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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frequent. The ever-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creasingly fierce commercial
competition have brought more and more pressure to American education.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pressure, 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 released the 2017-2020 strategic
plan, designed to provide effective education sugges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state leaders
to reform education. On the sake of providing beneficial reference, this paper analyses main ideas
of the plan, and provides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form of China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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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通信的进步，国际交流变得日益频繁，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和日趋激烈的商业竞争给美国教育
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缓解这种压力，美国州立教育长官协会(CCSSO)发布了《美国州立教育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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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2017~2020财年教育规划》，旨在为各州领导人和地方学区负责人提供有效的教育改革建议及对策。
本文在对上述《规划》主要部分解读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国教育改革，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为我国教
育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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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研究美国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往往会发现教育组织的身影。这些教育组织按照法律法规建立，依
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参与教育活动，是独立于联邦政府与地方学区的非盈利性机构。这类组织在维护政府
权威性、调查地方教育需求、探讨重大教育问题、为教育决策与改革提供咨询和建议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
缺的角色。因此，了解美国教育组织——CCSSO，研究其发布的教育行动规划对我国教育改革有重要意义。

2. 美国州立教育长官协会(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CCSSO)
美国州立教育长官协会(CCSSO)成立于 1928 年，是一个无党派的、全国性的非盈利社会组织。协会
委员共 57 人，均为美教育部门的政府官员[1]。CCSSO 的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是协会最高领导机构，
负责核算协会获得的赠款和项目资金，制定协会工作议程，并任命执行董事，执行董事负责任命协会各
部门的工作人员。CCSSO 的工作人员是来自于不同领域的专家，在研究教育问题，制定教育政策及提供
技术援助等方面具有极高的专业性和权威性。CCSSO 会就重大教育问题达成共识，并将其意见和建议反
馈给各州教育部门、联邦政府，此外在各教育部门推进教育改革时，为其提供政策性建议和技术援助。
自其成立以来，美国州立教育长官协会在推动教育立法，如制定《2000 年目标：美国教育法案》；开发
政策性文件，如协会倡导的在全国范围内对学生成绩进行比较，推动了美国教育评估标准的建立；开展
示范性研究项目，如举办美国年度教师评选等方面有重要贡献。CCSSO 现已成为美国最富盛名的教育协
会之一，在研究国家教育部门面临的主要问题时发挥了领导作用。因此，研究 CCSSO 在 2017 年 11 月颁
布的《美国州立教育长官协会 2017~2020 财年行动规划》[2]有助于了解美国教育改革动态，预测美国教
育改革发展方向，为我国推进教育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3. 《规划》核心内容分析
为了追求高质量的教育，实现教育公平，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习成果，CCSSO 发布了《美国州立教育
长官协会 2017~2020 财年教育行动规划》，其严格遵照了《让每一位学生都成功》(ESSA)的教育法案要
求，以教育公平为核心，在帮助各州教育领导人、各州教育行政机构抓住改革机遇期、履行教育领导责
任、改进教育实践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指引。本文在对《规划》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以为我国教育改
革提供借鉴的视角出发，主要从学生、教师、教育领导三个方面，对报告的核心内容进行分析。

3.1. 学生
学生领域是《规划》的第一部分，也是其核心所在。自《让每位学生都成功法案》颁布以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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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教育目标转向了帮助每位学生获得成功。学生应当如何获得成功，评价学生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成
了学校教育的重点。因此，《规划》提出为学生学习制定成功标准。成功标准的内涵在于帮助学生构建
一个成功学习的预期情景，引导所有学习者顺利完成学习任务。换言之，就是学生借助标准的“脚手架”
功能，逐步获得成功的过程。针对该领域，CCSSO 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了改进策略：第一，实施《升学
与就业准备标准》(College- and Career-ready (CCR) Standards)，帮助学生为升学和就业做好准备保障公平
性。同时，考虑到美国多元文化教育与全纳的影响，《规划》指出《CCR 标准》应适用于所有学生，即
所有学习者(包括英语学习者和残疾学生)都能从《CCR 标准》中获益；第二，完善教育服务体系。《规
划》指出要重视学生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衔接，保证学生在成长的各个阶段都
能够接受高质量的教育，都能够为就业做好准备；第三，建立健全评估机制与强化问责制。评估机制应
适用于全体学生，以帮助学生评估自身能力是否达到升学与就业的标准；而问责制主要是帮助各州教育
负责人分析影响学生学习情况的各项因素，以促进学校改进学校教育。

3.2. 教师
教师领域是《规划》的第二部分。教师是提高学校教育水平和学生学习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教育
事业的发展，教育改革的成败取决于教师的知识、技能和对教育工作的责任感。与传统教学不同，为了
实现每个孩子都成功的教育目标，教师不仅仅要完成传授学生知识的任务，还要承担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探究精神、与健全人格的责任。因此，在新的人才培养标准下，教师必须要明确培养何种人才，以及如
何培养人才。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会遇到新的教学问题与教育困境，教师必须要知道如何处理教学实践
中遇到的新问题，提高自身能力，作促进学生成功的帮助者、引导者。因此，CCSSO《规划》在这一领
域的目标是为全体教师提供支持，帮助教师积极参与到教学改革中。因此，《规划》提出了以下建议：
其一，提高教师准入标准。教师证资格制度是教师的准入制度，因此要根据学生成功标准制定相应的教
师资格标准，完善教师资格证制度。此外，要规范教师选拔流程，使教师选拔、聘用工作公开，透明；
其二，为教师改进教学实践提供支持。教育理念，教育技术的更新发展对当前的课堂教学有深远的影响，
高质量的教育呼唤新型教师。因此，学校应当为教师改进教学提供资源支持，为教师提供专业进修机会，
帮助教师建立基于学生成功标准的教学模式；其三，建立奖励机制。激励理论认为，合理的奖励可以调
动教师改进教学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教学的有效性，促进教育目标的实现[3]。因此，必须科学评估教师
的教学工作，奖励那些对学生的成功有特殊影响的教师，以鼓励教师在教学和学习方面进行改进。

3.3. 教育领导
《规划》认为教育领导在制定教育政策、配给教育资源与推进学校改革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美
国《让每一位学生都成功》教育法案的影响下，各州教育长官、学区负责人和学校管理者获得了更大的
教育自主权[4]，从而在保障全体学生接受公平教育，获取教育资源方面负有关键责任，各教育领导各司
其职发挥教育领导力是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改革愿景实现的基础[5]。为了帮助各州教育领导、学区负责
人和学校管理者获得更多的资源，CCSSO 指出 2017-2020 年应将以下领域作为工作重点：首先，提升校
长领导力。把校长在学校成功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置于优先位置。学校校长要根据社会的需求，采用一定
的方法和手段，对校内外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发挥学校效能促进学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校长应具有
长远的教育理想，科学的教育管理理念，专业的知识素养及领导素养。因此，要重视校长培训，为校长
领导力发展提供不同的渠道，帮助校长做好准备；其次，建立教育联盟。各州教育领导在改革教育体制，
制定教育政策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教育政策的实施及推广，离不开各州教育行政机构的共同努力。
建立统一高效的教育联盟，发挥各州有利于发挥教育行政机构的整体效能从而进一步促进各州开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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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帮助各州教育行政机构统筹教育发展大局，进一步推进国家教育愿景的实现。最后，提高教育领
导公信力。长期以来，普通民众对低收入学生、有色人种学生、英语学习者和残疾学生的各种教育机会
和教育结果的缺乏认识，因此在面对教育中存在的结果差异时，许多美国人会首先质疑教育领导，认为
其无所作为。在此情况之下，为了重新获得信任和弥合这种分歧，教育领导人必须公开阐明具体的、可
衡量的促进公平的政策，组织适当的教育改革项目，利用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建立透明的群众监督平台
以树立教育领导权威。

4. 总结及启示
当前我国处于从教育大国转向教育强国的关键阶段，仍然面临着教育发展不均衡、教育质量不高、
教育信息化落后等问题。因此，为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能适应社会发展具有关键能力的新型
人才，CCSSO《规划》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4.1. 促进教育公平，帮扶处境不利学生
从《规划》中不难发现美国目前教育改革关注处境不利学生。结合我国教育发展现状，改善处境不
利学生的教育应当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平衡区域差异。受经济、文化、地理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东
西部教育、南北教育、城市与农村教育存在差异，教育发展呈现出不均衡的态势。在这种情况之下，我
国教育改革应当为西部教育、北方教育以及乡村教育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与教育机会；其次，关注民族
学生与残疾学生。与美国相比，我国多元文化教育和全纳教育起步较晚，教师和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并没
有接纳民族学生和残疾学生的准备。这些学生由于民族、文化、健康条件的限制，很难获得优质的教育
资源。因此，在我国推进教育改革时，应当关注民族学生和残疾学生的教育问题，为他们提供公平的学
习机会。最后，帮扶学习困难学生。一方面健全学生教育资助机制，完善奖学金政策，保障学生能够不
受家庭经济因素的影响，正常获得学校教育；另一方面，关怀学习困难学生，实行“一对一”生生互助
与“一对多”师生指导帮扶机制，切实帮助学习困难学生解决学习上遇到的各种问题，真正做到教育惠
及全体学生，不让一位孩子掉队。

4.2. 提高教育质量，发挥教育合力
教育改革作为一个长期工程，需要各个要素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在此过
程中，作为一线工作者的教师、处于管理地位的学校校长以及教育事业的政府领导机构要提高专业性，
相互配合，切实担负起教育改革的重任。第一，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关注教师的职前培养与职后教育，
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及终身学习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持，开展专业的培训帮助教师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掌握
新的教育技术；第二，学校校长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应当具有长远的教育眼观和组织教育管理的顶层设计
能力，以及服务学生的管理理念。因此应当规范校长聘用及选拔标准，建立公开透明的校长工作评估机
制，为校长成长提供阶梯式的培养模式；第三，发挥政府教育领导力。政府必须要协调各方关系，统筹
兼顾平衡区域发展，根据各地教育发展实际情况合理分配教育资源，帮助学校、教师、学生建设网络教
育资源共享平台，在做好简政放权的同时加强教育督导工作，使各地学校教育焕发活力。

4.3. 关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信息化水平
重视信息技术在教育服务领域的积极作用。在 CCSSO《规划》构建的为学生制定成功标准、改进教
师工作，建设各州教育联盟教育改革愿景的实现离不开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的支撑，信息技术在教育领
域中发挥着越来越关键的作用。目前，尽管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已初见成效，但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领
域的应用程度仍有待加强。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应将信息技术融合到学生学习、学校教育以及政府教
DOI: 10.12677/ass.2018.73048

297

社会科学前沿

王胜楠

育管理的进程中。其一，优化学校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化基础设施不仅仅在于提供多媒体设备，建设
计算机网络实验室阶段，学校应当根据时代发展要求为学生、教师提供有利的信息化学习环境和教学环
境，加强数字化校园、智能教育空间、VR 实践体验室以及大数据云课堂建设；其二，提高教师信息化教
学素养。教师的信息化素养决定着信息技术能否在教育领域中发挥作用。面对当今学生培养的新要求，
我国教师的信息化素养有待提高。因此应将信息技术培养整合到教师培训项目中提高教师数据素养和技
术能力，为教师提供丰富的技术教学资源；其三，建立以信息化为支撑的学生成长检测机制。建立学生
学习电子档案，根据各阶段培养目标制定学生成长检测指标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综合评估学生学习
结果，同时追踪学生发展状况以完善学生成长的长效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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