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4
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

新教育６ 刊
见习编辑:许妍E-mail:jybfktg@163.com

新教育简史

2000年
朱永新著作《我的教育理想》出版，

提出新教育的主要理念，标志着新教育
实验正式诞生。

2002年
“教育在线”网站开通，成为传播新

教育的主要平台。第一所九年制新教育
实验学校——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
正式挂牌。同年，《新教育之梦》由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新教育实验的构想基
本形成。

2003年
第一届新教育实验研讨会在苏州昆山

召开，确定第一批新教育实验挂牌学校。

2004年
第一个新教育实验区在泰州市姜

堰区正式建立。

2006年
新教育实验第六届研讨会在清华

大学举行，提出新教育的核心理念“过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新教育研
究中心成立。

2007年
新教育研究院（协调机构）、新教育研

究会（研究机构)成立，提出“新教育精神”。

2009年
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成立，成为新

教育教师网络学习的重要平台。同年，
《新教育实验操作手册》系列丛书出版。

2010年
新教育基金会成立，为新教育学术

研究和新教育向贫困地区公益推广筹
措资金。新阅读研究所成立，中小学教
师、学生、父母基础阅读书目陆续发布。

2012年
新教育亲子共读中心成立，发起新

教育种子计划和萤火虫项目。升级为
新父母研究所，后又与新家庭教育研究
院合并，是新教育实验家庭教育与家校
合作共育的研究机构。研究出版了 21
册新父母教材《这样爱你刚刚好》。

2013年
新教育教师成长学院成立，是新教

育主要培训机构，成立以来每年培训
近2万人次。

2015年
新生命教育研究所成立，围绕“拓展

生命的长宽高”的核心理念，编写了从小
学到高中的全套24本生命教育教材。

2019年
新艺术教育研究院创办。首届新

艺术教育节暨“新少年国际艺术教育
节”在苏州举行。同年，《新教育实验:中
国民间教育改革的样本》出版。

2020年
新教育实验第二十届研讨会在江

苏盐城大丰举行。会议期间举行了新
教育实验二十年展。按疫情防控要求，
现场参会虽只有 500多人，但在线上观
看直播的人次超过120万。

2006年，日本学习院大学教
授到昆山玉峰实验学校考察新教
育实验。

2008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
《沸腾的中国教育改革》，专章介
绍新教育实验。

2009年，韩国政府“21世纪
智慧韩国工程”项目组邀请朱
永新赴全北大学讲授新教育。
同年，韩国语文学社出版发行
10 卷 本 韩 文 版《朱 永 新 教 育
文集》。

2010年，新教育发起人朱永
新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第六届
剑桥沙龙公开讲坛和马萨诸塞州
大学波士顿校区教育学院进行演
讲，介绍中国新教育实验。同年，
新教育理事会理事长许新海博士
应邀赴新加坡德明中学做“中国
新教育”演讲。

2012年，麦克劳希尔教育集
团引进新教育著作《朱永新教育
作品》16卷英文版版权，此后 3
年，《朱永新教育作品》16卷英文
版陆续在全球发行。

2016年，朱永新应邀在麻省
理工学院国际教育论坛、哈佛大
学中国教育论坛介绍新教育
实验。

2017年，蒙古国教育部派 50
名校长、教师在新教育教师成长
学院接受培训。

2019年，《中国新教育》《新教
育实验：为中国教育探路》等分别
出版英文、法文等版本。至此，朱
永新的 20余部著作已经先后被
译为28种文字、46个版本。

朱教授每年访问超过 100所学
校，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改变了
中国一些学校生硬刻板的教学模
式，引导他们开创更加全面灵活的
教育模式，以期更适应当前瞬息万
变的世界。

——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
授、英国科学院与欧洲科学院院士
艾伦·麦克法兰

解决我们在 21世纪所面临教
育问题的可能性，孕育在新教育
实验所进行的教育革新之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
佐藤学

新教育实验推动了中国教育行
动的研究，推动了一种中国教育风
格的研究，它如一条鲇鱼，必将搅动
中国教育这一缸水！

——中国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
委员，国家总督学顾问 陶西平

朱永新和他的新教育实验，以阅
读为核心和抓手，激励、团结广大教
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深刻影响了中
国这个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教育
改革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从
应试教育向关注个人成长的教育的
转变。由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多样性，
新教育实验的成功也为世界各国，特
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跨越贫
富差距，解决教育不公难题，实现跨
越式发展和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
资借鉴、可以复制的优良模式。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
张明舟

新教育实验将教育理想扎根中国大地，
扎根校园，不断开掘，不断发展，深入探索立
德树人的实现方式，逐步完善新教育的育人
范式，为中小学素质教育提升注入源头活水。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成为愈来愈多
教育人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领。兰州新教育
的实践证明，新教育是融合创新的教育，是知
行合一的教育，是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甘肃省兰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
局长 南战军

朱永新教授是我教育梦的领航者，是我
一生的导师。他的新教育思想改变了我和我
的老师们，更改变了我所经历的一所所学校、
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们，让我们能够凭着对教
育理想的执着追求，开启新教育实验逐梦的
实际行动。

——常州市武进区清英外国语学校
校长 奚亚英

我 50岁走近新教育。新教育不仅消除了
我的职业倦怠，让我的阅读更疯狂，更理性，
也更有实效性，更重要的是我能清醒地追寻
人生的意义了。今年我 62岁了，我成为新教
育的培训师，看着一个个因为新教育实验而
改变的年轻老师，我知道，我不能停止前行的
脚步。

——四川省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教师
郭明晓

十年行走，新教育像血液一样深深融进
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与骨
骼，在我们的灵魂里汩汩流淌、深深塑造！新
教育让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绛县许多父母
的家庭观和育儿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山西省绛县新父母学校创办人
赵晶

朱 永 新 ，苏 州 大 学 教
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
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
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
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陶行知
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与社
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
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兼职
教授，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中国教育 30人论坛和 21世
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共同发
起人。

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委托的研究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
等基金项目并多次获奖；
在 国 内 外 发 表 教 育 论 文
600 余篇；出版了《我的教
育 理 想》《我 的 阅 读 观》
《致教师》等 40余种著作，
其中 16 卷本《朱永新教育
作品》等 20 余种专著被译
为 英 、日 、韩 、法 等 28 种
文字。

他对教育理想的不懈
追寻与执着行动，感动着千
千万万人，曾被评为“当代
教育名家”“全民阅读形象
代言人”“为了公共利益”年
度人物、中国教育 60年 60
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中
国改革十大新闻人物、中华
十大财智人物、改革开放 40
年教育 40人、国际儿童读物
联盟 IBBY-IRead 爱阅人物
奖首届获奖者。

新教育发起人 专家评价 一线声音 新教育在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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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中国教育的创新模式

●一个以教师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

校园等十大行动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

共同体成员“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为目的的教育实验。

●一项志在“为中国教育探路”的民间

教育改革行动。

使命：

　　　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愿景：

　　　成为中国素质教育的一面旗帜

　　　成为扎根中国大地的新教育学派

价值观：

　　　执着坚守的理想主义，深入现场的田野意识，

　　　共同生活的合作态度，悲天悯人的公益情怀。

理念：

使
命

愿
景

价
值
观

理
念

行
动

行动论：只要行动就有收获，只有坚持才有奇迹

和谐论：教给学生一生有用的东西

潜力论：无限相信师生的潜能

行动：

状态论：重视精神状态，倡导成功体验

个性论：强调个性发展，注重特色教育

崇高论：与人类崇高精神对话

人本论：为了一切的人，为了人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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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学校

截至 2020 年底，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5571 所学校、

近 40 万教师和575 万 学生参与实验（未包括在践行新教育

理念、课程、项目，但没有挂牌的学校），其中20%在深度贫困地区，

42%在农村地区。

新教育特色
●提出“教师成长模式”，助力一线教师专业发展。

　　通过组建教师成长共同体，开展“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往”

培养教师的领导力，在教育理论研究与一线教育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

的桥梁。美国休斯敦叶仁敏博士进行的第三方的实证表明，新教育实验对

教师发展成长有鲜明的积极意义；在诸多教学活动领域，非常显著地优胜

于普通学校教师；而且无论学历、教龄或工作区域，都能有很好的表现。

新教育教师被视为中国非常有理想、有活力的一个教育群体。

●提出“营造书香校园”，助力中国书香社会建设。

　　推出中国第一套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大学、教师、父母、企业

家和公务员书目，第一套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通过倡导“晨诵、午读、

暮省”的阅读生活方式，以阅读为切入口，深度参与并深刻影响教育发展，

提升区域教育品质，有六百多万教师和学生从阅读中受益。

新教育机构

近年新教育获奖
2004 年，新教育发起人获得“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

2014 年，入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教育项目奖 15 强

2015 年，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

2017 年，江苏省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特等奖

2018 年，网易教育金翼奖年度教育创新团队

2018 年，国家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9 年，入围一丹奖“发展奖”5 强

　　　　　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最高奖“SERVE 奖”

　　　　　2019 搜狐年度影响力教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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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杜涛（15250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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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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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手册.indd   1 12/15   22:44

21世纪中国教育的创新模式

●一个以教师成长为起点，以营造书香校园
等十大行动为路径，以帮助新教育共同体成员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为目的的教育
实验。

●一项志在“为中国教育探路”的民间教育
改革行动。

新教育学校

●截至 2020年底，中国 31个省（市、自治

区）的 5575所学校、近 40万名教师和 580万
名学生参与实验（未包括在践行新教育理念、课

程、项目，但没有挂牌的学校），其中 42%在农
村地区。

新教育特色

●提出“教师成长模式”，助力一线教师专业
发展。

通过推动教师“专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交
往”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在教育理论研究与一
线教育实践之间架起了一座坚实的桥梁。美国
休斯顿教育专家叶仁敏博士进行的第三方实证
研究表明，新教育实验对教师成长具有鲜明的积
极意义，新教育教师被视为中国非常有理想、有
活力的一个教育群体。

●提出“营造书香校园”，助力中国书香社会
建设。

推出中国第一套幼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
生、大学生、教师、父母、企业家和公务员书目，第
一套中小学学科阅读书目，通过倡导“晨诵、午
读、暮省”的生活方式，以阅读为切入口，深度参
与并深刻影响教育发展，提升区域教育品质，有600多万名教师和学生从中受益。

近年新教育获奖
2004年，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获得“为了

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奖2014年，入围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
教育项目奖15强

2015年，第四届全国教育改革创新特别奖

2017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基础教育类）
特等奖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019年，入围一丹奖“发展奖”5强
第五届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公益博览会最高

奖“SERVE奖”2019搜狐年度影响力教育品牌

新教育机构

新教育研究院

地 址：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若水路1号
联 系 人 ：杜涛
电 话：0512-69170057 15250107111
电子邮箱：xjyyjy@126.com

风采展台

专家评价

朱教授每年访问超过 100 所学校，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改变了中国一些学校生硬刻板的教学模式，引导他们开创更加

全面灵活的教育模式，以期更适应当前瞬息万变的世界。

—艾伦·麦克法兰（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英国科

学院与欧洲科学院院士）

解决我们在 21 世纪所面临教育问题的可能性，孕育在新教

育实验所进行的教育革新之中。

—佐藤学（原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新教育实验推动了中国教育行动的研究，推动了一种中国

教育风格的研究，它如一条鲇鱼， 必将搅动中国教育这一缸水！

—陶西平（中国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总督学

顾问）

朱永新和他的新教育实验，以阅读为核心和抓手，激励、

团结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广大家长， 深刻影响了中国这个世界最

大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从应试

教 育向关注个人成长的教育的转变。由于中国自身发展的多样

性，新教育实验的成功也为世界 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和地区跨越贫富差距，解决教育不公难题，实现跨越式发展和 

共同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可以复制的优良模式。

—张明舟（国际儿童读物联盟 IBBY 主席）  

一线声音

新教育实验将教育理想扎根中国大地，扎根校园，不断开掘、不断发展，深入探索立德

树人的实现方式，逐步完善新教育的育人范式，为中小学素质教育提升注入源头活水。“过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成为愈来愈多教育人的价值追求和目标引领。兰州新教育的实践

证明，新教育是融合创新的教育，是知行合一的教育，是让人民满意的教育。

—   )长局、记书组党局育教市州兰省肃甘(军战南

朱永新教授是我教育梦的领航者，是我一生的导师。他的新教育思想改变了我和我的老

师们，更改变了我所经历的一所所学校、一届又一届的孩子们，让我们能够凭着对教育理想

的执着追求，开启了新教育实验逐梦的实际行动。

—   )长校校学语国外英清区进武市州常、长校级特市州常(英亚奚

我 50 岁走进新教育。新教育不仅消除了我的职业倦怠，让我的阅读更疯狂，更理性，

也更有实效性，更重要的是我能清醒地追寻人生的意义了。今年我 62 岁了，我成为新教育

的培训 师，看着一个个因为新教育实验而改变的年轻老师，我知道，我不能停止前行的脚步。

—   )师教学小路民人市宾宜省川四(晓明郭

因为新教育，银河的每一位老师、每一个孩子都实现了最好的发展。我庆幸我找到了这

样的好教育，也看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我也相信，只要坚守，只要传播，新教育必将成为

燎原之火。

—   )师教学小验实河银区山萧市州杭省江浙(晴雪朱

十年行走，新教育像血液一样深深融进我们的头脑和身体，已经成为一种精神与骨骼，

在我们的灵魂里汩汩流淌与深深塑造！新教育让父母与孩子一起成长，绛县许多父母的家庭

观和育儿观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赵晶 ( 山西省绛县新父母学校创办人 )

新教育在全球

2006 年，日本学习院大学教授到昆山玉峰实验学校考察新教育实验。

2008 年，日本东方书店出版《沸腾的中国教育改革》，专章介绍新教

育实验。

2009 年，韩国政府“21 世纪智慧韩国工程”(Brain Korea) 项目组邀请

朱永新赴全北大学讲授新教育。同年，韩国语文学社出版发行 10 卷本韩文

版《朱永新教育文集》。

2010 年，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第六届剑桥沙龙

公开讲坛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波士顿校区教育学院举行讲演，介绍中国新教

育实验。同年，新教育理事会理事长许新海博士应邀赴新加坡德明中学做《中

国新教育》讲演。

2012 年，麦克劳希尔教育集团引进新教育著作《朱永新教育作品》16 

卷英文版版权，此后三年，《朱永新教育作品》16 卷英文版陆续在全球发行。

2016 年，朱永新应邀在麻省理工学院国际教育论坛、哈佛大学中国教

育论坛介绍新教育实验。

2017 年，蒙古国教育部派 50 名校长教师在新教育教师成长学院接受

培训。

2019 年，《中国新教育》《新教育实验：为中国教育探路》等分别出

版英文、法文等版本。至此，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的 20 余部著作已经先后

被译为英、法、德、日、韩、俄、蒙、西班牙、希伯来、阿拉伯、哈萨克、

越南、尼泊尔等 28 种文字，46 个版本。

截至 2019 年底，新教育实验先后召开

新教育发起人

朱永新，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全国

政协副秘书长、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

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陶行知研究会会长，中国教育

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等兼职教授。新教育实验发

起人、中国教育 30 人论坛和 21 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

共同发起人。

多次主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研究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基金项目并多次获奖；在美国、

英国、日本和国内发表教育论文 600 余篇；出版了《我

的教育理想》《我的阅读观》《致教师》等 40 余种著

作，其中 16 卷本《朱永新教育作品》等 20 余种专著

被译为英、日、韩、法、蒙、俄、阿拉伯、哈萨克等

28 个语种，是中国当代教育家的个人教育理论著作输

往海外第一人。

他对教育理想的不懈追寻与执着行动，感动着

千千万万人，曾被评为“当代教育名家”、“全民阅

读形象代言人”、“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国际

儿童读物联盟 IBBY-IRead 爱阅人物奖首届获奖者、

中国教育 60 年 60 人、中国十大教育英才、中国改革

十大新闻人物、中华十大财智人物、改革开放 40 年教

育 40 人等。

新教育简史

朱永新著作《我的

教育理想》出版，

提出新教育的主要

理念，标志着新教

育实验正式诞生。

“教育在线”网站开通，成

为传播新教育的主要平台。

第一所九年制新教育实验学 

校在苏州昆山玉峰实验学校

建立。同年，《新教育之梦》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新

教育实验的构想与六大行动

体系基本形成。

第一届新教育

实验研讨会在

苏州昆山召开，

确定第一批新

教育实验挂牌

学校。

第一个新

教育实验

区在江苏

省姜堰市

正式建立。

新教育实验第六届

研讨会在清华大学

举行，提出新教育

的核心理念“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

生活”。新教育研

究中心成立，作为

新教育的研发和培

训机构开始工作。

新教育研究院

（协调机构）、

新教育研究会

（江苏省教育学

会新教育实验研

究专业委员会 )

成立，提出“新

教育精神”。

新教育网络师

范学院成立，

成为新教育教

师网络学习的

重要平台。同

年，《新教育 

实验操作手册》

系列丛书出版。

新阅读研究所成立，中小

学教师、学生、父母、公

务员、企业家等 9 大基础

阅读书目陆续发布。出版

26 册的《新教育晨诵》等。

新教育基金会成立，开展

为贫困地区捐赠“新教育

童书馆”“新教育完美教

室”等公益活动。

新教育亲子共读中心成立，

发起新教育种子计划和萤火

虫项目。升级为新父母研究

所，后又与新家庭教育研究

院合并，是新教育实验家庭

教育与家校合作共育的研究

机构。研制出版了 21 册新

父母教材《这样爱你刚刚

好》。

新教育教师

成长学院成

立，是新教

育主要培训

机构，成立

以来每年培

训近 2 万人 

次。

新生命教育研

究所成立，围

绕拓展生命的

长宽高的核心

理念，编写了

从小学一年级

到高中的全套

24 本教材。

新教育实验

荣获国家基

础教育优秀

教学成果奖

一等奖。

新艺术教育研究院创

办新艺术教育节。

首届新艺术教育节暨

“新少年国际艺术教

育节”在苏州举行。

《新教育实验 : 中国民

间教育改革的样本》

出版。

 2020 年新教育实验第

二十届研讨会在江苏盐

城大丰举行，在本届年

会上还举办了新教育实

验二十年展，受新冠疫

情影响现场活动虽只有

600 人，但在线上观看

直播的人次超过 120 万。

2000 年 2002 年 2003 年 2004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5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表彰新教育年度人物、智慧校长、榜样教师、卓越课程

及完美教室等 多个，

表彰新教育实验优秀学校、示范学校 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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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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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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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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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重要媒体《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

《人民教育》等报道新教育实验  多次。

地方性报刊报道 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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