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由于
疫情的影响，新教育实验大量线下的研
讨展示、开放周活动改为线上活动，但
这并没有影响新教育实验持续前行的
步伐。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的价值引领下，新教育人直面挑战，
共克时艰，扎根“田野”，深耕项目，书写
了新教育实验发展的新篇章。

1.新教育实验第二十一届研
讨会在线上召开，新教育实验发
布年度研究报告。

2021年 10月 23日至 24日，新教育
实验第二十一届研讨会顺利举行。此
次研讨会由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新教育
分会主办，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和兰州
市教育局承办，研讨会主题为“营造书
香校园”。因疫情影响，本次研讨会所
有议程均为线上直播。各实验区、实验
学校积极组织，以集中收看与分散观看
相结合的方式参与，全国各地 40多万
新教育人齐聚云端，共享思想盛宴。全
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
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新教育实
验发起人朱永新代表新教育研究院发
布年度研究报告《阅读搭建精神的天
梯》。各新教育实验区教师的实践、探
索、创造成果丰硕，在会议中精彩呈现。

会议中，14个实验区、27个实验学
校正式加盟新教育实验。至此，新教育
实验已覆盖 14个地市级实验区、176个
县级实验区、8326所实验学校，参与师
生逾836万。

2.新教育实验合作办学取得
新突破，3所学校分别落地苏州、
徐州、厦门。

2021年 9月，苏州新教育学校、厦

门新教育学校、徐州新教育学校于 3地
同时开学，开启了新教育实验旗舰校的
培育工程，为新教育实验理论进一步落
地奠定了基础。

3.江苏昌明教育基金会（新
教育基金会）开启系列“新教育实
验特别支持计划和项目”。

2021年，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与江
苏昌明教育基金会发扬新教育公益精
神，在以往新教育研讨会年度盛典的基
础上，丰富内涵，创新发展，联合推出智
慧校长、榜样教师、完美教室、卓越课程
等“年度新教育实验推广特别支持公益
计划项目”，为新教育实验一线校长、教
师鼓劲加油，助力新教育教师专业成长。

4.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陆续
发布，书目研制基本完成。

新教育实验在“2021领读者大会”
上，重磅推出了新教育新阅读研究所历
时多年研制的“中国中小学师生学科阅
读书目”之小学语文、小学数学、中小学
德育三大学科阅读书目，这三大书目分
为学生基础阅读书目与教师基础阅读书
目，各包括30本必读书目和70本推荐书
目。三大学科阅读书目的推出，将为更
多教师、父母、阅读推广人的阅读指导，
提供更多便利。把最经典的好书，给最
需要的师生。新阅读研究所“中国中小
学师生学科阅读书目”基本完成。

5.新教育年度实验区工作会
议召开，探讨新教育如何助力“双
减”落地，增强区域教育办学
活力。

2021年 12月 7日，2021新教育实

验区工作会议在线召开，全国各实验
区、实验学校 5万多名新教育人通过新
教育未来学习中心、新教育APP等平台
参与会议。重点研讨了新教育实验如
何助力“双减”改革政策落地，增强区域
教育办学活力。来自江苏省徐州市、南
通市海门区，山东省莒南县、四川省金
堂县等 9个实验区的教育局局长、新教
育实验负责人，围绕落实“双减”政策，
讲述各新教育实验区在操作层面上的
行动与策略。江苏省教育学会副会长
叶水涛以《“双减”背景下，新教育实验
如何助力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为题作
专题报告，中国陶行知研究会新教育分
会理事长许新海博士以《新时代、新站
位，深化区域新教育实验深耕行动》为
题作工作报告，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
新教授作总结讲话。

6.召开 2021新教育国际高峰
论坛，新教育开启写作研究新征程。

2021年 12月 25日至 27日，2021新
教育国际高峰论坛暨第五届长三角（苏
州湾）教育对话于线上成功举行。本次
活动由苏州市新教育研究院、苏州市吴
江区人民政府主办，苏州市吴江区教育
局承办，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协办。
爱奇艺、新教育未来学习中心、新教育
APP同时对活动进行了直播，超过 19
万人次在线观看。

本届论坛以“新教育写作”为主题，
由美国严文蕃教授、英国麦克法兰院士
带领的团队和以范小青、成尚荣、王尧、
颜莹等为代表的中国专家，从理论、实
践等不同层面阐述了写作的重要意义。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以《以写作塑
造更好的自己》为题作主旨报告，中国
陶行知研究会新教育分会理事长许新
海博士作论坛总结，并代表大会发表

“吴江宣言”。本届论坛开启了新教育
写作研究新征程。

7.《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报》
教育科学版刊载《新教育实验 20
年：回顾、总结和展望》。《新教育
实验：为中国教育探路》多语种陆
续出版。

2021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报》
教育科学版刊载了朱永新教授的文章
《新教育实验 20年：回顾、总结和展
望》。朱永新暨新教育实验迄今有 70
多本书被译介海外，涉及 28 种语言。
2021年出版发行的有：《当代中国教育:
走在教育强国的路上》《教育的对白：朱
永新对话麦克法兰》以及翻译为阿拉伯
文、希伯来语、印尼语的《新教育实验:
为中国教育探路》，翻译为波兰语、哈萨
克文的《致教师》，翻译为希腊文的《中
国古代教育思想史》《外国教育观察》，
翻译为乌克兰语、乌兹别克语、阿尔巴
尼亚语的《朱永新教育小语》、日文版的
《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等著作。

8.新教育实验两项成果获得
2021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新科学教育研
究所等新教育专业研究机构的专家，根
据新教育实验卓越课程体系计划，持续
深化五大卓越课程研究，推进区域基地
学校建设，开展项目学习研究，取得了
一批阶段性研究成果，其中有两个项目
荣获省级教学成果特等奖。

9.2021博鳌全球少儿美育论
坛暨新少年国际艺术节（石榴艺
术节）正式启动。

2021年 12月 26日，由博鳌全球

少儿美育教育论坛组委会、新教育研
究院、新教育基金会共同主办的 2021
博鳌全球少儿美育论坛暨新少年艺
术教育节（第二届）在线举行。本次
论坛暨艺术节以“以美为媒，美育未
来”为主题，邀请近百位专家、学者与
学生家长、一线教育工作者，以及关
心教育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相聚“云
端”，响应新时代美育精神的号召，汇
聚社会力量，凝聚共识，加强美育的
社会资源供给，多方协作开展博鳌美
育行动，共同打造一个具有广泛影响
力、可持续的、高品质的美育平台。
央视频和央视网进行了主论坛全程
官方播出，B站首页、中国教育新闻网
进行专题页面全面报道，抖音进行艺
术节和论坛等互动直播，视频号、微
博、百家号、小红书等进行了全程直
播和互动讨论，实现主论坛实时观看
达 80万人次，整体关注达 200余万人
次，同时组织数千所合作学校和机构
线下观看。

10.新教育实验的推广模式
转型变革。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影响，
2021年新教育实验对推广模式进行
了转型变革，大量的培训项目转为线
上举行，新教育培训中心做出了积极
的探索，搭建了未来学习中心线上学
习平台、新教育网络师范学习中心
等，共同为全国新教育实验区校、教
师提供良好的服务，全年线上参与培
训的新教育实验区教师超过百万
人次。

2021年，全国各地新教育实验区、
实验学校积极探索、创新实践，正以行
动悄然改变着我们的教育生活，新教育
实验正成为推动中国教育改革进程的
一支重要的民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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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金堂县举行
新教育实验区建设十年学术大会

本报讯（通讯员 吴 兴 安）2021
年 12月 23日，贵州省镇远县举办新
教育实验一周年观摩会。该县教师
发展中心、教学研究中心、督导办公
室、党建服务中心负责人，全县新教
育实验各县级行动组组长，全县中
小学校长（园长），新教育实验试点
学校“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
笔”“构筑理想课堂”“缔造完美教
室”行动组组长，教师代表，县教科
局班子成员到场全程观看。

在观摩活动中，各实验学校陆
续登台展示新教育实验实施以来
取得的成效。展示结束后，全体人
员观看了新教育基金会发给镇远
新教育实验区的祝贺视频。随后，
新教育实验研究专家张硕果代表
基金会向镇远县捐赠 20000 元童书
并作发言。她说，新教育是激发孩
子潜能，增强教师职业幸福感的教
育，新教育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
法，它在教师面对教育问题、困难
的时候，不再是选择抱怨、逃避，而
是主动选择接受、克服，新教育理
念会引领教师们不断克服困难，提

升专业技术，丰富精神世界，做幸
福的教师。

在现场观摩环节，镇远县第二初
级中学、城关镇第三小学、第五小学等 3
所展示校校长分别以《牵手新教育
不负好时光——谈学科核心素养与
新教育实验的融合》《构筑理想课
堂，在新教育实验背景下促进教育
教学质量全面提升》《新教育实验如
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学校艺术品
牌建设》为题作报告，分享实施新教
育实验以来的经验以及思考，并通
过具体的案例详细说明了学校在新
教育实验的引领下各方面取得的突
出成绩。师生们以教师课堂展示、
学生社团活动展示等形式呈现了该
县推动新教育一年来取得的成果。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新教育培
训中心研究科科长许卫国作《新教
育理想课堂行动的理论和实践》专
题讲座。他围绕“为什么要变革课
堂”“怎样进行课堂变革”“课堂变革
下的深度追问”阐明了构筑理想课
堂的思路、举措和核心。他说，构筑
理想课堂的目的就是让每一节课都

是一次愉快的“邀请”，让每一节课
都成为孩子快乐的源泉。

张硕果作营造书香校园专题讲
座——《让阅读成为生活》。在讲座
中，她围绕“无限相信阅读的力量”

“营造良好的阅读环境”“构建完整的
课程体系”“成为有协助能力的大人”
四个方面全面阐述书香校园的构建，
提出书香校园建设的“非常 6+1”途
径，并通过生动形象的故事和案例深
刻论述“阅读是人生最大的变量”。

镇远县教科局党组书记、局长
杨力作总结发言。他说，新教育实
验给镇远教育增加了魅力，给教师
添加了动力，给学生带来了活力。2
天 3 校的成果展示让人印象深刻，
也让人信心倍增，更好地展望着未
来。镇远教育人始终坚信守住每一
间教室，守住每一个孩子，就是守住
教育，而新教育实验就是在唤醒每
个人主动去守住这样的教育。“我们
要自觉肩负起‘为党育人 为国育
才’的使命担当，狠抓‘双减’落地
生效，用心用情努力做新的教育、行
的教育、爱的教育。”

贵州镇远县举办新教育实验一周年观摩会

本报讯 (通讯员 陈婷婷）1月 6
日，由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主办、金
堂县教育局承办的金堂县新教育实验
区建设十年学术大会在该县金堂中学
举行，来自新教育研究院、四川省陶
行知研究会、新教育基金会的嘉宾，
各片区督导组组长、全县乡镇片区以
上中小学校长（园长）等 100余人参加
了会议。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
央副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新
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为大会作
视频致辞，充分肯定了过去 10年金堂
新教育实验区“相信新教育、坚守新教
育、践行新教育、创造新教育”的执着
追求与不懈努力，并勉励金堂在“双
减”背景下，坚守新教育实验这块沃

土，深耕“十大行动”，依靠新教育实验
服务“双减”落地，办好老百姓家门口
的好学校，助推区域教育公平、优质、
均衡发展。

四川省陶行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席晓艳，新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
东强，金堂县副县长岳金玫，金堂县
教育局局长刘伟分别作了大会致辞。
本次大会为在“深耕‘十大行动’，庆
典新教育十年”评优活动中的获奖学
校和教师代表举行了隆重的现场颁奖
仪式。

金堂县教育局学校安全保障服务
中心主任张通平作了题为《聚焦“新生
命教育”，深耕“十大行动”，以新教育
实验助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
专题报告。该县 6名校长、教师代表进

行了新教育叙事，中国陶行知研究会
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四川省陶行知
研究会副会长汤勇为大会作了专业点
评。全国知名教育专家李镇西在大会
总结中充分肯定了金堂新教育 10年来
取得的成就，在他看来，金堂县坚守了
新教育的初心。

1月 7日，金堂县 5所新教育优秀
示范学校围绕建设书香校园、开发卓
越课程、构筑理想课堂等新教育行动，
举行开放活动，彰显学校新教育 10年
建设与研究成果。5所学校充分展现
了师生在校园中认识新教育、感受新
教育、践行新教育、享受新教育的路
程，师生们通过行动让教室成为共同
经历生命成长的场所，让学校成为共
同收获幸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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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2月 25日至 26日，2021年新教育国
际高峰论坛在线上举行。来自美国、英国等国
的专家及全国各地的新教育同仁相聚云端，围
绕新教育写作主题进行深入研讨，形成“吴江宣
言”，内容如下：

当今社会，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
人类进入“泛写作时代”，写作逐渐“去精英化”，
正在成为一种大众化的生活方式，成为编码生命
意义、提升生活境界、建设美好生活的现实需要。

就 写 作 而 言 ，从 学 校 到 社 会 ，从 学 生 到 家
长、教师，还存在出于外在目的而非内在生命
需要而写的功利症，人云亦云、缺乏主见的失
语 症 和 三 五 天 有 热 度 、三 五 年 难 坚 持 的 短 期
行为症等问题。

写作是灵魂深处的自我对话，是人际交流的
高效路径，是终身学习的不二利器，是生命价值
的自我成全。

新教育写作指教师、孩子及家长一起写随
笔（日记），立足于每一天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在写随笔（日记）的过程中体验生活，反思自身，
相互编织，彼此润泽，共同成长。新教育写作不
是为了培养作家，而是培养真正的思考者，让师
生及家长通过写作，成为一个会思考的人、一个
幸福的人、一个更好的自己。

新教育实验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写作，把
师生共写随笔和教师的专业写作（反思）作为新
教育的重要行动之一。 2002年，新教育师生发
布随笔、交流思想的网络平台——教育在线网
站成立。 2005年，新教育实验第五届研讨会提
出“专业阅读 +专业写作 +专业发展共同体”的
新教育教师成长“三专模式”。 2007年，新教育
实验第七届研讨会提出“晨诵午读暮省”“共读
共写共同生活”的新教育师生生活方式。 2009
年，新教育实验第九届研讨会提出“书写教师的
生命传奇”理念。2018年，新教育实验第十八届
研讨会提出以“做中学、读中悟、写中思”作为新
科学教育实施路径。 2019年，新教育实验第十
九届研讨会指出写作是新人文教育的重要方法
之一。

新教育写作坚持主体性、体验性、反思性、专
业性、交互性、长期性等原则。新教育写作主体
多元，形式不限，贴近一线，内容真实。教师、学
生、家长等都可成为写作的主体。叙事式、感悟
式、案例式、论述式等各种形式皆可。新教育写
作要求源于生活，基于现场，发自内心，审辨思
维，讲述真实故事，发表真切观点，体现现实关
怀，追求专业品质。

新教育实验通过重建写作理念、加强阅读积累、积淀生活体验、强
化专业指导、搭建交流平台、坚持榜样引领等策略，推动新教育师生和
家长共同书写自己在教育生活中的生命在场、自我成长和意义呈现，
用文字见证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生命就是书写一个故事；教育就是让每个人有省察地书写自己
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起拿起笔来，努力将“对活着的珍爱”一点一
滴转化为有意义的生命痕迹，让写作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让生
命的每一天都开出一朵花来，经由岁月的积淀，成为最好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