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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开幕

教育类公益项目需要更多创新实践
8 月 20 日，第三届中国教育

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在北京师
范大学开幕。“新一千零一夜”农
村寄宿留守儿童睡前故事、少年
派素养课程体系及科技助学模
式、云桥学院：农村教师与高校
师范生专业互助成长平台等三
个 公 益 项 目 入 选 最 高 大 奖
SERVE 奖，引起参会教育系统代
表的高度关注。

“搭建政府、教育机构、公益
组织共同参与教育创新的平台
是教博会的主要目标之一。 我们
希望引导社会力量加强聚焦教
育内涵发展的软性产品开发，促
进优秀教育创新成果转化，形成
改善公共服务的合力，繁荣教育
创新发展；有效促进政府购买专
业服务，推动教育治理方式现代
化。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创
新研究院院长刘坚表示。

SERVE 奖由来

本届教博会以“聚焦核心素
养 全力推动教育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题，由北京师范大
学主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创新研究院、中国教育与社会发
展研究院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协同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共同承办。

在首届教博会关于教育创
新成果定义的基础上，第二届教
博会明确提出教育创新成果的
SERVE 模型，主张优秀的教育创
新成果应具有正确的价值理念、
明确的标准规则、系统的解决方
案和成功的实践案例四个核心
要素。

换言之，优秀的教育创新成
果应尊重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
发展规律， 具有明确的适用对
象、适用范围、适用问题以及关
于产品和服务等的清晰效用、方
法程序、 应用模型和操作规范，
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整体性
的“产品”和服务体系，并且在实
践中得到成功的应用。

在社会机构已经从投入与
捐赠硬件设施设备为主逐渐转
向推动教育内涵发展的教育投
入与捐赠转变的当下，这一模型
对公益机构设计教育类公益产
品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按照这一模型，本届教博会从
500 多项申报成果中优选 100 项
成果进行展示，又从 100项成果中
推荐了 10项 SERVE奖成果。

这 10 项成果有大学与中小
学携手，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有
效实践探索；有运用公益项目服
务农村留守儿童、助力农村教育
发展的持续行动；有来自一线学
校的项目，直指教育改革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 更有打下中国烙
印、培养中国心，专注提升国际
竞争力的情怀。

三个公益项目获奖

在 10 个获奖成果中，“新一
千零一夜”农村寄宿留守儿童睡
前故事、少年派素养课程体系及
科技助学模式、云桥学院：农村
教师与高校师范生专业互助成
长平台等 3 个来自公益领域。

由歌路营设计实施的“新一
千零一夜”农村寄宿留守儿童睡
前故事，围绕农村寄宿留守儿童
的心理特征和需求， 由少儿编
辑、教育心理工作者和播音主持
人联合开发，录制适合儿童的睡
前故事和起床音乐。

成果主要内容包含小学 1-6
年级 1001 个故事，初中两年 300
个故事以及 120 个囊括世界各
种风格和文化的儿童音乐。 故事
内容涉及 100 部经典少年儿童
文学，阅读量达到 300 万字。

小学版故事注重习惯养成、
健康人格、同学关系、环境适应、
情绪表达、问题解决等。 初中版
故事突出自我认知、 青春成长、
情绪管理、抗挫能力、代际沟通、
社会适应等方面的能力培养。

经过随机对照试验评估发
现，项目可显著降低、改善农村

寄宿留守儿童的抑郁风险和被
霸凌现象。 截止到 2017 年 8 月，
成果已覆盖全国 28 省区市 447
个县的 2736 所学校。 每天有 74
万寄宿留守儿童享受着睡前故
事带来的美好童年。

“这是一个低成本、 高效率
的教育公益产品。 ”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表示。

由少年派助学计划设计的
少年派素养课程是一套面向小
学 3-6 年级学生，以跨学科整合
学习、进行贴近生活的实践活动
为核心的课程。

该计划利用高科技设备和
互联网优质资源，为教育资源匮
乏地区的学校提供平板电脑，选
派项目老师驻校教学，为乡村老
师提供培训， 引导学生正确、充
分利用网络进行自主学习，探索
学生自主管理、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的新模式。

项目成立四年以来，成果已
经覆盖云南、贵州、河南、河北、
江西、 安徽等 6 个省份，25 所乡
村小学，惠及学生 8 万人次。

由首都师范大学和欣欣教
育基金会等共同发起实施的云
桥学院依托移动互联网，将高等
师范院校导师、师范生、区域教
研员、一线学科教师、农村草根
明星教师以及基金会志愿者等
多方力量结合起来，为偏远贫困
地区的农村教师提供云端陪伴
式专业发展服务。

通过在线和移动平台，面向
农村教师开设《提升信息化教学
能力》、《技术促进英语教学》、
《创客与可视化编程》 等云端课
程，成为架起农村教师专业发展
的桥梁。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孟繁华给出了这样的推荐词：一
座云桥，一端连着师范院校和教
育基金， 一端接着偏远农村教
师，用移动互联的力量，搭建中
国教师互助成长的云平台。 不同
的群体，一样的情怀，在细碎的
时光中践行各自的使命，用真心

陪伴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用技
术推动农村教育的前行与变革，
用教育点亮偏远农村儿童成长
的希望之光。 ”

目前，云桥学院已服务于全
国 25 个省市 343 所偏远贫困农
村学校的 2489 位教师， 其中在
线课程完成率 43%，优秀率 18%。

购买第三方服务制度
亟待建立

三届教博会共展示了近 700
项教育创新成果，它们来自中国
的每一个省份，包括香港、澳门、
台湾地区； 它们来自教育界、企
业界、公益界；来自一线教师，也
来自专家学者……

这些成果从学段上看，指向
学前、义务段较多，高中段偏少；
普适性的成果较多，特定指向的
成果偏少，针对弱势群体和学习
困难儿童的成果较为贫乏。

总体上讲，企业界的教育项
目往往在“正确的价值理念和成
功的实践案例” 方面存在欠缺；
而教育系统的成果常常缺乏“明
确的标准规则和系统的解决方
案”， 缺少成果推广应用的热情
和能力。

通过对这些成果的分析研

究，刘坚认为社会各个行业共同
参与教育创新成果培育与应用
的局面初现雏形；教育部门正在
从采购设备装备向采购教育专
业服务过渡； 用企业的方式、市
场的机制，解决教育核心问题的
社会企业正在成长；社会机构已
经从投入与捐赠硬件设施设备
为主逐渐转向推动教育内涵发
展的教育投入与捐赠转变。

与此同时，很多问题亟待解
决。 第一，由于教育治理体系现
代化尚未建立，购买第三方服务
的制度、经费投入、准入机制很
不成熟。

第二，教育创新成果作为一
种特殊的“产品”，如何建立有效
的政府政策支持、 舆论环境、市
场规则，还有待破题。

第三，由于教育问题的复杂
性、 市场机制的不可预见性，教
育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机制尚不
成熟，资本市场深度介入教育内
涵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有待激
发。

为此，刘坚倡议，建立教育
创新成果转化国家级实验区，研
制和试验教育创新成果准入机
制、制度安排、专业评估、交易平
台、专业人才培养培训、舆论引
导等系统化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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