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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期重构教育新常态 *

冯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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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场疫情，既是灾难，又是机遇，它改变了教育的常态。后疫情时期，我们需要在反思疫情之前的

“常态”和疫情中的“非常态”基础上，全面地重构后疫情时期教育的“新常态”。在教育目标上，改变过去只

注重知识、只关注认知的学习，不仅要学会认知，而且要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在教育内容上，

从只关注学科知识，转变为关注生活知识，尤其是关注直接和间接保全自己生命的生活知识；在教育形态上，改

变单一的学校教育，重视非学校教育的因素，从学校化社会逐步走向学习化社会；在学校组织形式上，改变学校

间封闭的、孤立的状态，建立学校间的虚拟联合体，共同开发、汇聚、享用教育资源，共同探讨、交流和研究教

育教学问题；在教学方式上，既要看到线上教学的便利，又要看到线下教学的不可替代性，逐步推进建立线下线

上混合、融合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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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造成
了全球已有逾15.8亿儿童和青少年因新冠肺炎疫
情而停课，占全球注册学生总数的91.3%。虽然
全球的疫情还在扩散蔓延，但中国的疫情防控已
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正在逐步恢复正常的工
作和生活。如果我们把疫情前原有的教育称为常
态，那么，疫情期间的教育就属于非常态，疫情
后则是教育的新常态。疫情作为突发的重大公共
卫生事件，对教育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如果我
们不能对疫情所造成的教育影响进行反思，就会
使疫情的教训白白地浪费掉，再遇到类似的突发
公共危机事件，仍会重蹈历史覆辙，重复同样的
错误。17年前过去的“非典”因为没有很好的反
思，面对今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就是一个沉
痛的教训。所以，教育必须抓住“疫赐之机”，
善于化危为机，实现祸福之转化[1]。疫情之后，教
育的恢复并非回到疫情之前的“常态”，而是经
过“非常态”之后重新构建一种“常态”，这是
后疫情时期教育的“新常态”。新冠疫情对教育
的影响不是单一的，我们需要在反思疫情之前的
“常态”和疫情中的“非常态”基础上，全面地
重构后疫情时期教育的“新常态”。

一、教育目标的重构：强化教育的“四大支柱”

“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
生存”是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
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教育：财富蕴
藏其中》提出的教育 “四大支柱”[2]。我国的教育
向来以知识为本位，学习知识是教育的主要目标，
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即便在疫情最紧要的时期，教
育部等部门做出推迟开学的决定，发出“停课不停
学”的通知，各地的第一反应就是利用网络进行课
堂教学，把线下课堂搬到线上，甚至有的地方提前
春季开学，使教育部不得不再次发文对一些地方错
误的做法做出纠正。尽管教育部发出的“停课不
停学”中的“学”不只包含学科课程的学习，但
线下教学的线上搬家，一时成为了不少学校“不停
学”的核心任务。令人痛心的是，在疫情最吃紧的
时期，有的学生“专心致志”上课，而不为疫情的
发展所揪心、担忧。他们在获得知识的时候，却丢
掉了人性和道德。疫情是对我们教育成果的检验，
实践证明，我们在培养学生学会认知、学会做事、
学会共同生活和学会生存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缺
失，这就要求后疫情时期我们必须加强“四大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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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的教育。
学会认知更多的是掌握认识的手段，获得学

习的方法和能力，而不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化知
识。只有学会了认知，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够以恰
当的方式从事学习活动。而我们的教育更多使学生
“学习知识”，而不是“学会认知”，一旦离开了
教师的监管，一些缺乏学习的自觉性、学习方法和
学习能力的学生，就表现得无所适从，直接影响其
学习成效。疫情期间，学生学习的效果不一，效果
好的学生多是自觉性和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因为他
们会学习，具有学习的自觉性和能力。相反，不会
学习的学生，学习效果差，而且因为脱离了教师的
监管，变得很不自觉，不得不使家长充当了教师的
监管角色，使家长叫苦连天。

疫情的发生，不仅是对学生学习能力的考
验，更是对人性、品德、生活能力和生存能力的考
验，这方面表现得比知识的学习更为缺乏。一些
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不
关心疫情的发展，不为疫区人民的命运所牵动，
更不会去做一个志愿者。疫情期间，出现了不少
刻苦认真的学习典型，但中小学生甚少到社区和
医院去做志愿服务，也鲜有这样的典型报道。一
些学生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做力所能
及的家务劳动，与父母缺乏交流沟通，产生亲子
关系的紧张和焦虑感。随着疫情期间学生在家时
间越来越长，亲子矛盾越来越严重、越突出，甚
至出现了多起由于亲子关系失当而发生的极端事
件。疫情期间虽倡导“全民居家”，过起私人的
生活，但疫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就是一个公共
生活。有的人出门不带口罩，不配合疫情防控检
查，不遵守公共规则；有的人更是只为自己的利
益，甚至损害他人的利益，凡此种种，暴露了我
们在公共生活中的问题。疫情之下，考验着我们
公共生活的能力。有的学生，面对疫情，面对困
难，缺少解决办法，被动依赖父母和成人，生存
和生活能力欠缺。而就在疫情肆虐，全球断航的
情况下，24名荷兰孩子，为了回家，从加勒比海出
发，乘着帆船，历尽艰险，经过38天的航行，横渡
大西洋，回到了他们的故乡。这就是一群荷兰孩
子在疫情中表现出来的强大的生存能力。面对荷

兰的孩子，再次想起了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日夏令
营较量的故事。近30年过去了，面对重大的危机和
困难，我们孩子的生存能力何在？我们的教育在
孩子面对困难，锻炼其生存能力上做了些什么？

未来的世界是不确定的，人类面对的问题，随
时可能发生，充满着随机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
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也无法针对某个问题准备确定
性的知识和技能，因此，在这个不断变化的全球环
境中，年轻人需要适应能力，这已被证明是有效应
对这一次疫情的关键。我们以不变应万变，教育的
“四大支柱”就是要培养学生应对不确定性的能
力。21世纪教育委员会指出，“在任何一种有组织
的教育中，这四种‘知识支柱’中的每一种都应该
得到同等的重视，使教育成为受教育者个人和社会
成员在认识和实践方面的一种全面的、持续终身的
经历”[3]。

二、教育内容的重构：关注生活知识

理论上讲，知识有两类：一类是人类生活经
验的直接知识，一类是人类积累的间接知识、书本
知识。直接的知识是源自于生活的经验，间接知识
是对生活经验的理性提炼，是学科化的积累。读万
卷书获取的是间接知识，行万里路获取的是直接知
识。原始的教育(不限于原始社会)源自于生活经验
的学习，但学校出现之后，教育越来越局限于学科
知识之中，淡化和排斥了生活知识，学生极易成为
高分低能的“知识人”。

教育的目的不完全是学习知识，尤其是固定的
学科知识，但知识肯定是教育的载体，而且是重要
的载体。在教育中，“什么知识最有价值”是确定
教育内容的正当性依据。英国哲学家斯宾塞认为，
教育的目的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因此，评判知识
依据就在于看它对生活的满足程度。斯宾塞根据知
识对生活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提出了五个方面，
其中排在最前面的是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的知识，
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有助于自我保全的知识。

有研究者的调查表明，这次疫情中，最受学生
关注、最受学生欢迎的知识是与他们生命状况相关
的知识，学科知识放在第二位，甚至是还在后面①。
但我们在线上教学中，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关

① 杨东平教授5月12日在腾讯所做的“后疫情时代：可以期待的教育创新”的公益讲座中提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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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的首先是学科知识，而不是生活知识。学生学习
生活知识的机会，比如参加家务劳动，甚至被认为
“不务正业”，被家长所代替。重构教育目标，从
学习知识到学会做事、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必须
关注生活的知识，教授给学生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
和态度。

疫情暴露了青少年学生生活知识的不足，最明
显的是斯宾塞所说的直接和间接保全自己生命的两
类知识。直接保全自己生命的知识，是生命安全与
健康的知识。疫情威胁到人的生命时候，使人们才
意识到保全生命的重要性，生命安全与健康知识的
重要性。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示:“要
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生命健康包括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健康的行
为与生活方式，学会预防传染性疾病，具备公共卫
生事件应对的能力，学会防范外界可能的危险，及
危险发生后可能的应急规避技能，这些都应该是生
命安全与健康的重要方面，它关系直接关系到一个
人的生命的存在。如果一个人连生命都不存在了，
谈何教育的意义。相信经过这场疫情，每个人都会
倍加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因此，对学生开展生命
安全和健康教育，使其树立珍爱生命、健康第一
的理念，具备维护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知识和技
能，养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应该成为后疫情
时期教育关注的重点。

与间接保存生命相关的是生态伦理和公共伦理
的知识。生态伦理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病毒
由野生动物所引发，但责任不在于野生动物，而在
于人类贪食野生动物的陋习。确立生态伦理观念，
就是要改变人类对自然的傲慢和征服的心态，尊重
生命，敬畏生命，保护生物的多样性，树立“人与
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践行绿色文明的生活
方式。公共伦理处理的是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疫情期间出门戴口罩，不隐瞒旅行史，都是
公共生活的要求。公共伦理就是要遵守平等公共规
则，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共生活，敢于担当，乐
于奉献，为自己也为他人负责。

三、教育的形态：重视非学校化教育的作用 

现代教育建立在这样一个理念上：儿童隶属
于学校、儿童在学校中学习、儿童只能在学校中

接受教育[4]，学校是基于学是教的结果这一信念而
建立起来的一种制度[5]。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
著名学者伊万·伊里奇出版了《去学校化社会》
(Deschooling Society)一书，对这一理念进行批判，提
出了要“打破学校的法定垄断地位”“取代学校的
最根本的办法将是提供一种网络或者服务，这种网
络或服务将为每个人提供能与他人探讨共同关心的
问题的平等机会”[6]。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72年
发布的《学会生存》报告中，称伊里奇主张“教育
非制度化”，并在社会上“取消学校教育”的观
点，是一种激进的批评和激进的计划，但“这种观
点至今没有实验上的依据，因为仍然处于理智的臆
想阶段”[7]。然而，没有想到的是，这次疫情的全
球暴发，学校普遍停课，学生居家学习，以网络代
替学校，为伊里奇的“激进计划”提供了一次“去
学校化”的全球范围的实验，但实验的结果能够证
明学校可以取代吗？

最近我国中小学正在或已经分期分批地开学，
从家长和学生对学校的热切期盼，可以直观地感受
到学校不能被取代。疫情期间，许多学校响应“停
课不停学”的号召，积极利用网络课程资源和线上
会议、直播平台开展课程教学。虽然线上网络进行
依然可以达到传授知识的目的，但面对电脑和网
络，人与人之间的隔空交流，缺少点“人气”。因
为教育是人对人的交流，尤其是心灵的交流。面对
面交流的教师、同伴在一起的学习环境和真实的校
园“人气”氛围在教学中是难以替代的。校园为学
生创造更直观的同伴“合作与竞争”的关系，也提
供更实在、更高效的师生互动机制。居家的网络学
习，缺少教师的监管，其良好的学校效果，就取决
于学生的自觉和自律性。我们对学生居家“学会学
习”自觉性和能力不应该盲目乐观，有调查表明，
在日本、爱沙尼亚等国，学生的确有自律学习的习
惯，而这样的国家在世界经合组织(OECD)中占比不
到40%，在其他国家，如西班牙、法国等，这种自
主性是极少的[8]。我国学生的自律学习的效果也不
应被高估。有的调查显示，我国学生对网络学习的
认可度达到七成左右，三成学生不满意①。很多教
师表示学生复课后的学习效果是参差不齐的，在线
学习之下，有些自律性、自觉性更强的学生的学习
效果显示较好，而平时没有自学能力、自觉性稍差

①  杨东平教授5月12日在腾讯所做的“后疫情时代：可以期待的教育创新”的公益讲座中提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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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在线学习效果的效果就不甚理想。
以居家学习取代学校，可能因家庭差异，导致

增大教育差距。首先是硬件上的差距。网课要求符
合条件的电子设备(智能手机、电脑、平板)与稳定
良好的网络状况，这对贫困家庭而言并非易事，这
一部分学生的需求绝不能被忽视。有些家庭因为没
有宽带架设，只能使用流量上网，网课长期消耗的
流量资费也是家庭难以承受的高昂。有些家庭几个
孩子，有限的设备和较拮据的家境无疑对孩子接受
网络教育造成了困窘，甚至造成贫困家庭的学生因
无法上网出现极端事件。有调查研究表明，疫情中
我国只有一半的农村学生能够上网课，能够用电脑
上网课的农村学生不到一成，农村每天网上学习时
间明显低于城市学生①。在家学习要求更多的父母
参与度，这对于教育背景更好、家境更宽裕的家庭
而言，是比较容易达成的，但对于父母文化水平不
高、更为贫困的家庭而言，在此又得弱势许多。因
此，由于疫情导致的教育差距与贫富悬殊拉大，教
育差距的问题在疫情期间更为凸显。如果在学校，
尤其是公立学校，学生享有一样的设施设备和学习
环境，比起“线上”是更为公平的竞技场，有助于
缩小由城乡差距和家庭贫富差距对学生带来的不利
影响[9]。

这次疫情的“去学校化”实验，尽管学校
教育的缺失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毕竟教育离开了
学校还是能够运行的，这意味着学校也不是教育
的唯一，似乎“去学校化”也是可能的。我认
为，后疫情时期，不要学校，是不现实的，至少
是不完美的。但疫情使我们看到，学校在教育系
统中的地位肯定会下降，非学校教育的地位会提
升，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的联系会变得越来越
密切，会从学校化社会走向学习化社会。按照学
习化社会的设想，不仅学校承担教育职责，而且
非教育机构也将承担教育职责。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在2015年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
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中指出：“当今的教育正
在从传统的教育机构转向混合、多样化和复杂的
学习格局。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流畅的一体化的教
育，让学校教育和正规教育机构与其他非正规教
育机构开展更加密切的互动”[10]。

四、学校组织化的重构：建设开放的虚拟联合体

现代教育的发展，是学校组织制度化程度不断
提高的过程，以至于现代学校越来越成为制度化教
育，在教育系统内也越来越相互独立、相互隔离。
在现代教育体制中，学校都是作为独立的实体而存
在，学校与学校之间各自为政、独立运行。虽然我
国近年来为推行教育均衡发展，实行集团制或者
托管制等多种模式，促进学校的合作，但其形式
的意义大于实质的合作，深层次的合作与共享状
况并不理想。这种孤立封闭的学校管理模式，在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各个学校暴露出了教师
线上教学能力匮乏、线上课程资源不足、师资不
能共享等突出问题，直接影响疫情时期学校教学
的顺利开展。

疫情中，针对单个学校的教育资源不足问题，
一些地方采取了合作共享的办法，如上海以“同一
学段、同一播出时间、同一批授课老师”的方案推
出在线教育，由市级层面统一授网课，集中优质教
育资源，为各校提供同样的资源，有力地解决了各
校资源的不足。同时，各校的老师在网上统一授课
之后，根据各自学生的学习状况，由原先的老师开
展学习辅导，这样的做法既集中了优质教育资源，
统一授课，提高了质量，保证每个学生接受教育
的公平；又能够针对每个学生的情况，进行个别
化辅导答疑，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很好地把
“大班上课、小班研讨、个人独立研究”结合起
来。当然，利用互联网的交互性，还可以建立教
师和学生的交互学习平台，尝试建立虚拟的学习
社区环境。在线教学有利于更好地建立跨学科、
跨学校、跨区域的教师教学共同体，发挥教师教
学共同体的作用[11]。

所以，疫情改变了实体学校间的组织方式。
疫情之后，我们不是重新回到原来的学校和班级形
态，而是要研究和吸收这些有益的方式，使之得到
推广运用。在实体学校之间联合起来存在诸多体制
上障碍的情况下，可以利用互联网突破时空限制、
人员身份限制，进行资源的有效整合。在某一个学
区或者几所学校的联合体中建立互联互通和资源共
享的网络资源平台，建立基础教育学校教育教学的

①  杨东平教授5月12日在腾讯所做的“后疫情时代：可以期待的教育创新”的公益讲座中提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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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联合体”。虚拟联合体可以由上级教育行政
部门组织开发，也可以由各校联合组织开发，既有
国家规定的统一课程，也有各校独立开发的校本课
程，课程资源实现共享，联合体内的学生可以在各
自的实体学校里面享用虚拟联合体的相关课程与实
践资源，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教师、喜欢的领域修
习课程。在这种情况下，学生既属于各自的学校，
又共同拥有一个虚拟联合体。就教师而言，虚拟联
合体内的教师可以共同开发、汇聚、享用教育资
源，共同探讨、交流和研究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
共同指导学生的学习与健康发展[12]。

联合开发教育资源，既要有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的统一指挥、统筹规划，又要有优质学校发挥引
领带头作用、提供师资支撑，还要有相关的教育企
业提供技术支撑，及时开发新的教育产品、教学设
备与学习资源。所以，后疫情时期，必然突破实体
学校的概念，打破实体学校的制度隔阂，在一个更
大的虚拟的范围内，走向教育资源的联合体，成为
资源聚合的中心，也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更丰富的资
源。虚拟的学校联合体，如同超市，成为学生自主
学习的中心，便于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开展个性化
的选择学习，真正地实现学习化社会的目标。

五、教学方式的重构：线上线下互补的混合式
教学

线上教学本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对很多老师
来说，在教学实践中并没有真正运用。疫情期间，
面对“停课不停学”的要求，线上教学成为学校教
育的重要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广大教师也完成
了一次信息化教学的大练兵，创造了几乎覆盖全体
教师的线上教学样式。应该说，线上教学在疫情当
下为完成教学任务提供了保证。疫情也大大加快了
线上教学的进程，改变了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学
习的方式，提高了教师运用教育技术的能力。后疫
情时期，如果仅仅回到前疫情时期常态的线下教
学，失去了发展线上教学的机会，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在新常态下，一定要很好利用这次广大教师
线上教学的宝贵经验，推动线上教学的发展。但疫
情之后，如何看待线上教学在现实教育中的地位，
这里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持较为谨慎的态度。有学者认为，教
育遭遇疫情的袭扰属于突发性的、非常性的偶然事
件，在疫情期间，师生将网络工具作为最核心的
教学手段是应对事物偶然性而为之的，引发这种
非常事件的原因并非教学规律，而是病毒所致，是
不得已而为之的被迫之举[13]，它只是能起到临时替

代或补充的作用。现实中我们看到，线上教学带来
了明显的问题，表现为有效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不足，学生的学习效果受制于学习的自律性，总的
来说，学生表现参差不齐，有的学习效果并不佳。
对在线教学学习效果师生评价的调查表明，教师认
为“比在学校正常学习差”的占63.8%，学生认为
“比在学校正常学习差”占38.0%[14]。当然，出现
这种情况，也可能是教师缺少线上教学的能力，只
是简单地把线下课堂搬到线上。但也有人认为，即
便不是课堂的简单“搬家”，教育技术关注的是
“技术”，缺少“教育”的真正发生，导致教育
为技术所异化，背离教育的本真[15]，这是对线下教
学更根本的质疑。教育的本质，在雅斯贝尔斯看
来，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是人与人
的精神相契合[16]。所以，教育的根本不是知识的堆
集，而是智慧、情感和心灵的发展。线上教学，
缺乏面对面交流的教育意义，显然不利于情感的
体验和人格的发展。人的社会性本质，决定了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人性所需，永远不可能少。所
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中明确指
出，“数字技术不会取代教师”[17]，即便是线上教
学，也是教育，它不取决于技术的发展，而取决
于育人的目的。因此，线上教学必须回归育人的
本位，服务人的发展。

一种是乐观的态度，认为线上教育具有线下教
育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最适合
自己的学习内容、难度、呈现方式和交流方式，从
而实现“面向每个人，适合每个人”的教育。我们
不能仅仅把线上教育作为线下教育的临时替代或补
充，要以这次疫情的线上教育实验为契机，加快构
建线上线下融合的教学新常态，充分发挥各自的优
势和不可替代性，实现1+1>2的效应[18]。这种观点
不在少数，而是很多学者的观点，反映了对疫情之
后教育方式新常态的期盼。有学者还提出后疫情时
代，人类将全面进入“双线教学”的时代，深度进
入“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混融共生”，即“双线混
融教学”的新时代[19]。

无疑，线上和线下是当今教学的两大形式，各
自都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缺陷，理想的情况
是二者之间的融合，但这需要一个发展的过程。有
学者把这一过程概括为辅助阶段、融合阶段和超越
阶段[20]。辅助阶段以线下课堂教学为主，发挥线上
教学的辅助作用。融合阶段，是指线上线下教育同
时并存，互为补充的混合教学。超越阶段，是把互
联网作为一种思维和文化，发挥其互联互通、多样
性、个性化的优势，实现教育范式从标准化教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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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教育、从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变。线上
线下融合的教育形态，改变学校的功能和教师的定
位，学生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网络上实现自主的、个
性化的学习，学校已不再是获取知识的地方，而是
学生“玩耍”交流的地方；教师把对知识传授的关
注转向对人的发展的关注，不再是知识的传授者，
而是学生成长的陪伴着、激励者和共生者。

从现实的情况看，对于大多数学校来说，短
时期内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还不具有现实性。当
前，发达地区少数学校可能已经处于融合阶段，正
在探索进入超越阶段。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可以探
索从辅助阶段进入混合式的教学阶段，借助于发达
地区开发的优质课程资源，使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孩
子也能够享有同样优质的资源，降低教育成本，提
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但不论怎么说，后疫
情时期，我们一定不能错过线上教育的发展时机，
因为它代表着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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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tructing the New Normal of Educa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Feng Jianju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Abstract: an epidemic is both a disaster and an opportunity, which has changed the normal state of educa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w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reconstruct the “new normal” of education in the post-epidemic period based on the reflection 
of the “normal” before the epidemic and the “unusual state” in the epidemic. In terms of educational goals, change the past that 
only focused on knowledge and only on cognition, we should not only learn cognition, but also learn to do things, live together 
and survive; in terms of education content, it has changed from focusing only on subject knowledge to focusing on life knowledge, 
especially on life knowledge which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saves one’s life; in the form of education, we should change the single 
school education,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ors of non-school education, and gradually move from a school-based society to a learning-
oriented society; in the form of school organiz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change the closed and isolated organizational form between 
schools, establish virtual consortia between schools, jointly develop, gather and enjo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jointly discuss, 
exchange and study education and teaching problems; in terms of teaching methods, we should not only see the convenience of online 
teaching, but also see the irreplaceability of face-to-face offline teaching, and gradually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offline and 
online mixed and integrated teaching modes.
Keywords: post-epidemic period; education; 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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