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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提出的本质是教育哲学的本体性回归，由现代教育的知识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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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和学业质量标准。在学校层面，要建立与核心素养对应的校

本化核心素养目标、课程体系，变革课堂教学方法，提升教师核心素养。核心素养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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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实

施素养遴选项目以来，世界主要国家和国际

组织都先后启动了围绕“核心素养”的教育目

标变革。我国也于 2016 年正式公布了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为什么要提出核心

素养的概念，为什么要实施基于核心素养的

课程改革，如何在教育实践中落实核心素养，

这是研究和落实核心素养必须要厘清的基本

问题。教育实践变革的根本原因都是源于教

育理论对实践问题回应的结果，而这种回应

的本质往往是源于教育哲学的发展。本文试

图从教育哲学的视角追问核心素养的教育哲

学本质，并从实践逻辑视角探析基于核心素

养的教育实践变革。

一、追问核心素养的教育哲学本质

教育实践的每一步前进都伴随着哲学理

论的发展。在过去一百多年来，基于“实用主

义”［1］教育哲学诞生了“做中学”的经验本位

和实践本位课程发展；伴随“结构主义”［2］教

育哲学诞生了“学科结构”课程开发实践；伴

随“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诞生了“理解课

程”［3］。核心素养作为一种课程目标理论的

提出，必然有其哲学本质发展的原因。

（一）为什么把发展核心素养作为课程

目标

当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原有的教育理

论似乎要进入“失灵”的状态。由于信息化的

发展，带来了人类“知识爆炸”的时代，这意味

着按照以前基于“学科结构”或“做中学”等教

育理论的课程发展，无论怎么学，知识也学不

完，甚至知识刚学完已经过时，技能刚学会已

经淘汰。而且，人工智能自我学习能力的发

展，正对人类的认知能力形成新的挑战。此

时，人类必须思考，到底用什么新的理论引领

我们的学习和教育。这成为人类教育面临的

时代性问题。

核心素养的提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为解决这些具有时代性的教育实践问题而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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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育人目标新体系。核心素养提出的本质

是教育哲学的本体性回归，即由现代教育的

知识本位的教育哲学观，回归到基于人（儿

童）本位的教育本体论。既然知识无法学完，

那么，我们转变一个视角，从谁来学的角度思

考教育问题，这就是让教育的本体再次回归

到学习者，回归到人，回归到教育的真正本

体，回归到人的需要。［4］世界经济合作发展

组织从这个教育本体的视角，选择了一个概

念，即“素养”。素养是与人相伴的通过后天

学习而形成的能力和品格。但有限的教育时

间无法培养人的全部素养。通过对人的核心

素养的遴选，实现“以少胜多”的效果。在每

个人有限的学习时间里，发展其最为核心的

素养，从而使其具有持续学习、生活发展、参

与社会生产所需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而

人生所需的其他素养的发展，则通过核心素

养逐步撬动其发展。因此，核心素养是最必

要、最关键的基础性素养，是超越知识、能力

和态度的综合表现。从知识本位到人本位的

教育哲学本体回归是核心素养提出的根本原

因，是教育哲学的本体论回归。

（二）为什么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多

采用三分法构建

通过已经公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体系，以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的

核心素养体系［5］，我们发现在构建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体系时，很多组织采用了三分法的

构建体系。采用三分法构建核心素养体系，

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核心素养的本质是育人目标，而育人目

标的本质是教育的价值取向。核心素养体系

建构与教育价值取向有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教育价值问题是教育实践的基础，决定着教

育行为的方向。价值哲学认为，价值是客体

对主体的意义或有用性。价值是关系范畴和

属性范畴的综合体，［6］它是客体功能属性对

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教育价值是教育作为

客体对教育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在教育实

践中由于教育实践主体对教育客体的需求不

同，表现出教育主体的不同教育价值选择和

价值取向。但无论教育价值取向如何，最终

都要依靠教育对人的培养来实现。因此，教

育的根本价值就是对人的发展价值。人的价

值是哲学中基础问题之一。人的价值可以分

为“元价值”、“工具性价值”、“消费性价值”

三个层次。“生命价值”是人的元价值，人的社

会生产价值是工具性价值，人的社会生活价

值是消费性价值。［7］教育价值结构与人的价

值结构紧密相连。教育价值的根本价值是教

育的元价值（教育的个体性价值），教育的工

具性价值是通过教育元价值的实现而间接实

现的，而教育的消费性价值（教育的社会性价

值）也是通过教育的元价值和工具性价值实

现而实现的。因此，教育的元价值（个体性价

值）、工具性价值和消费性价值（社会性价值）

紧密相连，具有递进的结构关系，构成了相对

严谨系统的教育价值三元分类体系。教育的

各种现象最终都可以归因到教育三元价值分

类体系中得到合理解释。［8］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与三元教育

价值分类体系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在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中，自主发展

对应的是教育的元价值（个体性价值）；文化

基础对应的是教育的工具性价值；社会参与

对应的是教育的消费性价值（社会性价值）。

由此可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顶层逻

辑与教育价值的分类逻辑严谨对应，体现了

严密的教育价值顶层设计。三个领域分别体

现了对人的个体性的发展、工具性的发展和

社会性的发展，分别对应了教育的元价值、工

具性价值和消费性价值。三个领域相互协

同、相互融合、相互促进。中国学生发展六大

核心素养都基于教育价值的顶层逻辑，体现

了本领域的特征。健康生活和学会学习，是

具有个体性的素养，可以也必须通过个体自

主努力才能实现的素养；人文底蕴和科学精

神则体现了人类当前对所积淀下来的工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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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能力的顶层分类体系，是每一个人应

该具备的基础性和关键性的工具性素养；责

任担当和实践创新，看似不太相干的两大素

养，却有着必然的内在逻辑，这就是两者都要

通过社会性参与实践来实现，都具有社会性

的素养属性。尤其是责任担当，是对人所有

社会性特质高度提炼的核心素养。（见表1）

（三）核心素养与综合素养有什么本质

区别

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公布以后，

如何理解核心素养和综合素养的关系成为理

论与实践界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核心素

养与综合素养，或全面素养并不矛盾。核心

素养是从素养存在结构逻辑和发展地位范畴

提出的概念，即核心素养是指基础性、必要

性、关键性的素养。综合素养是从人的素养

领域上提出的概念，主要侧重素养的内容范

畴，是对全面素养的选择性表达。因此，关于

核心素养和综合素养以及全面素养的比较与

争论本身是不具有理论逻辑和实践意义的。

综合素养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择性地体现了人

的全面素养，但不一定具有结构的复制性。

核心素养的发展对综合素养具有全息发展的

撬动性。［9］

二、核心素养的实践逻辑与案例分析

2014年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标志着我国课程改革进入核心素养

时代。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和教育实践

开始启动。核心素养的实践一方面体现在国

家教育政策的发展上，这是基于核心素养教

育变革的一般逻辑。另一方面，核心素养的

实施要落实在学校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即核

心素养的校本化实践。

（一）核心素养实施的政策发展

如何在国家整体教育实践中落实核心素

养，在《意见》文本中已经做了整体的部署。

《意见》指出，研究制订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

系和学业质量标准，要根据学生的成长规律

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把对学生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总体要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

关内容具体化、细化，深入回答“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意见》还指出，教育部

将组织研究提出各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

系，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

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突出强调

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

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根据《意见》的

总体部署，落实核心素养至少要做以下三个

方面工作。

一是要研究构建学段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发布后，根

据《意见》的精神，还要结合学段特点，研究构

建适合不同学段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学段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更加适合不同年龄阶段学

生发展，更加贴近学生。在学段核心素养整

体构建发布前，学校可以结合落实国家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尝试构建适应学校育人目标

的校本化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现学校办学

特色、育人目标与落实国家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的关系。

二是要研究学生基于学科学习形成的学

科核心素养。学生发展核心素养需要在学科

课堂学习和学校生活中形成。因此，研究每

一个学科给学生带来的核心素养发展可以称

为学科核心素养。目前正在编制的高中学科

课程标准，已经研究构建了高中学生学习学

科知识后逐步形成的学科核心素养。义务教

育阶段的学科核心素养也必然在未来的学科

课程标准修订中建构。学科核心素养对学生

价值分类

教育价值

核心素养领域

价值属性

元价值

生命发展价值

自主发展

个体性

工具性价值

生产能力发展
价值

文化基础

工具性

消费性价值

社会生活能力
发展价值

社会参与

社会性

表1 核心素养体系与教育价值体系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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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核心素养的形成起到支持的关系，学科

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具有内在的关

联性。教师在研究学科教学中，要研究学科

核心素养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之间的内在联

系，从而在课堂教学中体现核心素养目标。

三是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制定学业质量标

准。根据《意见》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制定学业

质量标准，并基于学业质量标准指导课程开

发，基于学业质量标准实施课堂教学，基于学

业质量标准指导考试命题。学科核心素养与

学业质量标准是未来课程教学的重要依据。

（二）核心素养实践的校本化逻辑与案

例分析

核心素养最终要在学校办学实践中落

实，因此核心素养的校本化实践是未来学校

发展重要的任务。核心素养的校本化实施遵

循演绎逻辑，即由学校的办学理念到育人目

标，再到课程体系建构和课堂教学实施，层层

递进发展，形成理念贯通、逻辑自洽的实践体

系。我们以北京教育学院附属学校联盟的校

本化核心素养体系建构与实践为例，介绍核

心素养校本化实践的一般逻辑。

1. 校本化核心素养育人目标体系建构

核心素养的本质是育人目标，因此核心

素养校本化实践也必将从学校的育人目标重

构开始，并逐步构建基于核心素养育人目标

的课程体系、课堂教学和教师发展。根据《意

见》，核心素养是对立德树人、德智体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育人目标内容的具体化和

细化，因此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学校也要依据

国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体系，对学校原有

的育人目标进行具体化、细化和系统化，使其

成为落实教育方针、体现核心素养、具有校本

特色的育人目标体系。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结合落

实国家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构建了校本化

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育人目标。学校提出

“个人与健康的生命发展素养”、“自然与科学

的工具性素养”、“人文与社会的消费性素养”

三大核心素养类别，并基于学校育人目标，进

一步细化学校核心素养体系，结合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育人目标表述，构建十大学子的

校本化核心素养育人目标体系。在个人与健

康的生命发展素养领域，提出培养健体学子、

阳光学子、敬业学子三大目标；在人文与社会

的消费性素养领域，提出培养博识学子、乐群

学子、文艺学子三个目标；在自然与科学的工

具性素养领域，提出求真学子、创新学子、巧

手学子三个目标。学校提出九大学子目标实

现的最终目标是成为“天地学子”，意为“天地

胸怀、家国情怀”。学校希望培养的每一名学

生都成为具有家国情怀的责任担当之人，成

为具有天地胸怀的人生理想之人。北京教育

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构建的校本化核心素

养体系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具有紧

密的逻辑对应关系。（见表2）

核心素养领域

学生核心素养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学校
校本化学生核心素养

校本化核心素养领域

自主发展

健康生活

健体学子

阳光学子

个人与健康

生命发展素养

学会学习

敬业学子

文化基础

人文底蕴

博识学子

文艺学子

人文与社会
消费性素养

科学精神

求真学子

自然与科学

工具性素养

社会参与

创新实践

创新学子

巧手学子

责任担当

乐群学子

天地学子

人文与社会
消费性素养

表2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每学期末，学校通过学生自主申报的方

式，评选九大学子，并分别颁发学子奖章，引

领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当九大学子奖章都得

到时，颁发第十个天地学子奖章。学校通过

这种激励性评价，将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入学

校教育全过程。

2. 基于校本化核心素养体系培养的课程

体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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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课程体系建设，是

核心素养育人目标的必然要求。学校课程体

系回答了怎样培养人的问题。由于核心素养

是具有系统性、整合性的素养体系，因此学校

要建立与核心素养体系结构相自洽的课程体

系，实现育人过程与育人目标的契合，真正使

核心素养在学校课程中得到落实。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结合落

实校本化核心素养，构建了校本化的三元全

息课程体系。三元全息课程体系采用领域式

课程整合方式，通过对国家、地方、校本三级

课程整合，构建了“个人与健康”、“自然与科

学”、“人文与社会”三元课程领域。三元课程

领域与核心素养的三个领域一一对应，实现

了对核心素养的课程培养。此外，学校开设

了具有综合实践特色的全息性课程，以实现

对学生核心素养和持续发展的撬动。

3. 落实核心素养的全息课堂

基于核心素养的学校课堂教学变革是核

心素养得以实现的重要途径。在提出核心素

养概念之前，教师的教学主要依据三维目标

实施教学，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价值观。核心素养提出以后，教师教学

过程就需要逐步转向核心素养目标。课堂教

学所依据的核心素养目标可以从两个层面选

择：一是选择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中的具

体素养和素养要点作为课堂教学核心目标；

二是可以根据所教学科，选择学科核心素养

作为课堂教学的核心目标。

此外，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要具有全息

认识论的意识，核心素养不是依靠一节课能

培养的，但每一节课都在撬动学生一生的素

养，因此教师要站在学生终身发展的角度思

考课堂教学价值，设计课堂教学活动，让每一

节课都成为具有全息性的课堂教学。

评价是引导和监控教学目标达成的保

障。因此，要引导教师基于核心素养实施教

学，就必须建立基于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评

价方案，用评价引导教学实践，用评价监控教

学效果，用评价反馈教学成果。其中，基于核

心素养的学生学业质量评价是落实核心素养

的难点和关键点。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业质量

评价，要超越对学科知识学习结果的评价，体

现对学生学科经验、学科思想、学科方法、学

科情感、学科持续学习力等学科核心素养的

行为性评价。要通过学生学业质量评价和课

堂教学评价撬动核心素养的实施，保障核心

素养的落实。

北京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学校联盟提出了

落实核心素养的全息课堂教育指导方案。全

息原理是基于全息现象抽象提炼的基本原

理。全息现象是指整体上的任何一部分或母

体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包含着整体

或母体系统全部信息的现象。从全息认识论

来看，核心素养就是人的全面素养的基本全

息单元，这也意味着这种素养的全息单元可

以结构性复制到教育的任何一个环节或结构

中。课堂教学是核心素养落实的最后环节，

因此，基于核心素养全息认识论特点，构建全

息课堂是落实核心素养的有效策略。全息课

堂依据全息结构原理、全息发展原理、全息重

演原理，提出了思维为本、知识为体、迁移为

法、实践为基、素养为核、智慧为重、整体建

构、全息发展八大策略。学校还依据全息课

堂原理和策略构建全息课堂评价方案，以评

价全息课堂实施效果。

北京教育学院附中率先在初中英语、初

中物理、高中地理和高中数学学科中探索基

于核心素养的全息课堂研究教学。比如，在

英语时态教学中，教师运用“全息重演原理”

以“你的经历和未来”为主题，组织学生讲述

自己成长故事和未来理想，重演语言时态生

成的时间情景，从而在语言表达的时间情景

中体验时态的语言学本质，通过小组互相找

出时态表达错误的方式，调动学生语言学习

的积极性。在初中物理教学中，教师为了突

破初中物理教学中学生对物理量的理解问

题，运用全息重演原理和全息发展原理，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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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认识物理单位”主题教学。教师引导学生

重现物理单位诞生的故事，在现场体验物理

单位量的大小，从学科本质角度感受物理单

位量的存在和意义，建立了物理持续学习的

学科核心素养。这些教学案例体现了基于核

心素养的学科教学变革。

（三）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发展

教师的教育观、质量观、课程观、知识

观、教学观如果不根据核心素养的提出而转

变，核心素养就无法真正落实。因此，核心素

养提出后，教师专业发展要加强对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训，让教师理

解核心素养的本质，掌握核心素养的实践逻

辑，从而建立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观、课程观

和教学观。此外，还要参考学生和学科核心

素养，逐步建构教师发展核心素养体系，提升

教师的专业素养。教师发展核心素养是教师

在职前学习和职后实践与培训过程中逐步形

成的，满足教育教学和学生发展需要的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

同时，教师发展核心素养是教师从事教

育教学工作所需要的最关键、最必要的基础

性素养，是教师通过教育学学科专业学习和

教育教学实践与专业培训逐步形成的，是教

育学、心理学、课程与教学论、德育论、学生组

织与管理等多种教育学理论与教学实践技能

的综合表现，是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素养

体系，教师的核心素养水平伴随教师的专业

成长而发展。

北京教育学院为了提升附属实验学校教

师的核心素养，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师

发展核心素养体系。［10］教师发展核心素养是

落实学科核心素养，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基

础。因此教师发展核心素养要体现学生为本

的哲学素养、师德为先的基础素养、教书能力

的关键素养和育人本领的教育目标素养。教

师发展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共同构成了基于核心素养变革的三大

要素。

三、核心素养时代的未来展望

核心素养的提出将开启教育实践新的时

代。核心素养的到来意味着教育实践必须从

新的哲学视角出发，重新开启新的教育理论

与实践发展新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哲学

特征是以人为本，即儿童为本、学生为本，为

此，这个时代教育目标的核心将以人的发展

为重点，教育行为将关注到每一个人的全面

发展、持续发展；这个时代重要的课程特征是

以素养为中心，课程发展将超越知识本位，超

越学科结构主义，知识学习和教育过程成为

人的素养发展的过程和工具，课程评价将超

越知识，而更加关注人的核心素养的发展；这

个时代的学校也将发生根本性变革，围绕人

的核心素养的发展，学校将超越传统的班级

授课、依据教材教学、按照学科分类的模式，

学校将通过整体规划实现学生学习的全时空

和个性化服务；这个时代的教师也将发生职

业方式的变革，传统的依据教材传授规定性

知识的模式将被彻底打破，教师真正成为学

生学习的引路人，教师将根据学生个性化特

征，与学生共同研究制定学习进程，共同组织

学习材料和学习方式，围绕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实施教学过程。此外，教育评价、教育形

态也都将基于核心素养进行变革调整。我们

清晰地认识到，这种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变

革才刚刚开始，这种变革将成为未来的主要

教育特征，开启面向未来的教育时代。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也将开启

中国教育的新时代。我国于 1999 年提出了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战略主题。经历十多年

的发展，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于2016

年 9 月正式公布，这意味着中国教育的核心

素养时代已经开启，中国教育与世界教育共

同站在了核心素养时代的起跑线上。这次新

的起跑对中国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

历史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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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决定国家和民族未来的核心竞争

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是适应教育

变革的需要，有利于激发教育发展活动，有利

于释放教育红利，有利于建成教育强国，是国

家发展的人才培养需要。中国发展已经逐步

超越跟随和学习阶段。从社会管理到现代企

业运行，从技术创新到基础研究的突破，都需

要一大批具有创新和实践能力的现代人才。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公布是在国家发展关键

时期，落实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举措，是

适应国家发展需要，具有时代价值和历史意

义的教育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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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quiry of the Essence of Key Competencies and the Exploration on Practices

Yang Zhicheng

Abstract：The essence of key competencies is the ontological regression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from the
knowledge-based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modern education to the human-based（children-based）education ontology.
The key competencies system of Chinese students' development has a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three-dimension
educational value classification system，which embodies the educational values in individuality of human life，
instrumentality and sociality. Key competencies play the role of holographic leveraging on comprehensive competencies.
At the level of educational policies，the implementation of key competencies should build standards of period key
competencies，discipline core quality and academic quality. At the school level，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school-based
core literacy goal and curriculum system corresponding to key competencies，to reform classroom teaching methods and to
promote teachers' key competencies. Key competencies open a new era of education and bring a new challenge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s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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