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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
年。新教育人一如既往，笃
定踏实，砥砺前行，与国家和
时代同呼吸，与一群信念相
同的筑梦人共命运，携手共
克时艰，积极有所作为，在践
行新教育的道路上，努力“过
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故
事，演绎了一个又一个精彩
的片段。

■陈东强

守望美好，致敬行者
——2020年新教育实验回眸

专新教育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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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朱永新教授在全国新教育实验第二十届研讨会上致辞朱永新教授在全国新教育实验第二十届研讨会上致辞

许新海理事长在新教育海门论坛上作主旨报告许新海理事长在新教育海门论坛上作主旨报告

首届全国新教育示范学校开放日活动授牌仪式首届全国新教育示范学校开放日活动授牌仪式

新教育实验学校学生在舞台上展示风采新教育实验学校学生在舞台上展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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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着应对疫情，
新教育云课程精彩纷呈

2020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新
教育人主动应对，积极作为。自 1月 30
日起，新教育研究院、新教育基金会及各
实验机构接连推出“屏幕上的公益课”网
络云课程，帮助疫情期间足不出户的师
生、家长丰富每一天的精神生活。

2020年 2月，新教育专家团队撰写、
出版了抗疫期间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的心
理防护手册——《面对疫情，教育何为？》
（免费网络版）。“云伴读”“大疫面前，
勇敢成长”“新教育在银河”“新教育未来
学校云论坛”“整本书共读专项培训”

“‘新时代 新德育’线上开放周”“飓风的
新教育教室”“新阅读、喜说写”“共读嘉
年华”“幼儿居家生活指南”“未来通行
证”等新教育战疫课程在《人民日报》、腾
讯云联合举办的“科技战疫 2020中国数
字化转型成功案例”评选活动中成功入
围。新生命教育研究所编著的《新生命
教育“抗疫”版·小学段》《新生命教育“抗
疫”版·中学段》入选“中国出版协会儿童
好书榜·生命教育主题”书单。

新教育培训中心研发、录制并在新
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新教育APP推
送新教育晨诵、整本书共读、百幅名画欣
赏、百首名曲欣赏等“五大课程”微课
1970节及新父母微讲堂 100节；携手相
关部门研发多项目、各学段校长、教师的
线上培训课程，吸引 1500多所学校、百
万人次参与线上学习。

倡导“新德育”，
举行全国新教育实验研讨会

2020年 10月 24日至 25日，全国新
教育实验第二十届研讨会在盐城市大
丰区举行。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 新
德育”，来自全国的 500多名代表参会，
超过 120万新教育人通过新教育 APP、
CCtalk、爱奇艺、腾讯等直播平台观看
会议。

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中央
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
作“明德至善绽放人性芬芳”主题报告，
全面深刻地阐述了“新德育”的时代背
景、内涵与特色、价值与意义、内容与原
则、路径与策略。

大丰区教育局副局长高智华以《满
园芬芳，新教育的大丰模样》为题作新
教育大丰实验区区域叙事，大丰区实验

初级中学教师江兴林、大丰区实验小学
校长陈慧君分别作《遇见新教育，遇见
更好的自己》《书写我们的生命传奇》生
命叙事，大丰区实验初中、实验小学、城
东实验小学、草堰小学、实验幼儿园、城
东实验幼儿园等 6 所学校进行现场
展示。

新教育研究院进行专业引领，12位
教师进行新德育行动叙事。江苏省教科
所原所长成尚荣、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
学学院副院长冯建军分别对教师们的叙
事进行精彩点评。

新教育研究院和新教育基金会共同
颁发 2020新教育年度人物、智慧校长、
榜样教师、完美教室及卓越课程 5个奖
项，共 41个教师、班级和课程获年度奖，
82个教师、班级和课程获提名奖。大会
还特别推出“新教育20年20人”，奚亚英
等20位新教育人获此殊荣。

研讨会上，新教育研究院还发布了
新教育 20年主题歌《教育是一首诗》、20
年专题片《探路者》、20年 20本（套）精品
图书，举办了新教育实验 20 周年成
果展。

创新培训模式，
“新教育未来学习中心”上线运作

2020年，新教育研究院的网站、媒
体改版升级，新教育培训中心、上海美醍
思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CCtalk合作创建
的“新教育未来学习中心”正式上线。一
年来，学习中心先后举办了“云伴读”“新
教育在银河”“新教育未来学校云论坛”

“飓风的新教育教室”“小学、初中语文统
编教材专项培训”“‘新时代 新德育’全
国新教育实验线上开放周”“构筑理想课
堂”“新教育通识培训与提高培训”“《新
劳动教育校本开发》系列课程培训”等一
系列公益或微公益线上培训，建立了
100多个云教室，吸引了近 400万人次参
加培训，实现了大规模、高效能的教师培
训模式创新。

热心公益事业，
新教育基金会捐资助学送温暖

2020年新教育基金会收到捐赠收
入逾 465万元。2020年 10月，新教育
基金会与灵山慈善基金会联合发起

“新教育建益计划”，计划包括建益基
金、建益公社、建益项目三大板块。“新
教育建益计划”下已经设立朱子昂公
益基金、管童公益基金、喜耀性情教育
发展基金、文学灯塔基金和新教育志
愿者建益基金等 5个微基金，募集资金
逾 85万元。新教育基金会和北京朝林
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主办
了“2020朝艺术·教育是一首诗”慈善
年会，定向筹集 88万元。

2011年至 2020年 12月，新教育基
金会在西藏拉萨、云南腾冲、陕西勉县、
山西绛县、河南焦作、江苏盐城等 16个
省市地区捐建 371间新教育童书馆、128
间完美教室童书角，2020年度捐赠新书
逾3.2万册。

2020年 4月，新教育基金会和山东
临沂河东区达成“新英语示范区”的战略
合作协定，基金会支持英语教师公益培
训，帮助河东区达成新英语教育示范区

的三年教育深耕目标。
新教育基金会还与同程集团创始

人吴志祥先生合作发起“同程新教育
十年助学梦”项目，通过长期跟踪陪伴
和伴学，在帮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
业的同时，实现乡村孩子 10年后的职
业梦想。目前，该项目已资助安徽阜
阳、西藏拉萨、湖北随县、河南洛阳、山
西运城绛县等地学生近 50人。

推进全民阅读，
举行“领读者大会”

2020年 9月 28日，新教育“2020领
读者大会”以钉钉直播的方式，在网上成
功举办。本次会议由新教育研究院新阅
读研究所主办，主题为“锻造学科阅读”，
旨在以更专业的学科领读，深入推进全
民阅读。

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梅子涵致开幕词，朱永新教授作主旨报
告，来自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阅读 30
人论坛”、新教育理事会、新阅读研究所
的五大学科书目研制组 35位专家学者
作学术报告。

朱永新表示，学生学科书目研制首
先要关注作品体现的核心价值观，做到
既尊重学生的兴趣，又强调书目的引导
性；既尊重市场的选择，又强调作品的经
典性；既关注作品的趣味性，又关注作品
的思想性；既凸显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
又强调孩子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现代
理念；既强调共读共写共同生活，又尊重
孩子的自由选择；既关注学生的年龄特
点，又考虑与各学段的阅读衔接。

本届“领读者大会”重磅推出了中国
第一套体系完整的学科阅读书目第一辑
书目，覆盖中学数学、中学化学、中学历
史、中学艺术、小学科学五大学科。这五
大学科书目，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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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还发布了“中国中小学校长基
础阅读书目”和2019年中国童书榜。

重塑家教观念，
举行新家庭教育文化节

2020年 9月 25日至 10月 25日，由
新家庭教育研究院参与主办的第四届新
家庭教育文化节在线上成功举行，主题
为“对话亲子关系 共塑多彩未来”。国
内深耕家庭教育领域的朱永新、孙云晓，
中国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高书国，资深媒
体人杨澜，北京崔玉涛育学园诊所院长
崔玉涛，北京四中原校长刘长铭，北京第
二实验小学校长芦咏莉等 7位专家“云”
集大会，多重维度帮助家长重塑家教观
念，探索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路径。

文化节上推出了《中国家庭教育蓝皮
书（2018—2019）》，定制发布了年度主报
告《现代家庭教育的功能演进与价值提
升》，收录了该年度家庭教育方面重要学
术文章 10篇，涵盖家校共育、家长教育、
政策分析和隔代教养等主题；收录了家庭
教育典型案例 7篇，既有区域案例，也有
学校案例。它为广大热爱家庭教育事业
的同仁汇集了家庭教育方面重要的学术
观点、研究数据和实践案例。

本届文化节还公布了 2019—2020
年度“中国新父母年度人物”评选结果。

促进教师发展，
举行新教育示范学校开放日活动

2020年 11月 28日至 29日，全国首
届新教育示范学校开放日活动在浙江省
杭州市萧山区银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举
行。来自全国的 400多名新教育实验示
范学校校长、教师参加活动，近 8万名校
长、教师通过新教育APP、CCtalk平台全
程观摩活动。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教授通过
视频致辞。他指出，萧山实验区是最早
加盟新教育的区域之一。14年里，萧山
实验区一直在践行着学校文化、书香校
园、完美教室、卓越课程等新教育项目，
硕果累累。

银河实验小学教育集团从校长、教
师、学生、家长四个维度进行了全面展
示，讲述“银河故事”，分享“银河思考”。
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新教育基金
会理事长卢志文、新教育培训中心常务
副主任王领琴、新教育教师成长学院副
院长张硕果、新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
忠玲分别对全天的展示作精彩点评。

陕西省西安高新第四小学校长马
东、河南省洛阳高新区第二实验学校校

长武艳艳、常州市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
副校长马曙辉、海门新教育小学校长仇
丽君分别作主题分享，卢志文作题为“如
何成就一所好学校”专题讲座。

共话学校管理，
举行新教育智慧校长云论坛活动

2020年 8月 17日至 18日，以“新教
育、新管理”为主题的第二届全国新教
育智慧校长云论坛在 CCtalk平台举行。
论坛特邀樊登、聂胜哲、吴志祥、卜江等
41位嘉宾登上论坛讲台，近 4000位一
线校长等管理者参与云论坛。教育学
者、专家、知名校长、企业家，跨角色、跨
行业、跨时空，穿越在云端，历经两天一
晚，行走于 7个主题板块，聚焦“学校治
理”，审视学校价值，剖析学校管理案
例，伴读经典著作，开启共创项目，引领
校长专业成长。

重建教育生态，
新教育海门实验区承办第七届
中国教育创新年会之区域论坛

2020年 11月 13日，新教育海门实
验区承办第七届中国教育创新年会区域
论坛之海门论坛。论坛采取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模式进行，海门区 200多名中小
学校长参与现场活动。

本次海门论坛的主题为“海门县域
教育生态的蜕变——价值与系统的力
量”。新教育理事会理事长、南通市海
门区教育体育局局长许新海围绕“以价
值 与 系 统 的 力 量 重 建 区 域 教 育 生
态——区域推进新教育实验的海门探

索”这一主题，讲述了自 2005年加入新
教育实验以来，海门区在新教育实验的
价值引领下，系统构建新教育实验推进
机制，系统衔接幼儿园、小学、初中、高
中各学段，系统推进营造书香校园、构
筑理想课堂、缔造完美教室等新教育项
目，引发县域教育生态发生深刻蜕变的
生动故事。

江苏省特级教师、南通市海门区机
关幼儿园园长王丽，江苏省特级教师、海
门东洲小学教育管理集团校长吴建英和
海门正余初级中学校长李晋分别围绕研
发卓越课程、打造学校文化、营造书香校
园等项目进行了分享，呈现了新教育实
验背景下，海门中小学校文化演进、课程
变革的探索之路。

影响不断扩大，
新教育实验从国内走向国际

新教育实验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2020年 10月，新教育实验区已增加到
162个，新教育实验学校达 5575所，参与
新教育实验的师生有620多万人。

新教育实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日
益提升。2020年，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
永新教授获评世界安徒生基金会“爱阅
人物奖”，并成为“一丹奖明师堂”首位中
国教育专家。此外，朱永新教授撰写的
《未来学校》繁体字版在香港出版，《中国
新教育》《新教育实验：为中国教育探路》
《致教师》《朱永新教育小语》《中国近现
代教育思想史》《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史》
等著作被翻译成为英、俄、西班牙、波兰、
吉尔吉斯斯坦、越南、马来西亚等语言出
版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