsgs/zhangcheng/listVerifedZszc--infoId-1821327035,method-view,schId-1.

dhtml）第九条：“北京大学根据本校办学条件等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各省份高考人数、生源质量、区域协调发展等因素，结合近年来本校来源计划编制情况，综合分

析，确定本校分省来源招生计划。报教育部审核后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根据《清华大学 2017 年招生章程》（详见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bzw/7539/2017/20170626135047435221210/20170626135047435221210

_.html）第九条：“清华大学根据本校人才培养目标、办学条件等实际情况，统筹考虑各省（区、市）考生人数、生源质量、区域协调发展及重点支持政策、历年计

划安排等因素，确定分省招生计划，报教育部审批后由各省级招生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布。”

03
作为云南的骄傲、全国的名片，丽江市却难以把学生送入名牌大学。

2016年高考中，丽江全市参考考生7,498人，一本上线率仅为9.81%。

这意味着什么？在全国知名旅游城市中，简直是绝无仅有之低。同年，海

口一本上线率为37.6%，黄山为26.19%，成都29.6%，青岛为37%，贵阳为

24.86%，苏州为22.9%。1

丽江学生的学业成绩如此惨淡，那么云南学生呢？

2016年，清华、北大共招生6,573人。而在云南近30万考生中，他们只

录取了97人，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列倒数第五2。

为什么清华、北大给云南学生分配的名额这么少？

高校在各省的招生名额分配，并不是凭空而来。这一数据主要由考生数

量、生源质量、政策等因素决定3，而各省生源质量是其中的重要考量，也是

我们唯一能影响的因素。名校均有一套完善的制度考察各省生源质量。以清

华大学为例，大一新生入学后，会用入学考试考察不同省份学生的入学基础。

在此基础上，各个院系每学年都会按照省份汇总学生的成绩和奖励，上交学

校，用于比较不同省份学生在清华的发展情况。

考生数量客观不可变

可以改变的

客观不可变

生源质量

政策因素

综合
考虑

各省招
生名额

生源质量如何影响招生名额

UNDER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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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PERFORMANCE IN COMPETITIONS

当然，我们无法得知这些内部数据。我们能

查到的，只有每年清华官方论坛水木清华上公布

的优秀优良毕业生分省统计数据。优秀优良毕业

生为清华在学生毕业时颁发的荣誉，各省优秀优

良毕业生数量占各省总学生人数的比例，能直观

地反映出本省学生在清华的竞争力。因此，这一

数据与清华大学在该省份的招生人数高度匹配。

我们把2011-2016届清华大学各省优秀优良毕业

生人数叠加，再除以这六届清华大学在各省的录

取人数，得出了2011-2016届清华大学本科毕业

生优秀优良率分省统计图。统计显示，六届云南

籍毕业生的优秀优良率仅为5.05%，在全国31个

省市自治区中位列倒数第六位，和2016年清华在

云南的招生人数——全国倒数第五位——呈现出

高度一致。也就是说，云南学生在校学业表现不

佳，是清华大学不愿意扩大在滇招生名额的重要

原因之一。

拼学业成绩，云南学生是甘拜下风了。那么

拼综合素质呢？

全球公认最考验学生综合素质的招生制度，

是美国顶尖大学的本科录取。其中要求最高的，

当属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大学。以哈佛为例，

据民间统计和留学机构反馈，今年哈佛本科共录

取了9位中国大陆籍学生。在这9人中，共有5人

就读于北京的高中，其他4人则分散于南京、深圳

等东南沿海地区。过去五年内，哈佛共从中国西

南地区录取了4名学生，而他们均来自成都。

从来没有云南学生获得过哈佛、耶鲁和普林

斯顿三所学校中任何一所的本科录取——一个都

没有。显然，若比拼综合素质，我们的孩子更加

没有机会。他们被全国各地的同龄人花式吊打：

既不擅长学业考试，更不擅长综合素质类选拔考

试。

2016 年清华北大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招生名额分配与 2011 至 2016 届清华优秀优良毕业生比例图

注：清华大学江苏省毕业生优秀优良率为 15.9%，排名全国第一，清华北大招生名额总计 315 人，排名全国第五；清华大学重庆市毕业生优秀优良率为 7.74%，排

名全国第二十，清华北大招生名额总计 216 人，排名全国第十三；清华大学云南省毕业生优秀优良率为 5.05%，排名全国倒数第六，清华北大招生名额总计 97 人，

排名全国倒数第五。由此图表可以看出，清华北大在各省分配的招生名额数量与清华优秀优良毕业生比例呈高度正相关。该图表数据来自水木清华论坛、各省媒对该

年北大清华录取人数的报道，及清华北大官方公布的信息。需要说明的是，因为缺乏统一的官方数据来源，所有数据均为人工一一采集，或存在少量误差。

因此，他们既不受
清华、北大的青睐，
更摸不到全球顶尖
大学的门。

15.9%
江苏省六届毕业生
优秀优良率

7.74%
重庆市 11-16 届平均毕业生
优秀优良率（全国排名第二十）

5.05%
云南省六届毕业
生优秀优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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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清华大学各省录取人数

11 至 16 届清华北大平均毕业生优秀率

2016 年清华大学各省录取人数

315
人

216
人

9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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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命运的
素质选拔高考

如今，高考早已不是当初的一张考卷定终生了。为了录取

到更优质的生源，名牌大学纷纷开展素质选拔考试，以考

验学生的综合素质。

04

THE GATEKEEPER OF TOP 
CHINESE UNIVERSITIES:

INDEPENDENT COLLEGE ENROLLMENT

THE GATEKEEPER OF TOP CHINESE UNIVERSITIES: INDEPENDENT COLLEGE ENROLL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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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素质选拔考试中最著名的，当属自主招

生。 从 2003 年起，教育部开始在全国推行大学

自主招生。若通过考试，考生可享受大学 10 分到

60 分不等的高考降分，及专业选择方面的降分优

惠。这一制度迅速受到了高校的拥戴，获得自主招

生资格的学校数量不断攀升。2003 年，有自主招

生资格的高校仅有 22 所；2016 年，这一规模扩

大到了 90 所，覆盖了全国所有名校。其中，云南

省唯一的 211高校云南大学也拥有自主招生资格。

2014年，教育部曾出台了关于“严格控制自

主招生规模”的规定1，即自主招生规模应控制在

每年招生总计划数的5% 以内。然而，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尝到了自主招生的甜头后，各名牌大

学陆续另起炉灶，以自主招生的形式，施行了各

种冠以其他名称的素质选拔考试。例如，在已有

的自主招生制度的基础上，北大有“博雅计划”2，

清华有“领军计划”3，复旦有“博雅杯”和“望道

计划”4，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还开始施行“三

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制度5。这些招生计划的操

作流程，几乎都是通过初步审核、笔试和面试，

招收“综合素质优秀”6的高中毕业生，与自主招

生制度并无本质区别。

1 引自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 号）：“……严格控制自主招生规模，现阶段不扩大试点高校范围和招生比例……

考核由试点高校单独组织，不得采用联考方式或组织专门培训。”

2 全名为北京大学“博雅人才培养计划”。博雅计划为北京大学于 2015 年启动的自主招生计划，即通过综合评价模式选拔综合素质全面、品学兼优的优秀高中毕业

生。获得“博雅计划”认定的学生将享受高考总分最高降 60 分录取（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享受最高降至一本线的录取优惠）。详见北京大学官方网站上刊登的《北京大

学 2017 年“博雅人才培养计划”招生简章》：http://www.gotopku.cn/index/detail/906.html。

3 全名为清华大学“领军人才选拔”。领军计划为清华大学自 2013 年起实施的自主招生计划，采取先面试、后体测的形式考察报考高中生。获得“领军计划”认定的

学生将享受高考总分最高降 60 分录取（特别优秀的学生可享受最高降至一本线的录取优惠），以及最高加 30 分选专业的优惠政策。详见清华大学官方网站上刊登的《清

华大学 2017 年“领军人才选拔”招生简章》：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bzw/7527/2017/20170329140223715750746/201703291402237157507

46_.html。

名校全日制大学生录取渠道愈发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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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博雅杯”，是复旦每年都会举行的人文知识大赛，其目的是为人文学科招揽优质生源。“望道计划”，是复旦大学在传统的自主招生方式之外，于 2012 年初首次

推出的、专门用于选拔基础学科拔尖人才的招生新途径。

5“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制度，是把考生的综合素质评价、高校的自测评估成绩、高考成绩按照一定比例折算成综合分，最后按照综合分择优录取的方式。这一招

生制度在广东、浙江、湖南等省份都有实行，其招生对象与自主招生招收对象要求几乎一样。

6 引自《北京大学 2017 年“博雅人才培养计划”招生简章》。

此外，通过自主招生进入名校的学生

人数也逐年增加。由于数据的敏感性，高

校一般不会公布每一项招生计划的最终录

取人数。因此，我们无法从官方获悉全部

数据。然而，根据民间统计和访谈参与过

北大招生的老师，2016年，北大自主招

生共发放降分给705位学生，“博雅计划”

约发放1,600个降分名额，而每年北大的

计划招生人数约为3,300人。这意味着，

仅通过这两个计划，就有约2,300名学生

获得了北大的降分优惠，约占计划招生人

数的70%7。并且，这一比例还在逐年攀升。

只要对高考稍有了解，就知道几十分的降

分对同一水平的学生而言是多么不可逾越

的优势。可以说，只有高考裸分、没有获

取降分的学生，将离顶尖大学越来越远。

以上原因，使自主招生等素质选拔考

试制度决定了越来越多渴望进入顶尖大学

的学子和家庭的命运。那么，自主招生等

素质选拔高考到底如何考呢？考试通常分

初审、笔试和面试三轮。以北大的自主招

生为例。第一轮初审中，学生可通过校荐

（学校推荐）或自荐等方式递交书面材料，

通过审核后获得到北大现场考试的资格。

第二轮为持续3小时的笔试，考题为120

道英语、语文和数学选择题，考查学生平

时的知识积累。第三轮为无领导小组讨论。

一组有5名学生，面对3位来自各个专业领

域的考官，每组考试时长约为50分钟。面

试者首先进行1分钟的自我介绍，然后每

2016 年北京大学通过自主招生和“博雅计划”发放的降分名额与总招生人数的对比柱状图

（注：部分数据来源于民间统计和访谈数据，并非确数）

2016 年，仅通过
自 主 招 生 和“ 博
雅 计 划”， 就 有
约 2,300 名 学 生
获得了北大的降
分 优 惠， 约 占 北
大计划招生人数
的 70%。

0

1000

2000

3000

北大计划招生人数
约 3300 人通过“博雅计划”获

取降分的人数
约 1600 人

通过自主招生获取
降分的人数约 70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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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10个备选题中抽一道主答题，思考完

毕后各自开始陈述自己的题目。自我陈述

结束后，再就别人的题目展开讨论。

对学生而言，最难应对的自然是直接

接受教授考察的面试环节。那么，面试官

以何种标准考核学生呢？北大社会学教授

郑也夫主编的《科场现形记》一书中揭秘

了北大招生官的评判标准 ：

“一看考生仪表穿戴、言谈举止、基

本礼貌 ；再看语言表达是否比较流利，是

否有开阔敏捷思路、创新思维、开放的视

角、逻辑推理、小组领导能力等等。”8

那么，在这样的考核标准下，哪些区

域的学生更占优势呢？答案不言自明。某

北大自主招生官如此总结道 ：

“北京、上海、天津的学生总体比内

陆强很多，而且越是内陆地区文理差距越

大，就是说内陆的文科生可能会讲一点，

水平和京津沪理科生相当，而内陆的理科

生一点都讲不出来。”9

显然，这类素质选拔考试不利于欠发

达地区的学生发挥。正如北大自主招生浙

江区某负责老师所言 ：

“自主招生可能加剧教育不公平问

题。首先，只有省级重点中学才有高校自

主招生的校荐名额，这使得取得自主招

生资格的学生往往是大城市中的优秀学

生……学生通过自荐的成功率是很低的。

其次，在北大的笔试中，常常会有些“稀

奇”的题目，考察学生的知识积累……最

后，面试考察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题目

往往也很具有时效性，这种题目本质上更

利于资讯发达地区的学生。同时，大城市

学生因为见多识广，往往能在面试中有良

好的发挥，而那些没见过大世面的欠发达

地区学生则更容易紧张和不适应而表达欠

佳，甚至，有些学生连普通话都说不好，

显得木讷，面试老师自然不太喜欢。

由此，对于教育水平欠
发达地区的学生而言，自
主招生似乎使得他们在高
考前就先输了一筹，减少了
他们的入学机会，从而可
能导致地区性教育不公平
的情况加剧。”10

7 统计渠道包括：清华、北大招生网公布的部分数据、各省权威媒体报道、各中学公布数据等。因官方只公布了一部分，数据源多且杂，此项数据或与真实情况有一定出入。

8 郑也夫编《科场现行记》（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第 361 页。

9 郑也夫编《科场现行记》（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第 363 页。

10 郑也夫编《科场现行记》（中信出版社，2016 年版）第 37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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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众而言，高考是阶级跃升的最重要渠

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的

高校通过考察学生综合素质来选拔生源。因此，

为了不让孩子被时代淘汰，即使身处欠发达地区，

我们也要竭尽所能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然而，

国家提倡了多年的素质教育，却甚少有学生、家

长乃至教育工作者能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

才是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

在教育领域，针对学生综合素质的研究尚

无权威的、大规模运用的学术成果。因此，我们

综合素质到底该如
何培养？

将学习目标转向了关于个体的综合素质研究。在

这一领域，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大卫·麦克利兰

（David McClelland）提出了享誉世界的素质模

型（competency model）1，即人们通常所说的

冰山模型。他认为，人的素质可分为五种，分别

是知识、能力、自我认知（包括价值观、态度等）、

品性和动机。位于冰山之上的知识和能力是显性

素质，位于冰山之下的自我认知、品性和动机是

隐性素质。此外，从显性素质到隐性素质，培养

难度逐步加大。

什么是综合素质？

05

1详见McClelland, David. (1973). Testing for Competence Rather than for Intellig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8, 1-14. 及Spencer, L.M & Spencer, S.G. 

(1993).Competence at work: Models for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Wiley.

2 更多信息，详见咨询公司 HayGroup 官网（http://www.haygroup.com/us/industry/index.aspx?id=1643）。他们收购了大卫·麦克利兰（David McClelland）

教授创办的咨询公司，并通过冰山模型为各类机构及企业提供人力资源咨询服务。

HOW CAN STUDENTS' 

CAPABILITIES BE IMPROVED?

HOW CAN STUDENTS' CAPABILITIES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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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CAN STUDENTS' CAPABILITIES BE IMPROVED?

因为冰山模 型 的 权 威 性、实 用 性 和 有 效

性，这一理论在全球广受欢迎。通过购买咨询

服务，当代企业与政府机构将其大量运用于人

力资源管理实践中，包括美国白宫（the White 

House）、 宝 洁（Procter & Gamble）、 花 旗 集

团（Citigroup）、 摩 根 大 通 集 团（J.P. Morgan 

Chase）、 汇 丰 集 团（HSBC）、 沃 尔 玛（Wal-

Mart）、家乐福（Carrefour）等2。

结合公社十一年的教育实践，在冰山模型

的基础上，我们研发出了针对中国西部学生的素

质培养冰山模型。我们把学生最重要的素质分为

知识、能力、行为习惯、思维、价值观、品性和

动机，而综合素质，就是学生的知识、能力、行

为习惯、思维、价值观、品性和动机的总和。其中，

知识、能力和行为习惯是显性素质，思维、价值

观、品性和动机是隐性素质。越是隐性素质，就

越难培养，也越要从小开始培养。

在将“综合素质”这一模糊的概念具体化后，

我们看到了学校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首先，

他们通常忽略隐性素质，只注重培养学生的显性

素质——因为显性素质的培养更容易在短期内出

成果，且成果更为显而易见。其次，在显性素质中，

他们也通常只注重知识的教授，而不是能力的培

养。因此，和发达国家的学生相比，中国学生通

常会被认为“缺乏综合素质”。

然而，这是全国的公立教育

体系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并非

云南独有。为何，云南就是培养

不出综合素质出众的学生呢？

3 见教育部官网：http://www.moe.edu.cn/srcsite/A05/s3040/201611/t20161110_288422.html。 

大卫·麦克利兰的素质模型在公社的运用

将冰山模型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著名公司（摘录）

大卫·麦克利兰的素质模型 公社素质培养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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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还低于青海、四川等地。此外，在小学、初中、

高中、高等教育四个阶段，云南的生均拨款额都

低于全国平均值。当然，教育资源分配需要平衡

多方因素，绝无可能做平均化处理，这样的分配

结果可以理解。

然而，教育资源分配差距背后，的确折射出

了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巨大差距。在2016年中国城

市 GDP 前100强排行榜4中，山东入选城市达15

个，江苏有13个，广东有9个，浙江有8个。然而，

昆明仅位列全国城市 GDP 排名第43位，是云南

省唯一一个进入百强的城市。此外，昆明的人均

GDP 仅为6.02万元，大大落后于许多在榜单上

排名靠后的城市，如东营、鞍山、湖州等。

经济的落后，也导致了教育理念的落后。

在教育实践中，我们发现家长很容易沉浸在

希望孩子“过上孩子该过的生活”的幻想中。他

们既舍不得孩子吃苦，牺牲自己享受人生的时间，

又不愿意在孩子身上大量投入。和自己的父母一

样，他们还看中短期利益，不注重为孩子规划未

来，不看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也不热衷于参

与学校教育。

这群父母，就这样蒙蔽在孩子会“自然地、

健康地成长”的幻觉里。在《不平等的童年》 一

书中，知名教育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把“自然成长”这一育儿方法定性为“美

4 具体榜单详见新浪财经头条报道：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693883292/157838?column=china&ch=9。 

每年，公社都会送员工到全国及世界各地

考察学习。去年，有老师机缘走访了北京市怀柔

区的某所普通小学。这所学校距北京市区约50

公里，绝非当地的重点学校，升学成绩也并不亮

眼。然而，这所学校竟能投资超千万建设数字校

园。通过数字化校园应用系统和 iPad 教室等项

目，该校得以大幅提升教学和管理效率。例如，

在 iPad 教室上课时，学生可通过面前的 iPad 实

时答题，教师能在大屏幕上即时观察学生的落实

度和对知识的吸收情况。通过检测多少比例的学

生做对了某道题，教师能随时调整班级教学进度，

便于因材施教。又比如，在该校的数字化校园应

用系统里，每位学生都有一个对应的行为分值和

表现记录系统。教师若看到学生的文明行为，可

随时用教师端 app 上传照片给学生加分，以兹鼓

励。这些数据，还会同步反馈到家长端 app，让

家长随时得知学生在学校的表现。

可以说，这所北京普通小学的数字化进程，

超过了云南最好的小学。可为什么北京的一所

普通小学和云南最好的小学间都有如此大的差

距？在 《2015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

告》 3  里，我们找到了答案。2015年，国家为云

南普通小学每位学生的拨款额（即生均拨款额）

为7,532.21元，北京则为23,757.4元，是云南的

3.15倍。云南的生均教育拨款不仅大大落后于北

云南为何培养不

出综合素质出众

的学生？

北京

青海

四川

云南

平均

省份 普通小学 普通初中 普通高中 高等院校

40,443

13,295

11,477

9,335

12,105

42,192

12,795

9054

8,231

10,820

61,343

19,651

13,056

14,711

18,143

23,757

10,472

8,984

7,532

8,838

2015-16 年年度全国各省教育生均公共财政拨款项（摘录）

单位：元

HOW CAN STUDENTS' CAPABILITIES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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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人阶级和贫困阶级通用的教育策略”5。而

《我们的孩子》一书的作者，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前哈佛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罗伯特·帕特南

（Robert Putnam）的表述则更为直截了当。通

过近20年的研究，他将这套育儿方法总结为“美

国下层阶级的教育”6。他认为，在这套教育理念

的影响下，下层阶级的孩子终身难以改变他们的

社会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是美国上层阶级

的教育。美国的上层阶级之所以能传承财富和社

会地位，与他们的教育理念密不可分。

首先，上层阶级更理解合作的重要性。他们

更愿意结识并信任社区的邻居，邻里之间时常互

帮互助。通过协同合作，他们共同照看孩子，参

加各种课外活动，这减轻了每个家庭的育儿负担。

其次，通过积极参与比赛和丰富的课外活动，上

层阶级的孩子培养了综合素质，积累了大量实践

经验，锻炼了沟通交流能力、合作能力和领导力。

这令他们更加大胆，敢于为自身争取更优质的教

育资源，并把握住各种人往高处走的机会。另外，

他们十分注重为孩子的长远规划布局，而不拘泥

于短期得失。

这一系列的教育研究，不仅解释了“自然成长”

这一育儿理念为何被美国的上层阶级抛弃，还揭

秘了阶级和财富传承的秘密。学校的标准和要求，

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紧密接轨。“自然成长”下的

孩子，几乎无法适应名校的学生选择和培养标准。

不适应标准，意味着难以取得优秀的学业表现。由

于缺乏规划和训练，即使机会到来，他们也会不知

如何表现自己，从而错失优质升学机会。

在“协同合作”观念指导下长大的孩子，则

有着更辛苦的童年。他们的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

的——学习课程、课外活动、掌握技能、参与竞

争、社会实践等。通过紧锣密鼓的学习，他们的

综合素质得到了极大提升。父母还积极参与学校

教育，与老师沟通、合作，并调动各种社会资源

更合理地为孩子规划人生。在言传身教下，孩子

学会了积极主动、独立自主、承担责任、参与竞争、

赢取机会。毫无疑问，只有这样长大的孩子，才

能在名校苛刻的选拔和培养标准前游刃有余、展

现自我。从小积累的巨大优势，是他们赢得优质

教育资源的秘诀。

“协同合作”育儿观，与公社的教育理念不

谋而合。“自然成长”或许能适应三十年前的社会，

但早已无法适应当下。美国是全球经济和文化最

发达的社会，无数上层阶级的成功教育经验已证

明，“协同合作”这一育儿观更能顺应时代和社会

的发展。若依然笃信“自然成长”，我们的孩子必

将折戟于残酷的学业竞争和务实的就业市场。

5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不平等的童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

6 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

“自然成长”育儿法与“协同合作”育儿法的对比

自然成长  (Natural Growth)

   不注重参与学校教育
   不注重与社区合作
   不注重培养综合素质
   不给孩子安排课外学习和活动
   只看短期利益，不注重长期规划

   寻求和学校与社区的合作
   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素质
   从小被安排各种课程和活动
   不注重短期得失，注重长期规划

协同合作  (Concerted Cultivation)

家族难以传承并提升财富和地位 家族容易传承并提升财富和地位

孩子更容易适应学校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标准
孩子容易适应社会，找到安身立命之道

孩子难以适应学校的人才选拔和培养标准
孩子难以适应社会，不容易安身立命

美国下层阶级 美国上层阶级

HOW CAN STUDENTS' CAPABILITIES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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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WE DEVELOP STUDENTS' CAPABILITIES?

我们如何培养学生的
综合素质？
HOW DO WE DEVELOP STUDENTS' 

CAPABILITIES?

昆明难以培养出学业表现和综合素质俱佳的人才，是因为缺乏优质资

源和先进理念。那么，公社如何引入和传递资源和理念，从而培养

出具有综合素质，有未来竞争力的世界公民呢？

我们的策略，是通过录取制度和淘汰制度，聚集文化契合高度的公

社家庭，再通过严格的招募、培训及培训效果评估，培养出文化契

合高度的公社员工。通过一年几百人次的外出学习，他们能带回世界

各地的优质教育资源和先进教育理念，并在公社落地。而在“协同合

作”的文化影响下，教职员工将与父母、孩子紧密协作，在公社素质

培养冰山模型的指导下，实现优质资源和先进理念的传递，培养出

具有综合素质的、有未来竞争力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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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素质培养模型，综合素质是学生的知识、能力、行为习惯、

思维、价值观、品性和动机的总和。在公社，我们通过以下六

种方式传递资源和理念，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

1、互动课堂 ：教授学生知识，培养学生能力 ；

2、爱与陪伴 ：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与品性 ；

3、学会阅读 ：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思辨能力 ；

4、智能教育 ：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逻辑思维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快速学习能力、编程能力、数理能力等 ；

5、学习乐园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

6、行为导向 ：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追求卓越的竞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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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程度上来说，教育是反人性的社会活

动。在当下的舒适与长久的安全之间，很多人第

一反应都是更加关注眼前的利益。但学习，则是

一件关注未来的事情。而学习与思考，则是打破

顺应人性的、感性的、追逐短期利益的思维方式，

从而构建出反人性的、理性的、看中长期发展的

思考方法的漫长过程。因此，学习就是不断突破

自我，放弃当下的享受，关注未来的发展的“反

人性”之路。

既然学习是反人性的，那么儿童如何能不对

此产生厌恶情绪，将学习坚持下来呢？教育心理

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对学生而言，学习活动中的

智力因素和情感因素是同时发生、交互作用的。

离开了情感因素，学习活动既不能发生，也难以

持久。它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超

过智力因素。因此，发展学生的情感、增进师生

的相互理解，能使学生更容易克服学习中遇到的

互动课堂

6.1 
困难和障碍，从而克服学习的瓶颈，将学习坚持

下来。

既然情感因素在学习活动中的作用时常大于

智力因素，那么公社是如何增强学生在学习活动

中的情感因素呢？我们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大班

互动教学，通过热火朝天的课堂互动，同时加强

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及学生与家长之间的情

感联系。在这三种情感联系的共同作用之下，孩

子能更容易克服学习过程中的困难，完成知识习

得、能力培养与智力开发。并且根据我们十一年

的实践经验，公社互动课堂中建立出的三种情感

联系的广度及强度，只可能在大班课程中实现，

因为少于20人的课堂将严重限制师生交互方式的

多样性及对课堂氛围的带动，从而削弱情感因素

的构建。

除此之外，公社的课堂互动还是学生与老师、

学生与学生及学生与家长之间的语言交际活动，

是一种从简单到复杂的意义建构，是交流信息、

表达情感的有效途径，也是培养学生语言运用能

力、思维能力、创新意识、发展健全人格的重要

手段。

HOW DO WE DEVELOP STUDENTS'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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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一对城市夫妇必

须双薪工作才能勉强维持体面生活。上班族们加

班更是常事，难以兼顾工作与家庭催生了一大批

“临时性留守儿童”。近日，“8岁男孩独自吃火锅，

4个位置轮流坐”的新闻刷爆微博。因为爸爸出差、

妈妈加班、8岁小学生无人照顾吃晚餐，竟独自一

人带上压岁钱去吃火锅。孩子的孤独刺激了大家

的情感神经。城市里的孩子学习时间越来越长，

可是父母的陪伴却越来越少。那么，我们能否将

这两段时间进行合并，让孩子在学习中感受陪伴，

让父母在陪伴中和孩子一起学习呢？

公社在创立之初，就采用了开创性的课堂教

学模式，即家长进课堂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在公

社的课堂中，孩子在前排积极回答问题，家长在

后排认真抄写笔记，且经常有亲子互动环节、亲

子合作作业等。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孩子能感

受到家长实时的关注和耐心的陪伴。而在陪伴学

习的过程中，家长能教导孩子尊重知识、尊重课

堂、热爱学习，从而以身作则地培养孩子的价值

观，塑造他们的品性。

爱与陪伴

6.2 

阅读原版书，是最有效的扩展孩子视野的方

法之一。对昆明家庭来说，跟提升社会阶层、环

球旅游、出国留学等相比，让孩子阅读是现有的

所有开拓眼界、获取咨讯、连接世界的手段中最

廉价的一种。孩子们从书中获得的，不仅仅是信

息，更是全球的思想、认知、文化、生活和价值观。

在购买外文书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国对

于进口图书的管控十分严格，绝大多数世界儿

童出版物都被挡在了国门外 ；剩下的，则要花

上一年多才能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解决以上问

题，我们修建了非盈利儿童外文图书馆，与 DK 

Publishing，Penguin Books，Walker Books

等童书出版社合作，将这一时间缩短到了3个月，

让每个孩子都能在第一时间读到他们喜欢的童

书。

如今，作为中国西部最大的非盈利儿童外文

图书馆之一，这里共有20,000多册原版英文书，

日均到馆读者约500人次。然而，孩子对书籍的

需求量越来越大，但场地有限。因此，我们创意

出了璞玉书店。首先，我们希望升级孩子的使用

体验，通过体验式阅读，让他们能乐在其中、释

放天性，像享受在主题乐园玩耍一样享受到璞玉

书店玩乐读书，让阅读和学习真正融入他们的快

乐和记忆中。另外，我们希望加入人文社科类书

籍，让经常等待孩子读书的家长也能享受阅读，

借此培养家庭阅读习惯。此外，我们想要更快速

地连接阅读、阅读教学和阅读教研。璞玉书店的

学会阅读

6.3 

HOW DO WE DEVELOP STUDENTS' CAP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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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1，明确指出人工智能成为国际竞争的

新焦点。应逐步开展全民智能教育项目，在中小

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

育、建设人工智能学科，培养复合型人才，形成

我国人工智能人才高地。

30年前，编程可能只是计算机行业才需要的

技能 ；到了今天，编程已经成为数学、金融、物

理等行业的基本工具。再过10年，编程完全有可

能成为所有脑力劳动者的基础技能。在美国，儿

童编程已经成为孩子继阅读、写作、算术这三项

基本能力外所需要掌握的第四项必备技能。为了

呼吁美国青少年学习编程知识，时任美国总统的

奥巴马还制作了的宣传片2。他甚至还亲自学习写

了一段程序代码，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会编程

的总统。此外，英国将2014年设立为编程之年，

将编程作为和数学一样重要的重点学科，规定所

有5-16岁的学生都必须学习编程。

对 编 程 能 力 的 重 视， 仅 是 国 际 教 育 转

向 STEAM 化 的 一 个 缩 影。STEAM 代 表

智能教育

6.4 

旁边，就是公社专注于研究儿童英文阅读教育的

教研中心。书店，可以为教研中心提供最前沿的

出版物和相关资讯 ；而教研中心出产的任何研究

成果，都能迅速转化到教学实践和书籍推荐中来。

科 学（Science）， 技 术（Technology）， 工

程（Engineering）、 艺 术（Art） 和 数 学

（Mathematics）。有别于传统的单学科、重书本

知识的教育方式，STEAM 是一种重实践的超学

科教育概念。它鼓励孩子在科学、技术、工程、

艺术和数学领域的发展，培养孩子的综合素养，

从而提升其全球竞争力。在美国，STEAM 教育

十分重要，大部分中小学都设有 STEAM 教育的

经费开支。

智能教育，是 STEAM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计算机科学的少儿普及化不是为了单单教会

所有孩子编程，而是编程所要求背后的思维能力、

逻辑能力和学习能力。为了帮助学生掌握未来社

会必备的能力，我们开始探索如何在公社的教育

体系中加入 STEAM 教育。而我们的第一步，便

是创新出了 C86英文教研中心的电脑教室。这一

教室配备了30台 Mac 电脑，将从提供编程入门

等综合能力课程开始，逐步拓展更多 STEAM 教

育的课程，以培养学生应对未来社会的逻辑思维、

快速学习能力、编程能力及对数理知识的运用能

力。当然，这一教室也会用于辅助国外同步远程

教学课程。

 1 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官方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0/content_5211996.htm。

 2 详见优酷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2MTU1NzM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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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孩子，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出

生成长在网络环境中的他们，总能轻易地找到看

似比学习更有趣的事物。

在娱乐工业精心打造的产品的诱惑下，让孩

子们享受到学习的乐趣、感受到学习的益处十分

困难，因为学习是理性的、反直觉的抽象思维活

动。要让孩子爱上学习，我们的对手，是游戏制

作者——他们精心钻研出令人上瘾的成就感积累

系统，令玩家体验到声光影三管齐下的有趣交互 ;

他们创设视觉化、数据化的即时反馈，带给玩家

现实中无法获得的可控感和安全感。根据《重庆

晨报》题为《“不能让孩子赢了手机游戏，输了自

己”》3的报道，手机游戏《王者荣耀》的注册用户

超过2亿，日活跃用户5000万。腾讯浏览指数平

台上的《王者荣耀》年龄分布显示，11岁至20岁

的用户比例高达54%。

这些强大的对手推出的产品和我们争抢着孩

子的注意力，促使我们不断思考 ：如何让学习变

得有趣，增加孩子在学习知识过程中的体验价值，

让孩子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精神满足，拥有深刻且

美好的回忆呢？

我们的解决方案，是结合学习与娱乐。

始于2008年，苦令营是公社每年夏季的重

点项目。每年的苦令营，既是对孩子英文综合能

力的强化，也是对孩子心智成熟度、挫折耐受度

和持续努力度的考验。不同于传统概念的夏令营，

苦令营以“没有付出、没有收获”为宗旨，利用暑

学习乐园

6.5 
期三周的完整时间，用平日常规课程9个月的课

时量，针对听说读写等能力板块进行系统性练习。

然而，刚开始的苦令营实在是太苦了，学生坚持

学习十分困难，需要极大的毅力和过人的耐力。

这并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因此，我们在苦令营中不断加入娱乐元素。

2017年的苦令营，我们升级了学生的互动感和

体验感，创造出了一所学习乐园。我们和云师大

实验中学合作，把建设路校区变成了一个主题乐

园 ：大型充气游乐设 施、X-BOX 竞赛挑战 场、

美食能量补给站……这个主题乐园不仅是玩乐的

乐园，更是学习的乐园。结营时，Time Factory

和 World Camp 营里从未学过自然拼读的学生，

能在20秒内正确拼读出20个单词。部分学生的进

步更大 ：在进苦令营之前完全无法阅读绘本的7

岁孩子，可以根据关键词和图片在30秒内复述出

一本绘本的故事情节，并且能准确回答出整个故

事的五要素。

创意出苦令营的学习乐园，既是我们对娱乐

工业盛行的反思，也是我们对如何保持学生学习

动机的重要尝试。唯有持续的动机，才能源源不

断地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和投入度，使他们成为

永不倦怠的终身学习者。

3 原载于《重庆晨报》，搜狐教育转载：http://www.sohu.com/a/166082836_17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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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肌肉，是有记忆的。肌肉记忆（Muscle 

Memory），指同一动作重复多次之后，肌肉就会

形成条件反射。人体肌肉获得记忆的速度十分缓

慢，可一旦获得，其遗忘速度也十分缓慢。例如，

很多弹过钢琴的人都有感受，练习次数多了之后，

在碰到某个和弦或某个键时，手指会自然摆成和

弦的形状移动到钢琴键旁边，好像根本不需要大

脑的指挥一样。

肌肉记忆，就是身体形成的习惯。习惯，是

由于无数次的重复或联系而逐步固定下来的变成

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行为方式。叶圣陶先生说 ：

“什么是教育？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凡是好的态度和好的方法，都要使它化为习

惯。只有熟练得成了习惯，好的态度才能随时随

地表现，好的方法才能随时随地运用。”4这就是

行为习惯的重要之处 ：它能将复杂化为寻常，将

困难变为简单。

在学习中，行为习惯的养成和肌肉记忆的获

得过程十分类似，需要经过千锤百炼。那么，公

社如何能保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将他们的动机变

成行为，再固化为良好的习惯呢？

我们把公社的存在本身，变为了一整套巨型

行为导向

6.6 
的奖励机制。

进入公社时间不久的学生年龄较小，普遍喜

爱即时物质奖励。因此，我们开发出了一套课上

课下的即时反馈机制。课上，授课老师和班主任

用 coupon 和 minipin 构成的即时奖励机制，将

老师们对于孩子的认可即时化、实体化，激励孩

子认真学习知识，积极回答问题。课下，他们能

用 coupon 及 minipin 换取各种公社提供的奖品，

进一步肯定自己课堂上的参与和努力。

而对进入公社时间较长的学生而言，几年的

学习已经令他们的行为习惯半固化。随着年龄的

增大，他们对纯粹的物质奖励已经提不起当初的

兴趣。那么，我们就要用精神奖励去调动他们的

学习积极性。于是，我们创新出了 C86英文教研

中心、璞玉书店和配套的 C86英文教研中心图

书馆，并把这一校区做为荣誉嘉奖给公社行为习

惯和文化氛围最好的班级。通过良性的竞争、凭

借自己的努力，孩子们能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

享受到更好的学习环境和配套设施，进一步固化

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与行为习惯。而他们，也将

作为公社的标杆班级，带动全校学习习惯和文化

氛围的提升。

这，就是公社行为导向的教育策略。它能长

期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

惯和追求卓越的竞争意识，从而帮助他们在未来

的国际化竞争中占得先机。

 4 引自叶圣陶《语文随笔》（中华书局，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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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烈的区域资源竞争，是全球化的必然结果。赤裸裸

的竞争令人不快，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现状。

美国的年轻一代，时常带着天真的幻想，做着童年的

美梦——因为他们处于人类社会的顶端，是世界上试

错成本最低、最不惧失败的人群。他们的乐观自信和

优越感，是整整三代美国人站在世界巅峰、衣食无忧

的进化结果。然而，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美国社会，

终究难以维持歌舞升平，开始了分崩离析。

人类始终不能独善其身，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作为

赶超者的中国，不敢有丝毫懈怠 ；而作为赶超者的我

们，注定是激烈竞争下充满焦虑、不敢停步的一代人。

愿越来越多的人尽早醒来，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为

我们的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搭建出更高的平台、争取到

更多的资源。到了那一天，他们或许才能真正地摆脱

焦虑，保有天真的幻想，做着童年的美梦。

寄 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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