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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educ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concerned and realistic topics for Chinese people.
With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and the contradictions in
coordination with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hot research focused intensively. Since the primary-schoo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initiation stage in the
systematic study for children,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on 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and
problems and be aware of our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both in school and family education
realities. We compare the school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questionnaire,
literature survey and participation from students, teachers, and parents’ perspectives to analyze
the deference between cultural concepts, schoolwork, safety, morality, regulations and instructions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reasons, which may arouse the children’ parents and education departments much more considerations and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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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代中国，教育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之一。随着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
题，以及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矛盾等，教育问题也逐渐成为广泛关注的研究热点。小学教育是义
务教育的基础，是孩子们系统教育的启蒙关键期，我国小学教育的情况处于什么水平，在学校和家庭教
育中存在哪些问题，有哪些优势和不足，我们通过从学生、家长、老师的不同视角，采用问卷调查、文
献调研、教育实践等方式，对中美小学生教育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小学教育在文化理念、课业内容、安
全教育、品德教育、法律法规、课外辅导等方面的实践差异以及可能的原因，希望能引起广大家长和教
育部门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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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1] [2]。小学阶段是培养良好习惯和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的黄金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
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基础教育不扎实，教育发展只能成
为空洞的口号。小学教育不做好，动摇的是整个基础教育的基础。真正实现全民素质教育，必须让教育
跟上社会的发展，“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基础教育是面向未来的事业，今天的学生，
就是将来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
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影响教育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家政策的引导、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和思想都是重要的因素。
通过切身感受和调研分析我国小学教育的现状，同时综合对比美国小学教育的各方面信息，试图从中发现
并分析存在的差异以及可能的原因，为我们的教育创新探索实践经验，以期给我们的老师和家长们有意义
的启发。本文的调研样本是班级雏鹰假日小队成员利用暑假期间对中国多个城市以及美国多个州的小学生
开展的问卷调研为基础，结合了学校中美友好小学的交流学习的实践，对近百位小学生和家长开展了多方
面的交流。制作了中英文双语的调查问卷，对美国纽约、华盛顿等五个主要城市的十余所小学的近百名小
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和面谈交流，以及跟班学习体验等。基于多种渠道的调研结果的基础上，经过详细讨
论对比(见表 1)，较为全面地对我国小学教育的现状以及中美小学教育体系的差异进行了分析。

2. 我国小学教育现状
我国是教育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国家和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越来越高，由于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相较农村来说教育
资源更好，包括硬件、软件、师资水平等都要明显更高，同时，学生的入学和升学竞争也更为激烈，人
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增大，因而产生供给不足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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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ese and American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表 1. 中美小学生学业情况调研结果要点对比分析
差异
调研项目

中国

美国
中

美

教学内容

知识范围广；
知识点深入

了解常识；
动手实践为主

掌握知识：学会

实践知识：会学

家庭作业

2~3 小时

10~30 分钟

书面作业为主，强化记忆，
提高熟练程度

阅读和自主实践为主，
注重理解、感知和应用

体育活动、积木、棋类等

课业的补充和提高为主，
注重培养特长和技能

强调体育锻炼，
鼓励动手实践的各种活动

课外活动 兴趣班、补习班、特长班为主
家庭陪伴

家长陪学、陪玩、辅导

自学、兄弟姐妹、
同龄伙伴一起玩耍

监督、辅导为主

保障安全为主

阅读

应试内容相关为主

题材广泛

提高语文阅读及写作为能力

培养文学素养

安全防护

活动演习、主体班会等

常规日常教育内容

掌握知识

培养习惯

环境卫生

学习守则、规章制度等

方法、细节等日常教学课程

遵守规定

建立观念和意识

为缓解老龄化国情，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二胎的政策，但相关教育配套措施并没有实质性地
得到落实，因而造成从入托开始就产生了紧张的供需矛盾，随之出现了商业化以追求利益为主要目标的
各类民办教育，不仅收费高昂，教育质量也龙蛇混杂，使家庭教育成本大幅增加。
根据目前的教育体制，我国各级教育阶段基本都以升学率、就业率等作为考核标准，这也就产生了
客观的导向作用。虽然国家出台各项政策进行干预，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功利化的现状。家长重
分数，学校重升学，学生重什么相对考虑较少。因此，学生们的课业压力一直不能有效缓解，作业无论
多还是少，对他们来说都没有多少差别，上课不讲的课外学，个个补课，家家兴趣班。孩子们的童年几
乎被各种学习所填满。而这一切的目标都是为了考上好学校、找到好工作、将来好赚钱。偏离的教育的
真正意义。

3. 美国小学教育现状
通过对美国各州公立小学的调研发现，美国的小学生与中国的小学生相比，有更多的玩耍时间，包
括在学校期间至少有 3~4 小时自由活动，一般在室外操场或者体育馆内；课后至少有 2~3 个小时与兄弟
姐妹、邻居等玩耍，以积木和各种球类等比较普遍。电子游戏类比较少。家庭作业一般不超过半个小时，
很少需要家长帮助。
教育资源相对比较均衡。学校一般不以成绩为衡量学生的主要标准。升学和择校也不存在很大的难
度，也没有很大的竞争压力。大部分的受访学生和家长对升学没有明确目标和特别要求。
美国父母在对孩子的成长和学习方面也是十分重视的，不同于中国家长的权威和命令，美国父母倾
向以尊重和理解为重，通常是从子女实际情况出发采取顺应孩子天性的教育方式。美国小学生基本每周
上课后兴趣班 2~3 种，以乐器、运动、画画、棋类为主。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比例的孩子会选择中文的
语言辅导班，课外费用的水平与我国小学生基本持平。

4. 我国小学教育的优势
我过的小学教育更注重知识的传授，强调学生的接受度，考察掌握的熟练程度和理解的深度。因此，
学生的知识基础更牢固，学习比较努力。
我国的教育制度更加系统化和标准化，衡量标准明确。从教育内容的安排方面，课程设置逐步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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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接轨，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型。在教育条件方面，硬件和软件水平都已跻身领先的水平，师资队伍的学
历、知识结构更加合理。值得注意的一点，我国对小学生的安全教育开展的比较早，也比较全面和细致，
校园安全环境得到高度重视，小学生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较好的保障。

5. 美国小学教育的优势
美国的小学教育更注重自由思考和动手实践，从“做”重学，重视学生的学习感受，讲授和灌输的
课程安排较少，以启发和应用为主，有利于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和社会实践能力。另外，学校对于学生的体育锻炼和艺术的培养比较重视，学生普遍身体
素质更好，人文素养也更高。有利于培养具有自信、自主、自立精神的人才。

6. 分析与总结
教育规章制度的制定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中国重视知识的积累和灌输，强调对知识的掌握
和继承，构建知识体系。美国则鼓励对知识权威的质疑和独立思考，重视学习经验的获取和实际运用能
力。从发展创新能力来讲，中国孩子更倾向于严谨自律，但好的知识基础可能会成为束缚和阻碍创新型
思维的障碍。从人的创造能力角度来说，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知道去哪里寻找所需要
的比记忆里更多的知识；另一个是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能力。死记硬背既不会让一个人知识
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因此，我们除了让孩子们“学会”，更要让他们“会学”。
中美两国之间文化传统与表达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别[3] [4] [5]。通过上述对中美学生对比的调查
研究和思考，我们发现中美学生在学业上各有优势，也有各自的不足。中国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使大
多数的孩子收益，使其可以掌握知识和技能达到一定的水平。美国式的教育则是对具有更好资质的孩子
更为有利，可以更好的激发、促进其创造力的发展，同时引导大部分的孩子养成一种创新思维和动手实
践的习惯。因此，对美国教育不能盲目的崇拜，也不能盲目地否定中国的教育，最好的策略就是扬其所
长，并取长补短。中国学生要多思考，多进行对问题独到的看法。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悟”的传统，“悟”
可以增加体验，通过广泛的阅读，加强知识积累，从积累中领悟，悟出个人的观点。通过悟训练可以培
养人思想独立，培养人具有独到见解的能力。
教育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现象[6] [7]，可以反映出不同社会的文化内涵，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差异构成了
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的教育差异[8] [9] [10]。适应美国社会的教育方法或教育体制不一定适用与中国社会。
美国的教育传统与美国的文化传统相一致，中国的教育传统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随着我国对教育体系
的不断反思和调整，已经逐渐意识到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的重要性，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和方法，
不断地进行教育教学改革。如何探索出既能适应中国社会同时也能汲取世界教育精华的教育模式，需要
我们不断思考，不断实践，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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