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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我们尚未充分认识到的方式对世界各地
的教育系统造成了持续性的震荡。几乎没有个体、机构和系统不受
到疫情的影响。在 2020 年，之前被视为 “第三世界的问题” 的问
题突然变成了许多人在现实当中亲身经历的经验，而在以前，他们
可以选择忽略这些问题。另外，那些原本已经被边缘化的群体则经
历着最为严重的痛苦。

目前这场疫情的特点是：以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继续存在，包
括北方和南方之间的不平等，以及 " 处于地理意义北方的经济南方”
与“处于地理意义南方的经济北方”之间的不平等 (Mahler, 2017 年 , 
第 1 页 )。这种额外的系统性冲击加剧了持久的、复杂的、相互关
联的不平等（以及对于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充分应对）。由于相关
主体在疫情之前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意味着它
们在疫情期间的脆弱性会进一步加剧。此外，当突如其来的灾难冲
击一个系统时，人们对于对现有的、长期的、并且逐步恶化的压力
源的关注和资金投入也会变得更少。与疫情有关的冲击继续对学
生、教师和家长产生毁灭性影响，也对我们思考教育目的和实践的
方式，以及对于教育的研究产生破坏性影响。

NORRAG 特刊（NSI）的作者认为，世界需要以新的方式来思
考和解决这些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不是 “一切照旧”，这只会继续
加剧这些问题。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有哪些看待和定义问题的不同

方法可以让我们做出适当的反应？人们应当认识到教育系统是相互
关联的复杂整体，它的开放状态使之容易受到外部冲击和压力的影
响，同时能够影响学校外的社会和环境系统。重视不同的知识体系；
提供与情境相关的响应行动；应用其他领域的知识，以及将教育领
域的见解贡献给其他领域，这些方面都很重要。本期 NSI 解决了
哲学、理论和经验问题，全面展示了从实体和虚拟教室，再到国家
政府和国际协调这些不同层面的地方和全球动态。

本期 NSI 中的 29 篇文章研究了我们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针
对这些问题的政策、行动和规划；介绍并应用相关理论，这些都使
读者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这些问题以及潜在的解决方案。文章中指
出：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在正式和非正式的学校环境中造成了新的问
题，它还进一步加剧了那些原有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相当棘手并且
早就应该采取行动来解决的。以此为关注点，作者们和编辑们讨论
了全球教育不平等动态的连续性问题；数字不平等的复杂性；对于
有复原力的国家以及全球团结的同步需要；跨越时间、空间和领域
的那些新出现的以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关联；对启蒙运动的线性进
步观念的挑战；以及认识到人类与自然、社会、卫生和环境紧急情
况之间的相互联系 ( 而非分离孤立 ) 的需要。因此，本期 NSI 显示
出一种紧迫性和重要性，要求人们更新现有的思考方式，重新审视
关于不平等、教与学、教育系统以及教育容易遭受来自其他部门的
困扰的影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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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 NSI 是在 2020 年底至 2021 年初制作的， 它所希望解
决的问题在 2021 年底交付印刷时仍在蔓延。威尔 · 布雷姆（Will 
Brehm）、伊莱恩 · 昂特霍尔特（Elaine Unterhalter）和摩西 · 奥
基奇（Moses Oketch） 汇集了来自五大洲共 63 位作者的文章，
以帮助读者思考和应对我们在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之初所处的紧急
状态。

本期特刊将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了全球范围内正在加
剧的不平等力量及决策，它们是动态的并且可采取行动的。同时强
调：有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知识现在仍旧存在巨大的差异分化（无
论是在本国的、情境敏感的、正式学校教育外的亦或是其他更多的
方面都是如此）。第二部分强调了数字不平等不仅仅涉及到相关资
源获取的不平等，而是更加复杂和多样的，这一问题有待解决；同
时也关注如何实现相关的教与学、数据自治和共享。第三部分既呼
吁全球团结，也呼吁建设有准备、有复原力的国家：一个国家复原
力越强，它对其公民的复原力的要求就越低。

第四部分、第五部分和第六部分都向启蒙思想在理解问题以及
为教育系统设计解决方案方面的中心地位发起了挑战。承认启蒙运
动关于循证解决方案和民主辩论的价值观，并不需要假设一种 “进
步” 的目的论进展，也不需要假设西方知识体系独占鳌头。

第四部分提醒我们，有意义的教育并不符合线性的时钟时间概
念，并概述了一些现有的以及新出现的、同新技术及行动者之间的
纠缠，以及它们对于教、学和学生福祉的影响。第五部分讨论了疫
情所突显的更广泛的社会紧张关系，以及教育和更广泛的社会应对
措施的有限性。第六部分要求承认各国人民、各种问题和领域 ( 在
本例中是教育、卫生和气候变化 ) 之间复杂的相互关联。

NORRAG 特刊于 2018 年发行，旨在成为一份开源期刊，突出
来自不同国家作者的不同观点。根据 NORRAG 的战略，同时寻求
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每一期的重点都聚焦于对于当前构建
全球教育政策和国际教育合作的辩论。第一期 NSI 关注《教育权
利运动与政策：承诺与现实（the Right to Education Movements 
and Policies: Promises and Realities）》；第 二 期 关 注《 数 据 收
集与证据建设以支持紧急情况下的教育（Data Collection and 
Evidence Building to Support Education in Emergencies）》；第
三期关注《国家教育发展的 全 球 监 测 : 胁 迫 还 是 建 设 ?（Global 
Monitoring of National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Coercive or 
Constructive?）》；第四期关注《新慈善及其对全球教育的干扰（New 
Philanthropy and the Disruption of Global Education）》； 而
新近发布的第五期则关注《国内融资：税收与教育》（Domestic 
Financing: Tax and Education）。

Moira V. Faul 
执行董事 
日内瓦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124/the-right-to-education-movements-and-policies-promises-and-realities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124/the-right-to-education-movements-and-policies-promises-and-realities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124/the-right-to-education-movements-and-policies-promises-and-realities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25/data-collection-and-evidence-building-to-support-education-in-emergencies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25/data-collection-and-evidence-building-to-support-education-in-emergencies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25/data-collection-and-evidence-building-to-support-education-in-emergencies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44/monitoreo-global-del-desarrollo-educativo-nacional-coercitivo-o-constructivo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44/monitoreo-global-del-desarrollo-educativo-nacional-coercitivo-o-constructivo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44/monitoreo-global-del-desarrollo-educativo-nacional-coercitivo-o-constructivo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92/new-philanthropy-and-the-disruption-of-global-education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592/new-philanthropy-and-the-disruption-of-global-education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630/domestic-financing-tax-and-education
https://resources.norrag.org/resource/630/domestic-financing-tax-and-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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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理论家只描述了这种紧急状态，但是没有提炼出其对各种
教育形式的意义。Giorgio Agamben（2020 年）担心新冠肺炎疫
情会引发他称之为 “例外状态” 的政治紧急状态，在这种状态下，
专制统治会以牺牲个人主权和民主政体为代价而蓬勃发展。David 
Harvey（2020 年，第 11、55 段）认识到，在 “一个旧的、正在
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情境下” 出现了经济紧急状态，同时发现
了一个新的、“高度性别化、种族化和族群化” 的工人阶级的雏形，
这个阶级的成员 “承担着两大负担：一方面是最有可能通过工作感
染病毒的工人，另一方面也最有可能因为病毒导致的经济紧缩而被
解雇，丧失经济来源。” Slavoj Žižek（2020 年，第 3 页）在新冠
肺炎疫情早期就注意到一个正在酝酿中的社会紧急状态，在这种状
态下 “身体疏远” 这种最反社会的人类行为成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传播的重要手段。然而他将此视为一个契机：“直到现在当我不得
不避开许多与我亲近之人时，我才充分体会到他们的存在感和他们
对我的重要性。” 尽管这些公共知识分子对于民主复兴、经济集体
主义和社会重塑的希望（都具有教育意义）远没有那么成功，当然
也不具有普遍性，但是他们的预测并非是完全错误的。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紧急状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影响
了教育与国际化发展。世界各地的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纷纷关停，
加剧了社会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由于一些收费低廉的私立学校永
久关停，在这些学校就读的学生大量涌入主流学校，加大了本已不
堪重负的公共系统的压力。虽然基于性别的暴力难以衡量，但是这
一数量在一些无法在学校寻求保护的儿童中有所增加。学校停止供
餐方案造成饥饿和健康损害。许多人最终承认教师是一线保健工作
者，引发了教育部门关于劳动者权利、代表权和地方关系等重要
问题的讨论。部分学校利用技术为儿童提供各种学习形式，但是
这类模式的主要受益者是富裕家庭和富裕国家。对于许多儿童来
说，没有电脑或互联网就意味着无法进行学校相关学习（Hossain, 
2021 年）。与此同时，科技公司的利润飙升，最终实现了 “颠覆”
教育行业这一行业从业者梦寐以求的目标（Williamson & Hogan，
2021 年）。尽管有政策保护，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将
迫使一些国家在短期和长期内削减教育预算（Lennox 等人，2021
年）。上述发展动态让教育的未来以及教育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处
于各种紧急状态。

我们把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现代的原因只有一个：西方人
被自身的伟大事迹所吸引和打动，让其有勇气宣称人类自己
创造了这个世界。
– Peter Sloterdijk (1989/2020，第 2 页 )

2020 年，这种关于自身伟大事迹的想法和人类创造世界的信
念与轻松将新型冠状病毒融入人类细胞的一种微小刺突蛋白正面
遭遇。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学会了 “在历史之外创造自然” 并 “在有
限的基础上开展无限的项目”，这一想法体现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
并通过教育系统向前发展，但是新冠疫情的指数级死亡率、不间
断的感染浪潮和病毒的新变异迫使全世界人民及各类教育系统与
项目陷入社交疏远、封城隔离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否定或焦虑状态，
这清楚地表明 “现代性的动态乌托邦的泡沫已经破裂”（Sloterdijk，
1989/2020，第 2、151、3 页）。

几乎所有关于教育的理念都受到了质疑：教育是为了什么、
教育在哪里发生、谁参与其中、如何体验教育。现代的大规模学
校教育不再是我们曾经认为的一种伟大的平衡器，让我们对基于
英才管理并充斥让未来比现在更美好需求的教育项目产生了质疑

（Sandel，2020 年）。当居家工作学习只属于少数享有技术的特
权者，当疫苗被北半球国家囤积，当教育技术公司通过提供维持教
育的手段而赚取巨额财富，但代价是将数百万人拒之在重要的知识
形式门外，我们过去对平等的呼吁显得空洞无力。我们自以为确定
无疑的事情，现在已经变得不确定了。当然资本除外，它有能力在
疫情期间（或因为疫情 ?）发现新的剥削和获利形式。那么我们要
如何理解这种肆虐全球的紧急状态 ?

本期《NORRAG 特刊》的出发点是从多个方面而非单个方面
来理解此次紧急状态。虽然引起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
CoV-2）可能源于动物，但是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是生物和卫生紧急
状态，也是错综复杂的政治紧急状态、经济紧急状态和社会紧急状
态。教育发展动态和紧急状态形式与上述进程相互交织成 Kenway
和 Epstein（2021 年）所称的 “全球新冠肺炎情势”。总的来看，
本期《NORRAG 特刊》聚焦这些教育中的紧急状态是如何相互关
联的。

紧急状态：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教育
 

   Will Brehm，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副教授

   w.brehm@ucl.ac.uk

   Elaine Unterhalter，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授

   e.unterhalter@ucl.ac.uk

   Moses Oketch，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教授

   m.oketch@ucl.ac.uk

https://www.lopinion.fr/edition/international/strategie-zero-covid-reste-plus-econome-tribune-cecile-philippe-248867?utm_source=twitter&utm_medium=social&utm_campaign=barre-partage-site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ubh.2021.627559/full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ubh.2021.627559/full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2021/02/18/experts-say-the-new-normal-in-2025-will-be-far-more-tech-driven-presenting-more-big-challenges/
https://www.unicef.org/globalinsight/media/1581/file/UNICEF_Global_Insight_Implications_covid-19_Low-cost_Private_Schools_2021.pdf
https://www.unicef.org/globalinsight/media/1581/file/UNICEF_Global_Insight_Implications_covid-19_Low-cost_Private_Schools_2021.pdf
https://gh.bmj.com/content/6/5/e005739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2033629
https://www.routledge.com/blog/article/needed-support-for-teachers-on-the-covid-19-front-line
https://www.routledge.com/blog/article/needed-support-for-teachers-on-the-covid-19-front-line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annals-of-inquiry/the-sudden-rise-of-the-coronavirus-lab-leak-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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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全球行动者与联合国机构挂钩，有时被视为 “全球教育架
构” 的组成因素（相关评论参见 Hugh McLean 对 Beehary 的回
应，2021 年），他们应对新冠疫情的方式揭示了全球组织和国内行
动者关于全球、国家和地方优先事项以及这些优先事项如何相互关
联方面长期存在的矛盾。在公共卫生知识形成和信息方面暴露出的
一些断层现象以及全球架构与目标的契合度也同样适用于教育。正
当许多中低收入国家需要增加教育资金以应对疫情的时候，预计捐
助国通过援助预算提供的援助将被削减。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
公室（FCDO）等一些捐助者重新制定了其政策重点，但是关键的
政策声明中没有明确提及减少贫困或支持终身学习的承诺（FCDO，
2021 年）。全球的教育组织机构努力确保向最需要援助的国家和人
民提供援助。在新冠肺炎等全球紧急状态发生期间及之后，我们需
要仔细审查规划和维持转型变革的架构。

许多全球组织以此次疫情为契机来进一步推进与疫情爆发前
制定的狭隘学习度量相关的优先事项（参见 Will Smith 的汇报）。
这一点在精确测量新冠疫情期间的学校关停和 / 或远程学习不足造
成的 “学习损失” 观念中尤为明显。该观念认为儿童现身学校就是
在学习，而缺勤则会导致学习损失（Kuhfeld，2019 年）。在新冠
肺炎疫情时期，这种线性学习概念与可量化的终身收入损失挂钩。
当可以通过一些标准度量在不同系统中测量学习时，就很容易将学
校教育与经济增长相关联，然后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来确定哪些系
统的“学习”产出最高。因此，对于“出于管控目的而将复杂的（学习）
过程简化为简单的数字指标和排名”，教育界采用了学习损失这一
最新措辞（Shore & Wright，2015 年，第 22 页；Gorur，2016 年；
Unterhalter，2019 年；Piattoeva & Boden，2020 年）。 在 新 冠
疫情期间，学习的丰富性和学习地点的多样性尤为突出，但是这在
线性测量中却不见踪迹。正如 Pasi Shalberg 所言：“我们需要放弃
上课时间等同于学习的观点。”

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出现的教育话语历史化有助于我们理解
教育与国际发展这一政策、实践、理论和实证研究领域存在的矛盾。
许多倡导在教育中更多地使用技术和标准化测试的行动者支持 “学
习损失” 这一说法（Williamson & Hogan，2021 年， 第 8 页）。
这个理念与 2010 年前后出现的全球学习危机话语相呼应（Benavot 
& Smith，2020 年）。阐述该话语的轮廓及其激发的一些理念并不
是忽视教育系统在质量和公平以及为最贫穷儿童和国家提供教育
方面的重大挑战；然而，认为新冠疫情的关键问题在于学习损失的
想法为一些发展行动者长期以来奉行的优先事项提供了助力，即建
立和使用全球学习度量指标来确定哪些系统为学生提供了所谓的
优质教育。这与广泛、包容的优质教育概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不
仅涉及儿童的学校教育，还涉及解决不平等、不公正和支持可持续
发展的终身学习（McCowan & Unterhalter，2021 年）。这一矛
盾关系贯穿于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Wulff, 2020 年）。

许多评论家试图通过数据和数据可视化来厘清新冠肺炎疫情
对教育的影响，尤其是学习损失方面的影响。例如实况地图可以
显示失学儿童的数量、学校停课的时间、教师优先接种疫苗的地
点。这类交互式地图是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用数据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和牛津大学等机构出于公共卫生目的而研发的实
时冠状病毒地图，显示了病例、住院人数、死亡人数、疫苗接种和
公共政策应对信息。这些实时数据和数据可视化不仅有助于 “数字
治理”（Rose，1991 年），而且在危机时刻为个体提供了一种确定
性和控制感，同时也为教育技术公司提供了从生成的大量数据中获

利的机会。其中一些程序对于问责政府具有重要意义，而实况地图
可以强调是否考虑到贫穷和其他不平等现象。但是如果不考虑更广
泛的数据来源以及对地图所示内容进行讨论和反思，仅依赖实况地
图作为疫情的主要信息来源将会引发以下问题：需要优先考虑哪些
方法和数据，它们所提供的情况是全面的还是狭隘的；需要重视哪
些人的知识；我们可以假设哪些准则是普遍适用的；学校数据是否
应该保密以及如何保密；我们如何理解国家和当地的具体情况。教
育与国际发展领域的学者善于针对上述事宜提出疑问。

为了理解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教育与国际发展领域的紧急状
态，我们必须将这些多重紧急情况视作是相互交织的、相互依存的、
相互加强的并与之前的历史相互关联的。但是我们不仅仅是需要认
识到当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困境，我们能不能更加明确这些困境？
开展本期《NORRAG 特刊》分析时我们从六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明
确了不断变化的教育形态，这六个方面均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维
度，它们是不平等、技术、国家、进展、影响和自然。这六个方面
与教育模式（课程、教学、组织、联系和评估）呈现相互塑造的关系。
在特定地区，新冠肺炎疫情揭示了教育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历史条
件，本期《NORRAG 特刊》中的文章对此进行了说明。《NORRAG
特刊》对这些相互关联的方面进行了排序，首先分析了疫情期间最
常讨论的不平等和技术方面，然后转向我们认为讨论较少但同样重
要的国家、进展和影响方面，最后以自然章节结尾。我们似乎又回
到了起点，开始重点关注预示或预言与混乱有关的其他紧急情况的
生物紧急情况，因此本章节重点讨论气候紧急情况及其与新冠肺炎
疫情的联系。

整个《NORRAG 特刊》的论点发展脉络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每个章节均展开集中讨论。每个专题部分首先给出一篇关键文章，
该部分的其他文章参考并参与关键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每篇文章都
从一个特定的观点、经验或问题出发。不同文章间的对话形成一种
辩证关系，以此开辟新的思维和实践空间。

第一部分主要讨论不平等方面的内容。事实上，新冠肺炎疫
情暴露并加剧了全球、国家和地方间的不平等几乎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NORRAG 特刊》的多篇文章在回应一些更广泛的主题时
也提及了不平等问题。因此，作为编辑，我们认为以这一重要的
跨领域问题作为《NORRAG 特刊》的开篇是合理的。本部分的第
一篇关键文章是 Frances Stewart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不平
等产生的影响，指出由于父母教育水平上已存的不平等加剧了儿
童间的不平等。其余六篇文章对 Stewart 的文章进行了回应和补
充。这些文章重点介绍了最边缘化和受排斥的群体，包括秘鲁的原
住民社群（Johnson & Levitan）、加拿大的残疾儿童（Francis 等
人）、受冲突影响的学生（Cameron）。文章也指出了教育系统内
部的不平等，关注到尼日利亚私营部门的一些影响（Robinson & 
Hussain）、埃塞俄比亚各级机构之间的公平学习和信息共享（Yorke
等人）以及印度的校长自治程度（Moore & Kameshwara）。显然，
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不平等经历并不平等。有的群体遭受了更大损
失，有的教育系统经历了更多的不平等或平等进程。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技术方面的内容。这是新冠肺炎疫情与教
育的新兴文献经常讨论的话题。本部分的关键文章由 Ulrike Rivett
撰写，作者回顾了自己 2020 年初进行在线教学的经历，质疑在没
有实体社群的情况下大学的意义是什么。余下四篇文章对关键文章
作出了回应，重点介绍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技术给教育带来的积极益

https://www.cgdev.org/reader/pathway-progress-sdg4-symposium?page=10
https://www.cgdev.org/reader/pathway-progress-sdg4-symposium?page=10
https://www.cgdev.org/reader/pathway-progress-sdg4-symposium?page=10
https://blogs.worldbank.org/education/protecting-education-finance-covid-19s-triple-funding-shock
https://www.norrag.org/21-and-24-june-2021-grading-goal-four-a-look-at-what-covid-has-highlighted/
https://ifs.org.uk/publications/15291
https://dianeravitch.net/2020/05/28/david-berliner-kids-missing-school-dont-worry/
https://pasisahlberg.com/five-things-not-to-do-when-schools-re-open/
https://www.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wdr2018
https://education.asu.edu/news/are-global-learning-metrics-answer
https://en.unesco.org/covid19/educationresponse
https://coronavirus.jhu.edu/map.html
https://ourworldindata.org/covid-cases
https://www.bsg.ox.ac.uk/research/research-projects/covid-19-government-response-tr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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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和消极后果。对一部分人来说，尽管封城、社交疏远和佩戴口罩
的规定造成学习中断，但是技术为继续接受教育提供了必需的工具

（Moldavan；Anand & Lall）。对另一部分人来说， 技术变成不平
等的新根源 (Câmara；Crompton 等人 )。

第三部分侧重国家方面的内容。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国家是如
何进行重新配置的，取得了什么效果？许多支持紧缩政策和新自由
主义政策的国家几十年来一直拥护自由市场，但是在话语权上发生
了明显变化，国家开始迅速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医疗保健
和教育等公共产品的作用成为人们普遍讨论的话题，也是国家展示
合法性的核心因素。基于上述变化，Adam Habib 在本部分的关键
文章中写道，我们需要关注创建机构的必要性以支持各国在疫情后
发展社会正义，并通过教育和关注全球解决方案地方背景的研究实
现制度化。余下的四篇文章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一系列国家和机
构教育的影响，包括小岛屿国家（马尔代夫；Muna 等人）、争议
国家（克什米尔；Andrabi & Kadiwal）、与各国合作旨在重建复原
力的国际机构，这与 2015 年《仙台减轻灾难风险框架》的部分内
容（Castle 等人）形成呼应。

第四部分的关注点是 Sloterdijk（1989/2020，第 2 页）提出
的现代性原则之一：进展。Keita Takayama 这篇关键文章对时间
和我们让教育 “可分块” 的愿景（数字治理的根源）进行了反思，
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混乱提供了偶然的学习时刻，如果我们
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现某种线性进展时，往往就会错过这些时
刻。Balakrishnan 和 Johar 认为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模糊了马来
西亚教育领域中公私行动者之间的界限以及他们对时间的看法。塞
拉利昂则基于埃博拉疫情的历史教训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
一些挑战（Durrani 等人）。显然，新冠肺炎疫情对 “进展” 这一
常见概念提出了挑战，但是我们又不可能在教育话语中完全摒弃这
一概念，反思过去或现在从而更好地展望未来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主
题。

第五部分从影响的角度审视了新冠肺炎疫情及其对教育的影
响。Irving Epstein 的关键文章概述了影响理论中的四大主题：接
触的强度、意义的创造、聚集和偶然性。他认为这些主题有助于理
解新冠肺炎疫情给学生和教师带来的混乱和困难的生活经历。本部
分余下的三篇文章在不同背景下阐述了 Epstein 四个主题中的一个
或多个主题，包括伦敦的自由创意工作者（Derrik & Harris）、教
育技术对八个国家学生福利的影响（Towne）、日本大学学生的经
历 (Clark 等人 )。一些人认为 Epstein 的分析具有解释力，而另一
些人则认为他对意义创造过程的解读过于消极。

《NORRAG 特刊》的最后一部分第六部分聚焦我们面临的另
一个紧急情况。本部分名为 “自然”，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与气候
紧急情况之间的联系以及从中汲取的教训。Jeremy Rappleye、
Hikaru Komatsu 和 Iveta Silova 撰写的关键文章认为，强调集体
福祉而非个人主义的文化实践在疫情期间是成功的，对于应对气候
紧急情况至关重要。接下来的四篇文章对这一论点进行了补充和
评论。Pegram 和 Kreienkamp 认为可以用复杂性理论来理解全球
挑战；Adams 主张采用朴门永续设计作为可持续教育的教学方法；
Molloy Murphy 呼吁从有可能掌控自然的管理理念转向相互关爱
的关系。本部分和《NORRAG 特刊》的最后一篇文章将我们明确
的六个方面交织在一起，呼吁在气候危机时期重新思考教育，不要
把科学和其他认知方式尖锐对立，而是要采用多元、多面的方法来

关注教育的复杂性（McKenzie & Kwauk）。下一期《NORRAG 特刊》
将延续本期结尾篇， 以 Heila Lotz-Sisikta 和 Eureta Rosenberg
主编的 “气候变化时期的教育” 开篇。

《NORRAG 特刊》共 29 章，66 位撰稿人来自全世界不同的机构，
包括大学、中小学、社区组织、民间团体和私营部门。这些章节涉
及从早教到研究生学习等各个教育阶段并关注各类行动者，包括儿
童、家长、教师、管理人员、创意产业工作者、机构领导和评论家。
撰稿人采用多种方法撰写文章，在一些司法管辖区采取出行限制和
社交疏远措施的情况下，有的撰稿人使用创新方法来收集数据。一
些撰稿人采用熟知的概念框架，而另一些撰稿人则考虑了新的理论
形式。整个特刊阐述了教育的深刻变化、对日常教育生活的一些严
酷影响、思考不同的未来可能性时可以采取的一些反思形式。

总的来看，本期《NORRAG 特刊》介绍了各国和不同社会群
体中教育与国际发展的紧急状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尽管现在判断
人们和机构能否在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中找
到出路还为时过早，但是本期特刊的各个章节借鉴了新的教育观点
和做法并提供了形成性思考，表明关键的话语和实质性变革正在实
施中。现在国家干预的作用是创造公共价值，而不是纠正市场失灵；
这是 40 多年来在公共政策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主义正统经济学
的重大转变。现在教师被视为社区和社会中必不可少的保健工作者；
与之前描述的 “缺陷” 大相径庭。教育领域正在公开讨论普遍存在
的脆弱性，如心理健康和贫困问题，要求采取集体行动和实施关怀，
而不是指责个人。我们希望本期《NORRAG 特刊》的各个章节能
够激励人们将这些新出现的想法转化为适用于实践的理论、新的生
活经验和公平的制度，同时注意不要重复现代性的动态乌托邦主
义，忽视新冠肺炎疫情在教育方面的经验。

致谢
我很荣幸在过去的一年里作为共同主编制作了本期《NORRAG

特刊》。我们最初的想法源自教育与国际发展中心（CEID） 于
2020 年 4 月发起的题为 “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教育” 的系列博客，
我们的想法得到进一步强化是源于 2020 年 9 月举行的同名网络
研讨会和 2021 年 4 月举行的题为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和研究产
生了什么影响 ?” 的 NORRAG KIX EAP 网络研讨会，其中包括一些
曾向《NORRAG 特刊》投稿的作者。我们要感谢 CEID 的同事，他
们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成就了这个系列博客，感谢本期《NORRAG
特刊》的 63 位作者，他们为准备发表的文章慷慨地贡献了一系列
评论和反馈， 还要感谢 Gemma Moss 和 Jenny Parkes 审阅我们
的导言初稿。最后我们要感谢 Moira V. Faul、Anouk Pasquier Di 
Dio、Paul Gerhard、Emeline Brylinski、José Luís Canêlhas 和
NORRAG 团队的其他成员，感谢他们在期刊调校和制作过程中给
予的支持。

https://blogs.ucl.ac.uk/ceid/
https://blogs.ucl.ac.uk/ceid/2020/09/25/covidwebinar/
https://blogs.ucl.ac.uk/ceid/2020/09/25/covidwebinar/
https://www.norrag.org/21-april-2021-kix-eap-webinar-what-has-covid-19-done-to-education-and-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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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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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至关重要，教育是实现人类繁荣的一个核心要素，而且也
是人们获得其他重要能力的手段，因此，教育不平等就成为不平等
现象中特别关键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收
入，改善人们的健康水平。而教育不平等（在进入学校和大学的机
会以及在这些教育机构教学质量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则成为导致和
加剧就业、收入和健康等诸多方面的纵向不平等（个人之间）和横
向不平等现象（群体之间）的主要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活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20 年，大多
数国家的学校停课 6 个月。据估计，到 2020 年 3 月，全世界超过
80% 的入学儿童受到了封城、隔离的影响。教师以各种形式提供
替代性的教学活动，包括线上互动教学、电视和广播课程，有时还
会提供活动表。

虽然全球封锁影响了所有收入类型家庭的在读子女，但低收入
家庭和低收入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一般来说，下述情况会对国家
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产生影响：

1. 在参与替代教学活动所需的设备方面存在不平等，如互联
网和计算机、智能手机、电视和收音机。

2. 在父母支持家庭教育的能力方面存在不平等，这种不平等
主要取决于父母自己的教育水平和他们为子女教育所贡献
的时间。

3. 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封城隔离，对就业和收入产生了普遍的
负面影响，这反过来又对儿童的教育产生了间接的影响。
这也会加剧不平等现象，因为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本身在
各个家庭和群体之间就是不平衡的；而且当收入已经很低
的时候（处于或接近最低生活水平时），家庭收入的减少
对儿童教育的影响更大。

虽然不平等的影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由于学校停课时间的长
短、替代教学性质和对学生支持有所不同，其影响程度在不同的国
家也有所不同。 此外，根据限制经济活动的时间长短和严重程度、
新冠疫情引发的其他国家经济紧缩的连锁反应、以及政府（和援助
国）维持收入的政策的不同，各国在经济方面受到的影响也各不相
同。在下文中，我将用一些一般性数据和一些来自特定国家的证据
来说明这些观点。

摘要
本文审视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不平等的影
响，结果表明 ：国家内部和各个国家之间在教
育方面都因为疫情产生了不平等的现象。在停
课情况下，较富裕的国家和较好的学校可以提
供替代性的教学方案，质量较高 ；而对于较贫
穷的家庭而言，因为上网、看电视和使用笔记
本电脑的机会有限， 父母给予的支持也较少，
所以学生利用替代性教学方案的能力较差。新
冠肺炎疫情对教育不平等的影响可能对来自贫
穷国家和家庭儿童的前景产生长期的影响。

关键词
不平等
新冠肺炎疫情
教育
学校
招生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不平等产生的一些
影响
 

   Frances Stewart，英国牛津大学名誉教授

   rances.stewart@qeh.ox.ac.uk

mailto:%40qeh.ox.ac.uk?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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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数据综述

学校关停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有些国家比其他

国家严重得多。所有国家在关停学校方面的反应几乎一致。在
2020 年 3 月底的疫情高峰期，约有 14.71 亿儿童（占入学儿童的
82.5%）因此受到影响。此后学校逐渐开放，到 2021 年 5 月 24 日，
只有 24 个国家仍然在全国范围内关停学校，受影响的儿童人数下
降到 2.11 亿——但这仍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

替代性教学方案
学校在关停后采取了各种替代性教学方案，包括互动在线教

学、使用电视或广播，有时学校还会亲自或通过邮寄的方式给学生
发放教材。但在贫穷国家中，资源有限的学校根本不提供替代教学
方案（人权观察，2020 年）。

作为面授教学最有效的替代方案，交互式在线教育主要由资源
最好的学校提供；并且学生也能够连接上高质量的互联网。而低收
入国家只有少数儿童（16.3%）可以接入互联网，其次，相对比较
好的教学模式——电视课程，也仅限于少数拥有电视的家庭。在撒
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只有 19% 的家庭可以上网，相比之下，北
美地区的这一比例为 89%。这些数据表明了电视拥有率方面的类
似差距（表 2）。在上述各种情况下，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都无法
获得这些替代性方案。尽管贫穷国家的收音机普及率远高于电视，
但许多非常贫穷的人甚至连收音机都没有。

因此，替代性教学的机会和质量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都存在
不均衡的情况。一项针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四个国家（埃塞俄比亚、
马拉维、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研究结果表明，只有不到一半的儿
童能够使用收音机、电视或移动学习应用程序。在疫情期间，师生
的接触率下降到了 17%（Josephson 等人，2020 年）。布基纳法
索的儿童表示：他们因缺电而无法学习（人权观察，2020 年）。据
估计，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尽管在私立学校中有四分之三的
儿童可以获得远程教育，但在公立学校中只有一半的儿童可以获得
远程教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a）。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在发展中国家，在远程教育无法覆
盖的人群中，超过 70% 属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 40% 人群，而超
过四分之三的人位于农村地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b）。分
析表明，来自非常贫困家庭的儿童（特别是来自移民和土著家庭的

儿童），在学校重新开学后很可能不会继续接受教育（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2020a）。一项人权调查报告称，中非共和国、刚果和马
达加斯加的许多儿童在封城期间没有接受教育（人权观察，2020
年）。其中，女孩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因为她们害怕去男性教师
家里，而且经常需要做家务。一位来自摩洛哥低收入地区的教师
估计，最多有 10% 的儿童参加了远程学习，其中大部分是父母受
过教育的儿童（人权观察，2020 年）。这些不平等现象并不局限于
贫穷国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一项调查发现，在最贫困学生就
读的学校中，有五分之四表示其 “没有足够的设备和互联网接入设
备，来确保所有处于自我隔离中的学生能够继续学习”（Teachfirst，
2020）。

对发展中国家教育部的调查显示，各国的反应明显存在不平等
现象（教科文组织等，2020 年）。

· 90% 的高收入国家要求教师在学校关停期间继续工作，但
只有 60% 的中等收入国家和 39% 的低收入国家要求教师
继续工作。

· 97% 的高收入国家安排教师继续跟踪学生的表现，但只有
一半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 虽然大多数中高收入国家帮助学生获得了远程教育的条
件，但是只有 30% 的低收入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

家长对家庭教育的支持
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父母对家庭教育的支持水平存在严重

的不平衡。一个主要原因是父母自身受教育水平的不平衡。在高
收入国家，几乎所有父母都受过小学和中学教育，但受过高等教育
的人和没有学位的人之间存在着鸿沟，前者最有能力支持其子女接
受中学教育。众所周知，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与家庭收入的不
平等密切相关。例如，在英国，2018 年最贫困家庭（其子女可以
免费享受学校午餐）的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不到其余人口的一半。

表 1：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校关停情况

日期
关停全国学校

的国家数目

受影响儿童
人数 

（百万人）

受学校关停
影响的在校
儿童比例 %

2020 年 3 月 31 日 164 1,471 82.5

2020 年 6 月 6 日 107 919 52.5

2020 年 9 月 9 日 40 809 46.2

2020 年 11 月 12 日 23 224 12.8

2021 年 3 月 29 日 40 205 11.7

2021 年 5 月 24 日 24 211 12

资料来源：教科文组织，2021 年

表 2：按区域划分的用于获取替代教学的补充资产

地区

2018
年互联
网用户
比例 %

2018 年全部
人口中获得电
力的比例 %

2018 年农村
人口中获得
电力的比例

%

2000-2003
年拥有电
视的家庭
比例 %

撒哈拉以

南非洲
18.7a 47.7 31.5 22.7

南亚 20.1 91.6 87.6 23.4

东亚和太

平洋
54.9a 98 96.3 75b

阿拉伯世

界
63.2 89.3 79.2 85.6c

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
72.4 98.3 92.8 73.8d

欧盟 81.6 100 100 94.3

北美 88.5 100 100 98

a. 2017；b. 估算；c. 中东和北非；d. 前西班牙殖民地。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Nation Master。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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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采用多重劣势指标时，这一差距更大（（英国）大学及学院招生
服务中心，2018 年）。对于全部成年人口来说，这一差距会大得多，
因为近几十年大学入学率一直在扩大。

在低收入国家，有相当高比例的成年女性没有完成小学教育，
因此她们也很难支持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表 3）。例如，在 2017
年的塞内加尔，所有 25 岁以上的女性中只有 13% 完成了小学教育。
父母教育经历非常有限的人群主要集中在最贫困的家庭，这进一步
加重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低收入家庭中教育的负面影响。人权观察调
查在调查了一些儿童后报告称，他们发现这些儿童很难在家学习，
因为他们家中没有人受过任何教育（人权观察，2020 年）。在孟加
拉国的一项研究中，一半受访父母表示：他们无法帮助孩子学习新
的课题（Biswas 等人，2020 年）；而一项对 46 个国家儿童（11-17 岁）
的调查则发现，37% 的人表示：在家庭教育中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

（Gordon 和 Burgess，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产生的这些影响直接来
自学校关停和替代性教学方案。然而，全球大概有 9% 的小学学龄
儿童和 18% 的 6-17 岁儿童根本没有入学（教科文组织数据）。这
些孩子显然不会受到学校关停的影响。

此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封城导致的经济衰退对儿童学习
所产生的影响。

经济方面不利影响
疫情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首先是因为某些国家

的封城，其次是其他地方经济衰退对市场产生的连锁影响。在一些
国家，政府出台了支持企业发展、就业和提升收入的方案，缓解了

这种影响。2021 年 4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世界国内生产
总值将下降 3.3%，各个国家的下降幅度因每个国家管理疫情的方
式而存在很大不同。一个极端情况是中国的 GDP 预计在 2020 年
增长 2.3%，而岛屿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尤为糟糕，据估计：斐济下
降了 19%，马尔代夫下降了 32%。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大
约下降了 4.7%，西班牙（11%）和英国（10%）的降幅尤其突出。
在较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中，秘鲁的国内生产总值大约下降了 11%，
阿根廷和菲律宾下降了 10%，印度和墨西哥下降了 8%，南非下降
了 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区域估计情况最不乐观（-7.0%），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下降幅度远低于这一水平，为 -1.9%（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2021）。

经济衰退的影响水平具体取决于封城和政府保护方案的性质。
在封城期间，那些可以继续在家工作的人（许多人从事非体力劳动）
的收入所受到的影响最小。那些暂停工作的人群的收入损失水平具
体取决于家庭的公共和私人保险计划，以及疫情期间当局为保护人
民而采取的具体政府方案。这些方案大多支持那些在正规部门工作
且签订了长期合同的人员。拥有资产的家庭可以通过利用这些资产
来维持消费。 而在非正规部门工作的人员以及临时工往往受害更
深，因为他们没有办理保险，而且往往不在政府支助方案的补偿范
围之内。

我们无法用只言片语简单地概括经济衰退的影响，因为这在
很大程度上这取决于封城和政府补偿政策的性质，但是在大多数
国家，这种影响似乎是不平等的（例如，Chetty 等人，2020 年）。
在低收入国家， 许多人被推到贫困线以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21 年）。2021 年 1 月， 世界银行估计， 在 2020 年内陷入极端
贫困的人口将新增 1.19 亿至 1.24 亿（Lakner 等人，2021 年）。

一项针对四个非洲国家的研究结果表明，77% 的人口生活在
因疫情而失去收入的家庭之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家庭因收入损失而
难以获得足够的药品和食物，而这些损失却以一种不均衡的方式，
落到 “在疫情之前就已经一贫如洗的家庭肩上”（Josephson 等人，
2020 年，第 8 页）。

除了对普遍贫困的影响之外，贫困加剧还对教育产生了不利影
响。儿童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恶化使他们更难参与学习，而年龄较大
的儿童（尤其是女孩）可能需要照顾不上学的弟弟妹妹。一些孩子
通过寻找有偿工作来填补家庭收入。人权观察（2020 年）调查报
告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儿童从事捕鱼和卖鱼，或者在手工采矿和
农业活动中打工。教师们担心他们将永远无法继续学业。

影响总结
综合这些证据，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都产生了

一系列不平等的影响。这一结论得到了人权观察的认可（2020 年，
第 1 页），该组织在对九个非洲国家进行采访之后得出结论：“疫情
造成的学校关停加剧了先前就已经存在的不平等现象，而且……最
有可能被排除在优质教育之外的儿童受到的伤害最大”。

表 4 显示了在教育影响方面所显现的区域不平等现象，调查
数据取自对 46 个国家的儿童及其监护人的调查。

表 3：选定的发展中国家中完成小学教育的成年女性比例

国家
完成小学教育的成年女性 

（25 岁以上）比例 %
年份

安哥拉 32.9 2014

孟加拉国 54.5 2018

布隆迪 13.8 2017

洪都拉斯 60.2 2018

印度尼西亚 74.9 2018

莫桑比克 36.1 2017

尼泊尔 17.1 2008

尼日尔 8.9 2012

巴基斯坦 37.7 2017

卢旺达 31.8 2018

塞内加尔 13.1 2017

叙利亚 33.4 2008

坦桑尼亚 58.9 2012

突尼斯 65.8 201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https://databank.worldbank.org/source/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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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尼日利亚，学校的关停加剧了纵向和横向的教育不平
等现象，收入较高和父母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儿童可以获得更好的
互联网接入资源，同样，生活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儿童比生活在北部
的儿童拥有更好的互联网接入资源。这项研究的结论是：“来自低
收入家庭、教育程度较低的家庭的孩子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因为
学生在远程学习时因缺乏家庭的帮助，无法获得在家上课的资源支
持，因此而受到阻碍”（Briggs，2020 年，第 50 页） 。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世界的教育都产生了负面影响。而这种负面
影响在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却不均衡。尽管证据仍然零散，但在
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都存在类似的横向不平等（跨群体）和纵向
不平等（个人之间）的情况。教师和家长提供的替代教学方案和家
庭教育支持水平也存在不平等的情况。极端贫困的加剧破坏了最贫
困者的学习。随着各国逐渐从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恢复，许多不利
影响将逐渐消失。但这种复苏很可能是不均衡的复苏，较发达国家
有资源支持自身实现更快速的复苏，而较贫穷国家可能背负巨额债
务，阻碍快速复苏的步伐。来自富裕国家和高收入家庭的儿童可能
会从政府、学校和家庭获得更多的支持，帮助他们弥补疫情造成的
教育差距。但是，对于许多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新冠肺炎疫
情对教育所造成的冲击将会产生永久性的负面影响，损害他们的经
济前景，甚至可能损害他们的健康。这可能会普遍加剧不平等现象，
并对下一代产生连锁反应。

国别报告显示了各国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影响。对发达国家学校
关停影响的研究表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学习损失更大：

· 在荷兰，来自教育程度较低家庭儿童的考试成绩下降幅度
高达 55%（Engzell 等人，2020 年）。

· 在比利时佛兰德的学校中，学校中弱势家庭学生的比例越
大，成绩下降越快（Maldonado 和 De Witte，2020 年）。

· 在美国 , 来自收入水平最低家庭的四分之一学生群体中，
在 “Zearn” 平台上完成数学课程的比例下降了超过 70%；
中等收入者约占 60%，最高收入者约占 30%（Bruyckere，
2020 年）。

· 在英国的公立中学中，来自最富有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孩子
中的 64% 在功课上得到积极的帮助， 相比之下， 来自最
贫穷的五分之一家庭的孩子中，只有 47% 能够得到帮助。
另外， 有 82% 的私立学校学生得到了积极的帮助。来自
富裕家庭的孩子在功课上花费的时间则比来自底层五分之
一家庭的孩子多出 30%（Andrew 等人，2020 年）。

发展中国家也有类似的发现。例如，厄瓜多尔的一项研究显示，
替代性教学活动对纵向和横向不平等现象的影响并不相同（表 5）。

表 4：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替代教学活动中地区之间的不平等

地区
家里没人帮忙

的比例 %
没有接触过教
师的比例 %

每周与教师联
系一次或更多
次的的比例 %

北美 12 20 46

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
25 24 36

亚洲 33 58 15

西非 40 68 10

东非和南非 43 81 10

资料来源：Gordon 和 Burgess，2020 年。

表 5：新冠肺炎疫情学校关停期间的教学活动

计算机和互联
网接入比例 %

每周花在功课
上的时间超过
4 小时比例 %

没有作业比例
%

财富最多的四分

之一
75 45 9

财富最少的四分

之一
39 40 19

混血 / 白人 62 45 13

土著和其他 44 40 19

东非和南非 43 81 10

资料来源：Asanov 等人，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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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尼日利亚教育体系
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该国在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一直处于低水平，
一些州对私营部门的依赖程度高于预期，这在
尼日利亚东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尤为明显，这意
味着教育系统无法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从
而导致不平等现象加剧。

关键词
不平等
私立学校
教育财政
尼日利亚

随着世界各地为防止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而关停学校，教育系
统匆忙开始实施远程学习计划以帮助学生继续学习。这些干预措
施主要利用教育技术，能够减轻疫情对一些学生产生的影响。但
是，随着组织、政府和多边机构对应对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有
一个问题愈发明显， 即：现有的教育不平等因远程学习机会的不
平等而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和农村地区的儿童

（Cavalho 和 Hares，2020 年；Moore，2020 年；Stewart，本期）。

在尼日利亚，新出现的证据表明，现有不平等情况的加剧主要
涉及家庭负担、获得远程学习所需技术的能力、以及家长在学校关
停时支持儿童学习的能力（EduPlana & BudgIT，2020 年；马拉
拉基金，2020；TEP 和 NESG，2020 年）。数据显示，在收入较高
的家庭中，儿童在学校关停期间表现得更加积极（国家统计局和世
界银行，2021 年）。

这一情况尤其令人担忧，因为公共教育系统已经长期资金不
足，并且高度依赖民营部门的捐助（Onyekwena 等人，2019 年）。
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导致油价在疫情开始时大幅下跌。加之国家
层面的封城措施，财政资源减少的状况出现。尽管政府继续将同
样比例的预算分配给基础教育（如 2004 年普及基础教育法案规
定），但其实际数额将低于前几年的水平（Obiakor 和 Adeniran，
2020 年）。这可能会将与学校教育相关的额外成本推给民营部
门，包括家庭。这一情况将加剧不平等的现象，因为世界银行估
计，尼日利亚的全国贫困率将从 2019 年的 40.1% 增加到 2022 年
的 45.2%，新增 1090 万贫困人口（Irwin 等人，2021 年；Lain & 
Vishwanath，2021 年）。

这意味着私立学校的费用对于那些在疫情之前就负担不起的
人来说，更是遥不可及，这成为许多儿童返回学校学习的一个重
大障碍 （马拉拉基金，2020 年，第 12-13 页）。在卡杜纳州，我们
可以发现这一情况。在疫情之前，男孩比女孩更有可能上私立学
校，大多数女孩上公立学校。马拉拉基金的一份报告发现，该州
22% 的男孩不希望重返学校，他们称费用是他们重返学校的主要
障碍， 而女孩只有 9% 不希望重返学校（马拉拉基金，2020 年，
第 12-13 页）。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州也被报道，私立学校的所有人
承认返回学校的学生数量有所下降（Ayodele，2021 年）。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这种依赖民营部门的行为，对极度贫穷



20 

家庭儿童的教育产生了特别消极的影响（Verger 等人，2019 年），
并破坏了国家充分资助和优先支出免费优质公共教育资源的法律
义务（Unterhalter 等人，2020 年）。有鉴于此，我们认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尼日利亚的教育责任从政府转移到民营部门，
这导致教育系统无力应对任何冲击，包括新冠肺炎疫情。为减轻疫
情对教育系统不平等的影响，尼日利亚有必要增加公共支出，加大
国家参与的力度，而不是越来越依赖民营部门。

尼日利亚的社会政策轨迹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尼日利亚教育体系已经存在根深蒂固的
不平等——这与几十年来的低水平国家支出有关。在入学率和升学
率以及不理想的学习成绩方面，不平等现象非常明显（Onyekwena
等人，2019 年）。1 尼日利亚是世界上失学儿童比例最高的国家，
约达 1,050 万，也是世界上上学时间不到 2 年的贫困女童比例最
高的 10 个国家之一，其中 66% 的贫困女童处于失学状态（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2021 年）。尼日利亚教育体系中的不平等现象已
经跨越了性别、地区和社会经济界限（Kazeem 和 Ige，2010 年；
Kazeem 等人，2010 年）。

表 1 和表 2 概述了小学净入学率，2 表明入学率与家庭财富相
关，家庭越穷，入学率越低。我们还可以看出，生活在农村地区
的女孩净入学率仅为 51%；尼日利亚东北部仅为 44.5% （NPC 和
ICF，2019 年）。相比之下，城市男孩的净入学率为 72.8%，东南
部男孩的净入学率为 83.7%（NPC 和 ICF，2019 年）。

尽管尼日利亚对普及小学教育作出了承诺，但是，低净入学
率的情况仍然存在，在一些地区，这些承诺可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在国家层面可追溯到 1977 年发起的普及小学教育方案。最
近，1999 年尼日利亚的普及基础教育方案做出了广泛的教育承诺

（Fafunwa，1974 年；Obanya，2011 年）。但是， 国家在教育方
面的支出历来很低。2010 年至 2014 年间，只有 8.8% 的联邦预算

用于教育工作，而达喀尔全民教育行动建议：国家预算的 20% 应
当用于教育（Onyekwena 等人，2019 年）。

教育资金不足的情况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当时由
于全球油价大幅下跌，联邦储备下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实施的包括结构调整在内的紧缩措施严重限制了教育的支出

（Hinchcliffe，1989 年；Babalola 等 人，1999 年；Imam，2012
年）。在这一背景下，许多州重新收取学费，将教育的成本转给家
庭， 导致入学率下降（Babalola 等人，1999 年；Imam，2012）。
在重男轻女的州，女孩辍学去当小贩、家政工人或农场工人（Obasi，
2000 年）。

这样一来，国家高度依赖民营部门，而民营部门在过去往往被
视为公共教育体系的补充。

有大量的文献表明私立学校有很高的入学率，特别是在城市中
心和一些南部州， 情况更是如此（Tooley 等人，2005 年；HRM，
2013 年；Dixon 等人，2017 年）。家庭在课本、校服、交通和其
他学校费用上的支出也水涨船高（Onyekwena 等人，2019 年）。

表 2 按地点和性别显示了特定国家公立和私立学校的小学入
学率。在南部的阿南布拉州和拉各斯州，私立学校的入学率非常
高，而公立学校的入学率相对较低。相比之下，北部的博尔诺州、
卡诺州和索科托州贫困率较高，公立学校入学率较高。这加剧了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几十年来，公立学校资金严重
不足，但却是许多贫困家庭和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唯一的就读选择

（HRM，2016 年）。研究结果表明， 极度贫穷的家庭往往负担不
起校服、课本和交通费用（Kazeem 等人，2010 年）。

新冠肺炎疫情与教育不平等现象的加剧

这种低教育支出和高度依赖民营部门的模式导致教育系统无
力公平地应对疫情的冲击。在对学校关停和向远程教育转变的应对
方面，这种影响显而易见。

2020 年 3 月，尼日利亚联邦教育部批准关停全国 36 个州和
联邦首都区（FCT）的所有学校。许多学生在 2019/2020 学年的
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上学。约有 23 个州通过广播和电视采用了远
程学习方案，如在阿南布拉的 “空中教学”（EduPlana & BudgIT，
2020 年，第 10 页）。还有五个州，包括翁多、奥贡、埃多、卡杜
纳 、拉各斯， 创建了在线学习平台。许多私立学校通过 Zoom、
WhatsApp 和谷歌教室实施远程学习计划。

对于参与远程学习的学生来说，他们需要获得以下技术设备：
智能手机、电视、电脑和平板电脑。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不太可能
获得这些资源。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的新冠肺炎疫情国
家纵向电话调查结果表明，富裕家庭的儿童比贫困家庭的儿童更有
可能获得电视、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来进行学习（国家统计局和世
界银行，2021 年 1 月）。Azubuike 等人（2021 年） 还发现， 在
私立学校上学的儿童更有可能在学校关停时获得学习所需的资源，
如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或计算机。

这种不平等的影响在参与学习活动的数据中显而易见。在
2020 年 3 月至 10 月期间，来自收入最低五分之一家庭的儿童中，

表 1：小学净入学率

男性 女性 总数

居住地
城市 72.8 70.2 71.5

农村 55.0 51.0 53.1

地区

中北部 62.1 62.1 62.1

东北部 46.4 44.5 45.5

西北部 57.9 51.8 54.9

东南部 83.7 81.2 82.4

南部 72.8 68.0 70.5

财富五等分

群体

西南部 73.6 71.9 72.7

财富最少 33.9 30.6 32.3

财富第二 60.6 55.6 58.1

财富第三 73.1 69.4 71.3

财富第四 77.2 76.1 76.6

财富最多 73.2 69.2 71.2

资料来源：尼日利亚人口和健康调查（NPC 和 ICF，2019 年，第 41 页）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707?posInSet=10&queryId=621e4d75-8594-4bc1-90e9-75771a15e3b6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707?posInSet=10&queryId=621e4d75-8594-4bc1-90e9-75771a15e3b6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5707?posInSet=10&queryId=621e4d75-8594-4bc1-90e9-75771a15e3b6
https://businessday.ng/coronavirus/article/fg-orders-closure-of-all-schools-in-nigeria-as-coronavirus-sprea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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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例如，在教育质量指数（2015）中，尼日利亚在 144 个国家中排名第 124 位
（Onyekwena 等人，2019 年）。

2. 净入学率是指：给定教育水平官方年龄组在任何教育水平学校就读的学生总数，
以相应人口的百分比表示，表明小学学龄儿童上学的百分比。

表 2：按性别和地点分列的、阿南布拉、博尔诺、卡诺、拉各斯和索科托公立和私立学校入学率百分比（2018 年）

城市 城市 城市

男性 女性 总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男性 女性 总数

尼日利亚

私立 43.0% 42.7% 42.8% 27.4% 27.8% 27.6% 34.4% 34.7% 34.6%

公立 57.0% 57.3% 57.2% 72.6% 72.2% 72.4% 65.6% 65.3% 65.4%

博尔诺

私立 21.3% 24.1% 22.6% 3.3% 3.9% 3.6% 14.1% 16.3% 15.1%

公立 78.7% 75.9% 77.4% 96.7% 96.1% 96.4% 85.9% 83.7% 84.9%

卡诺

私立 13.7% 13.7% 13.7% 2.7% 2.8% 2.8% 7.0% 7.1% 7.1%

公立 86.3% 86.3% 86.3% 97.3% 97.2% 97.2% 93.0% 92.9% 92.9%

拉各斯

私立 52.8% 52.1% 52.5% 58.2% 59.3% 58.7% 54.0% 53.6% 53.8%

公立 47.2% 47.9% 47.5% 41.8% 40.7% 41.3% 46.0% 46.4% 46.2%

索科托

私立 16.3% 17.4% 16.8% 1.1% 1.3% 1.2% 5.1% 6.7% 5.8%

公立 83.7% 82.6% 83.2% 98.9% 98.7% 98.8% 94.9% 93.3% 94.2%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FMoE（2018a；2018b）

只有 41% 参与了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而来自收入最高五分之一
家庭的儿童中（在 2019/20 学年的任何时候都上过学的儿童），有
67.6% 参与学习（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2021 年 10 月）。同期，
农村地区有 50.1% 的儿童参与了学习，而城市地区有 68.6% 的儿
童参与了学习（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2021 年 10 月）。

技术和不公平的基础设施产生的高成本，以及落后的互联网连
接水平和电力供应水平，都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因。尽管尼日利
亚拥有非洲最大的移动宽带市场，但偏远和弱势社区的群体接入
互联网的机会十分有限（Bahia 等人，2020 年）。尽管 2020 年至
2021 年间有 1900 万尼日利亚人成为新的互联网用户，预计总数
将达到 1.044 亿，但只有 50% 的人口能够访问互联网。

在家庭能够获得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情况下，学生参与学习的能
力往往取决于他们能否得到一个成人的帮助来支持他们的学习，这
个成人可以是家庭成员，也可以是私人教师。Stewart（本期）指出，
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能够在学校关停期间更好地支持他们的孩
子参与学习。在尼日利亚疫情期间， 在儿童参与学习活动的家庭中，
73.3% 由家长或其他家庭成员授课（DHS 和世界银行，2020 年 8
月）。上私立学校的儿童更有可能接触到私人教师（Azubuike 等人，
2021 年）。在财富最少的五分之一的群体中，儿童获得成人支持他
们学习的可能性要低十倍以上。人口和健康调查数据显示，经济收
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中，有 75.4% 的女性和 65.1% 的男性没有
受过正规的教育，相比之下，在财富最高的五分之一群体中，有 7.1%
的女性和 4.7% 的男性没有受过正规教育（NPC 和 ICF，2019 年，
第 38 和 40 页）。

资源充足的教育体系走向何方？

可悲的是，对于任何研究教育体系的人来说，像新冠肺炎疫情
这样的危机，对那些已经处于水深火热的弱势群体产生负面影响，
这并不稀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许多教育体系并没有致力于确
保最边缘化的学生来取得最好的学习成果。就尼日利亚而言，该国
长期以来教育资金不足，在危机时期的教育预算还被削减。这对低
收入家庭的教育水平影响最为严重。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发现：尼
日利亚对民办学校太过依赖，转移了国家对投资公平教育体系的责
任，并导致不平等现象的加剧。在目前这个危机关头，增加教育方
面的公共支出显得至关重要。

http://cseaafrica.org/wp-content/uploads/2019/07/Financing-Basic-Education-in-Nigeria-3-1.pdf
https://microdata.worldbank.org/index.php/catalog/3712/download/49282
https://microdata.worldbank.org/index.php/catalog/3712/download/49282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1-nigeria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1-nigeria
https://datareportal.com/reports/digital-2021-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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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爆发、降低人员密度、甚至完全关停大学的不久后，学
术界就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强调了远程学习和教学的经验和影
响。人们对紧急情况下的远程教学和在线教学环境进行了区分：前
者是一种没有准备的、强调尽快实施的教学活动；而后者则是经过
精心设计、深思熟虑的教学理念（Hodges 等人，2020 年）。2020
年，教育学术界不得不 “匆匆忙忙” 适应新的环境，在不太理想的
情况下，将所有材料转移到网上（Hedding 等人，2020 年）。

一些论文关注了学生在疫情期间的经历，学术界仍在开展大规
模的全球研究（Aristovnik 等人，2020 年；Crawford 等人，2020 年）。
一篇关于南非多所高等教育机构经验的文章反映出 15 所公立大学
的情况（Czerniewicz 等人，2020 年）。其中一个共同的线索是：
当校园线下教学环境无法使用时，不平等的现象 “浮出水面”，这
突出表明，高等教育机构面临的现实是，“一切照旧” 和恢复 “正常”
已不再可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疫情为在线教学带来了积极的政
策变化，这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情况（Czerniewicz 等人，2020 年）。

“远程”与“在线”——区别在哪里？

作为开普敦大学信息技术学院的一名信息系统教授，我在一个
学生和教职员工都熟悉的数字技术环境下开展教学工作。在我所教
的院系和项目组中，学生和学者们可以使用各种设备（笔记本电脑、
智能手机、软件、虚拟专用网络、数据连接）。如有必要，他们可
以通过大学提供的设备和互联网进行连接。开普敦大学于 2020 年
3 月完全封校。 从 2021 年 3 月起，学校重新开放有限的线下交流
活动。我们与学生的互动转移到了网上，学校提供了多种互动平台
和工具。有一小部分学生在线上基础设施方面面临严重困难，但
是在远程教学的第一个月就解决了。我们一直使用在线学习平台，
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方式。该平台为学生提供了访问数字内
容、成绩单、在线作业、测试和测验以及讲座录音的权限。

在线教学平台需要配置大量的基础设施。从硬件和软件到熟练
的 IT 支持团队，教育环境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教育技术（EdTech）
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门类，在过去十年中不断发展，并在疫情推动下
快速发展。在这一领域，从业者通常会提供有些过于乐观的整体解
决方案，销售团队承诺：外包方案可以用来管理任何教学环境。这
个行业受一些因素驱动，尤其是利润。为了负担得起技术和相应的
基础设施，教育机构必须调整预算，为每年的固定技术成本拨款。
对于大多数组织来说，它们必须创建一个新的 IT 支持部门，并且
在实施技术时产生的变化会影响到教职员工和学生，对此必须进行
管理。这在南非及其他地区资源有限的教育部门中是否可以持续进
行呢？

封校开始之后，我的大学社区就决定改用 “紧急远程教学” 这
一表述，而不是 “网上教学”。“紧急” 一词反映了我们对一种不寻

摘要
历经新冠疫情后， 教育领域形成了一个共识，
即教学活动和技术突然间交叉在一起。根据我
对 2020 年教学活动的反思，我试图了解教育
领域的复原力，以及技术是如何在一个不断变
化和不确定的环境中成为教学工作的推动力。

关键词
远程教学
在线学习
高等教育
新冠肺炎疫情
教育技术

数字化： 
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改变高等教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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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前所未有的情况做出的反应。它表达了一种感觉，即这种情
况是暂时的。我们并没有永久地将大学的教学模式转移到一个新的
空间。这一表述的言外之意是：学校的目标不是给我们带来完美的
在线教学体验。这仅仅是应对紧急措施带来的所有挑战的临时解决
方案。

 “远程” 一词则意味着：学生通过远程方式访问学习材料，而
不是通过设计好的 “在线” 课程进行学习。由于互联网连接和电力
接入水平的不平衡，我们不能指望学生们参加同步的直播互动课
堂。所有的教学活动都是采用非同步的模式进行设计。硬拷贝的材
料通过快递寄给生活在偏远和资源有限地区的学生们。我们也心知
肚明：学校设计的在线教学和学习材料与那些短期紧急情况下制作
的材料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我们没有时间去重新设计课程、去创
建直观的网站，并将在线学习的最新研究成果应用到我们的课程网
站上。这都是对前所未有情况的紧急反应。

技术就是关键因素。为了设计远程教学体验，我们试图为身处
任何地点的学生创造一个类似开普敦大学校园的线上教学环境。每
个讲师都通过在线平台上提供内容、讲座和辅助材料。WhatsApp
支持小组成立了，学校在短时间内开始采取一些令人兴奋的举措。

当然，在意料之中，我们也会面对混乱、恐慌和技术故障。但
总的来说，教职员工和学生们齐心协力，认识到所有这一切工作的
紧迫性。在任何其他情况下，我们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
类似的进展。教职员工和学生们必须予以应对。这为学校进入数字
教学环境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良机。在 2020 年的下半年，我们
能够更加冷静地做出回应，在 2021 年的上半年，大多数教职员工
和学生们能够在数字环境下进行富有成效的教学活动。

在前几个月过后，当紧急远程教学活动的期限明显会延长时，
我们调整了教材，并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教学。我们为学生设计了更
多的数字连接点。我们可以在线会面，在线上课。而身处非常偏远
地区的学生被邀请回到校园，从而更好地访问互联网，下课后则安
全地呆在宿舍里。但是，即使每一项技术都落实到位，而且我们都
在适当的时候在线上踊跃发言，这种体验也永远不会像面对面的讲
座或辅导那样令人满意。好像少了点什么？

答案很简单：科技无法取代或创造出线下的校园体验。一个校
园不仅仅是一组有授课场所的建筑。身处校园的我们创造了一个社
区，一个非数字化的社交网络，一个一起参与教和学活动的社会。
这种联系是我们的肉眼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在努力创造这个没有
联系的教学环境。我们在数字互动中，失去了彼此的接触点，无法
通过直观地评估教室中的气氛来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而对于一个
学生而言，通常在一个学期里，其重点活动是 “置身于校园”。而
置身于数字化的 “校园” 却是完全不同的体验。不管虚拟校园设计
得多么完美，即使有最好的互联网连接速度和用户体验，疫情都已
经向我们表明，如果没有实体线下校园，我们将不可挽回地丧失以
参与互动为基础的教学活动精髓。校园的概念是一个为了获取知识
的共同目标而聚集在一起的社会。我们使用校园的设施和建筑加强
了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我们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通过技术来解决
这样一个社区的社会凝聚力问题。

通过有形和无形的参与，学生在校园内创造、教授和分享知识。
而这些活动给教师们提供了指导和框架。我们无法将校园体验转化

为线上的环境，因为技术无法实现这种整合，而且我们作为教师，
也没有接受过将教学体验抽象为对应的数字体验的培训。技术，会
影响教学活动，会根据我们的技能水平以及我们可以获得的数字基
础设施，来对可能的情况进行调节。在数字空间中提供教学活动，
我们不仅要将我们在现实环境中所做的事情进行转化，而且还要有
目的地设计好这个过程。

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设想未来的教育体系。长期
以来，人们注意到：听课是校园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太吸引学生的活
动，上课人数的不断减少，而提供的听课录音越来越多。研究课堂
出席率的工作小组强调，我们缺乏一个好的理由，让学生继续留在
课堂里。

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在没有面对面授课的情况
下，长时间地观察究竟发生了什么。讲课，作为我们教师与学生接
触的一个重要活动，而技术是否有让我们取代讲课、甚至提高讲课
的作用？我们了解到讲课不仅仅是向学生们展示知识。对一门课程
而言，“读书” 的概念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对 “教授” 和
教学方法更清晰地理解，这种理解就要求我们在讲课期间，利用适
当的教材，与整个班级分享知识、共同参与建设性的学习活动。讲
课通常代表一个起点，将学生与特定的主题或话题联系起来。随后
通过自学、形成性评估和利用教材实际参与的方式来强化学习的过
程。 讲课为学习之路定下了一个基调。

当我们转向线上环境时，在第一次接触教材时，学生必须观看
在线视频或教课书。这在第一个视频中是有效的。我们回顾一段时
间以来视频下载的统计数据发现，与我所有课程的听课率相比，视
频下载率的下滑情况更为严重。

我们知道，学生听课是为了获得知识。正如学生们在我的课程
评估中强调的那样，他们非常想面对面的听课，因为他们想 “坐在
课堂里”，在课后与教师交流、讨论、提问，允许与其他学生聊天
沟通正是学习社区的无形优势。

在线内容在支持学习活动方面显然可以起到作用，但是，它却
无法取代通过讲课、听课实现的第一接触点。在网上环境中，授课
教师无法 “了解” 课堂上的情况，无法考察学生是否了解、跟上教
师的思路，无法跟进一个问题或使用一个不同的例子让学生参与进
来。我们无法感受到面对面授课的乐趣。我们不再能实时感受到与
学生互动所带来的热情和激情，以及让学生们理解一个高难度概念
时的满足感。是的，我们可以更好地设计我们的讲课视频，或者我
们也可以提供更好的互动平台，但是，数字化教学之旅发生了深刻
的转变。有南非学者的一封公开信指出，在大学学习的好处不是
来自讲课，而是来自校园里的互动交流（Pikoli，2020 年）。讲课，
是这种互动交流的第一个场景。没有了讲课，接触和互动的起点就
失去了。

结论

新冠肺炎疫情对教育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在几
乎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将我们的教学活动转
移到线上空间。我们的教材必须转移到线上平台。我们学习了新的
软件，制作了视频，并在线上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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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技术，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已经认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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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学生在参与、连接和打造自己的学习之旅时，在一定程度上
迷失在数字空间之中。为了适应未来的在线互动教学，我们必须更
加深入地思考：在线空间的教与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2020 年， 对教职员工来说压力很大。当我们有责任去实现、
却没有权力去影响时，我们就会感受到压力。为了影响教育事业，
减轻我们自己的压力，我们需要反思我们的经历，创建有意义的在
线内容，并有目的地设计与学生的教学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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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学习可能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但是，目前它却不可或缺，
我敦促所有学校的校长大力发展线上教学。线上教学的最大问
题是可以获得技术的人和无法获得技术的人之间存在着数字
鸿沟。德里政府的远程教学计划是带着人情味的教学计划。
–   Manish Sisodia， 德里负责教育工作的副首席部长，2020

年 7 月

在疫情肆虐的时代，教育中 “人的作用” 并未减弱，反而变得
更加重要。关于家庭 / 室内环境和技术辅助教学如何影响德里公立
学校的数字化教学活动，这篇文章提出了独到的观点。本文着眼于
技术是如何影响教师自身的数字化教学能力和认知实践。这篇文章
参考了德里的 110 名学校教师每天面临的问题（2020 年 7 月和 8
月在 Zoom 上采访），记录了他们在在线上教学阶段的远程教学过
程中，为与学生互动联系所付出的努力。

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

如 果 我 们 希 望 采 用 标 准 化 的 方 式， 来 保 证 教 学 活 动 的 体
验，强调推动教育政策的竞争（而不是共同合作和统一协作）很
可 能 会 给 学 生 带 来 更 差、 而 不 是 更 好 的 教 育 结 果（Mockler & 
Groundwater-Smith，2018 年）。教师是减轻数字化教学活动中
负面影响的关键因素。在印度（与 2020 年初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
人们只是假设教师能够在网上传授他们的教学方法。但是，为了在
这一新的工作领域取得成功，教师需要拥有数字化教学能力。数字
化教学能力可以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框架，用于检查人们如何以一
种 “锦上添花的方式” 利用技术来参与互动，而不是仅仅 “利用技
术来发挥作用”（Pearce & Rice，2017 年，第 2 页）。而数字化教
学能力包括：数字化技能、数字化信心和数字化责任，它显示了个
人控制和适应数字化世界的能力。它促进了教师和数字化设备或技
术之间的认知和相互作用（Passey 等人，2018 年）。这篇文章提
供了与教师参与线上教学相关的教学问题的观点，而这些问题影响
了他们的数字化教学能力。

2020 年 3 月 – 印度德里

当疫情在 2020 年肆虐印度时，公立学校被要求安排线上课程，
以便在封城期间可以继续教学和学习。随着基于数字化的教学活动
不断增加，许多学生和教师却陷入了数字鸿沟（获取、公平、包
容）。并非所有的教师都是善于交际、在数字化世界里如鱼得水的

摘要
本文讨论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110 名德里政
府公立学校教师的数字化教学能力。笔者探讨
了家庭 / 室内环境是如何影响德里公立学校使
用的数字教学活动。教师的声音揭示了在线教
育系统存在的漏洞，并讨论了线下教学和线上
线下相结合学习活动中的一些积极因素。

关键词
教师
新冠肺炎疫情 
印度
教学方法
能力

德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期间教师数字化
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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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网民，就像印度关于教师和技术的言论曾让我们相信的那种情况
一样。相反，教师访问、操作和使用数字化产品或技术的方式存在
着显著差异。本文使用 Passey 等人的框架（图 1），研究了受访者
所面临的问题。

教师的数字化责任：空间问题
数字化责任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数字化行为负责，了解数字

化世界及其道德问题，理解、关切并确保安全和隐私，以及了解
数字化活动的影响（Passey 等人，2018）。当被隔离在家里工作，
教师和学生 / 家庭之间的空间和时间关系发生了变化。教师们都认
为：有很多分散注意力的事情——同一个房间里的家庭成员之间的
谈话，家庭成员接近他们以及其他问题，比如使用手机等等，都
会影响他们的数字化责任。许多教师一般将这种体验，表述为 “尴
尬” 或 “不太负责”。当被问及隐私和空间相关的问题时，一些教
师分享经验说，一些家长有时会 “窥视”、“记录讲课” 或 “拍照”。
他们中的一些人还表示，他们的家庭成员有时会观看他们的教学，
录制视频或查看学生的记录。一位教师表示，她的线上课在祈祷室
进行，只有在我婆婆做完祈祷后，我才能考虑所有的课本和笔记。”
由于空间问题，教师发现无法施展个人能力，这对他们自己和他们
的学生都不负责任。

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技能
利用资源或产品的数字化教学技能是指：可以安全、有效地利

用数字化世界或资源的能力（如图 1 所示，包括数字化的素养和
技能）。数字化资源（如硬件、软件和基础设施）不仅是根据其中
设计好的目的发挥作用（即 “委托” 功能）；他们也可以被他们的
同行（如教师）“感知为具有基于需求的工具”（Rozendaal 等人，
2019 年，第 25 页）。这可以解释为 “以可能包含或丰富用户能力
的方式使用数字化技术，甚至让用户设计新的方式来处理可能改变
活动性质的任务。” 技术可以为活动提供边界和结构，塑造活动的
性质和限制条件。这些 “启示” 和 “约束” 可以为使用它们 “比较
费力” 的学习者提供便利，发挥补充作用，但是它们并不作为 “绝对”
或“具有自身力量的实体”而存在（Fisher 等人，2006 年，第 2-3 页）。

在德里，国家教育研究和培训委员会（NCERT）和中央中等
教育委员会（CBSE）提供了几套数字化资源。政府教材的内容包
括：国家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替代校历、教学视频、教科书的数字
化版本，以及其他此类教材的链接。教师们表示，德里政府教育
局针对 449 所公立学校的小学教师和学生开设了博客。博客上传
了各种科目的每周工作表，还有英语和数学教师的独立博客；但是，
教师们发现他们很难在网上（在数字化空间）接触到这些资源。大
多数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没有经过适当培训的情况下进行线上教
学，因此，在使用数字化工具和为教学提供的资源（Google Meet
或 Zoom 中的分组讨论室或互动板）时面临问题。一些受访者表示，
他们使用 WhatsApp 等工具将学生分组：拥有智能手机学生和拥有
普通手机的学生。他们利用 WhatsApp 群组和短信（SMS）功能
来联系这两类学生群体。其中一名受访者分享了她使用 WhatsApp
进行教学的体验， 她说：“我现在可以使用 WhatsApp 共享文件，
进行群组视频通话或发出群组广播。” 另一位参与者对此表示赞同，
“WhatsApp 的功能很难掌握，学习视频通话需要时间，但现在我
用它来发送学习单和给学生打分。” “当学生没有手机时，教师会打

电话给家长，下发一周的学习单或作业。教师们分享表示，通过
数字化资源或工具进行的教学活动已经沦为 “单向传递”，“很少或
几乎没有个人接触”，没有 “检查谁得到了，谁没有得到” 的方法，
更无法检查 “参与互动”。当被问及当前关于操作或处理数字化工
具或资源的培训计划时，一位受访者说：“这些线上培训只关注父
母的作用、学习内容和学习成果， 并要求我们使用 E-pathshala
和 Diksha，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教学。” 教师也认为：要求学生和他
们的家长参与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教学活动是一项额外的挑战。因
此，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技能不仅在处理数字化资源方面发挥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制定课程以满足学生的不同需求方面，也彰显
出重要的作用。

教师数字化信心或技巧：自我效能
数字化信心是数字化自主管理的基础，用于控制因使用数字化

技术产生的社交转变。数字化技巧是数字化信心和能力的核心基石
（Passey 等人，2018）。数字化信心涉及复杂、多方面的问题；这

不仅仅是要拥有使用技术和软件的技能；也要有信心去运用技能和
知识，以触类旁通的方式，有能力利用好其他数字化领域（Passey
等人，2018 年）。许多受访者表示，使用数字化资源进行教学 “毫
无作用”、“令人疲惫” 和 “令人泄气”。一些教师报告说，网上教
学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需要更好的自主管理能力和技能，但是班
主任并没有意识到这种 “困难”。由于邻居的噪音或家庭成员在教
学过程中的干扰，持续的外部干扰对课程的连续性和教师的信心水
平都产生了不利影响。一些教师对在网上教授一些课程，特别是那
些涉及数字化实验和个人互动的课程，感到十分不舒服和不自信。
语文教师解释说，在面对面的教学中，语言困难得到了缓解，因为
他们使用双语交流来解决学生的疑虑。在真实的课堂教学中，看到
的、听到的实际互动情况成为教师自信地表达自己、以及衡量学生
理解水平的有效媒介，而虚拟媒介缺乏这种直接的互动联系。无论
是戏剧还是诗歌，教师的表达和音频的调制都很重要，因为它为书
面内容增添了意义。数学和科学教师对在实验室里不用粉笔或实验
进行教学表现出信心不足。教师们分享道：尽管有一些在线工具可
以在教授一个概念或主题后才使用，而不是同时使用，但对学生的
理解进行即时评估变得更加困难。受访者提到，虚拟教学模式永远
无法弥补课堂教学中的现场互动模式。因此，教师们将他们的重点
转移到 “技巧” 或 “重要问题” 上，以便记忆，而不是概念性的理
解（或批判性思维）。

结论

教师的反馈结果已经揭示了他们如何利用和处理数字化资源
或工具，来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德里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包括外
部的干扰或家庭的干扰）与教师的专业精神、责任心和效率，以及
教育的总体目标存在矛盾。与关于数字化高等教育的文章（Rivett，
本期）不同，我们没有注意到学生的学习感知问题。数字化教学能
力依赖于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技能和信心；但是，印度的线上教学限
制了教师在（学生和教师）需求和数字化技术提供的机会之间进行
有效匹配的潜力。我们需要对数字化和线上课堂实践的认识论和本
体论意义进行反思，因为许多国家将这种模式视为未来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

https://bit.ly/3kE5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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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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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但却危险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世界和第一
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样，存在着不平等现象。我们正变得越来
越像当时那样，在社会和政治上出现两极分化。右翼民粹主义和本
土主义政党遍布我们所有的地区，加深了我们在国内和国际社会上
的分歧。政治和经济精英们不知道到底该做什么，或者无法集中意
志去做需要做的事情。

但是大家都明白我们究竟需要做什么。当今危机的核心是缺乏
社会公正。我们已经让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仍有数百万人深陷
痛苦之中。与我们所有人的未来息息相关，甚至更具威胁的就是不
平等现象。多数人拥有的东西非常少，正是因为少数人拥有的东西
太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认识，也是全球化受到攻击的原因。
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政党已经能够利用这种怨恨的火种动员民众。
但是，他们没有回答问题，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迫使我们退回到各种
本土主义和沙文主义。

在许多方面，这些情况就是过去 40 年国家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的结果。正如 Max Weber（1919/2015）所言，所谓 “国家”，就
是一个合法垄断暴力的机构。但是，它也通过暴力以外的手段，即
在 Louis Althusser 所谓的意识形态机器中，构建其霸权（Ferretter，
2006 年，第 85 页）。但正如最近对国家的理解所彰显的观点，它
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工具（Jürgen Habermas， 引自 Andrew，
2014 年， 第 5-6 页）， 而且可以是一个自主的行为者（Skocpol，
1999 年）或至少表现出一种相对的自主性（Poulantzas，2014 年），
即使国家通过确保积累制度的私人再生产来确保经济精英的长期
利益，它也同样独立于经济精英的眼前利益。近来这方面最具戏剧
性的证据可能是国家干预管理 2008 年后的经济衰退、以及 2020
年和 2021 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玛格丽特 · 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 和罗纳德 · 里根
（Ronald Reagan）领导下的国家演变使得新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

政策得以在未来 30 年内实施。这对教育活动产生了特殊的影响，
引入了竞争、收费、专业化和普遍的市场化效应。它表现出跨国的
形式，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中，对外国学生收取不同的费用，大学教
育普遍商品化。但这种商品化是以伙伴关系和合作团结的语言表达
的，模糊了它的实际影响，并助长了国家内部和全球的不平等现象。

其实际效应是加深了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分歧，危及人类社
会。由于气候变化、公共卫生、能源、不平等以及社会和政治两极
分化成为跨国挑战，我们需要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只有我们建立
起人类团结的桥梁，我们人类才能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来。这是来
自新冠肺炎疫情最基本的深刻教训，它将社会正义原则带到了全球
对话的核心。籍此，疫情才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并且仅仅是一种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一个教训 ：如果我们
人类要作为一个物种继续生存下去，我们只有
团结一致才能应对我们面临的跨越国界的挑战 
；这需要一种根植于大学的全新全球伙伴关系
方法论。这需要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大学联
合教学、合作研究，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异地奖
学金、共同融资和共同拥有研究中心。

关键词
知识 
国际伙伴关系
平等 
社会正义
机构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教育机构与国家：
打造促进社会公正的知识伙伴关系
 

   Adam Habib，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教授兼主任

   ah130@soas.ac.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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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而已，这为建立我们这个世界如此需要的人类团结平台创造
了有利条件。

但是，这绝非不可避免。事实上，疫情显示了我们的集体力量
和我们的主要弱点。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独创性，这反映在正在
进行的科技革命中，这场革命使得我们在前所未有的短时间内，可
以开发出多种疫苗。但是，新冠肺炎疫情也暴露了我们人类的核心
弱点，这表现在 “我们是优先群体” 的原始反应上，这种反应导致
了疫苗采购和部署方面的民族主义。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和个人公共
卫生专家一再建议，控制疫情的关键是在世界范围内公平地部署疫
苗，但我们担心的这种情况还是发生了：如果一些国家仍然深陷疫
情，我们的世界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我们要么团结起来
战胜这一病毒，要么屈服于其毁灭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如何做到
这一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课题之一。它与高等教育和人类生
活的其他部分一样息息相关。

开普敦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和创新主席 Tania Douglas（2018
年）的工作反映了集体行动的重要科学原理，她于 2021 年 3 月去
世。在她的 TED 演讲 “设计更好的技术、了解背景” 中，她哀叹称：
不合适的技术从工业化发达国家转移部署到发展中国家。Douglas
教授的工作指出，我们需要考虑与背景相关的创新。了解背景需要
理解一个社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特征。其中强调我们需要跨学科
或跨领域工作、考虑边缘化群体的重要性，他们的利益和关切往往
被我们忽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可持续的方式应对我们的跨国
挑战，推进我们在全世界的社会正义。

制定和 / 或改造技术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是我们所有
人的责任，但是需要由发展中国家的机构来领导。这只是挑战的组
成部分，我们还需要建立大学的基础设施和培养所需人力资源的
能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发明家、科学家、技术专家、社会活动家、
学者和学生——简而言之就是创新者。为此，我们需要有利的环境。
我们需要资源充足、学术水平优秀的大学和职业学院来进行培训、
研究和创新；我们需要有创业精神的企业。我们需要能够培育新技
术的孵化器和能够赞助这些计划的风险资本网络。

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在发达国家和
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表明了包容、公平和高质量教育的重要性。但是，
我们在制度上的行为方式加深了不平等和制度分歧。全球伙伴关
系、奖学金和全球流动性都是全球化时代的特征。但是，人才外流
不仅持续存在，而且急剧升级，从而削弱了发展中世界许多地方的
院校实力。

这种发展动态并不是许多非洲大学实力变弱的唯一原因。20
世纪 80 年代的结构调整政策对它们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害，当时
国际发展机构呼吁优先发展初等和中等教育，结果导致大学资金不
足；当时的想法是将高等教育将设在发达国家。这一政策在随后的
几十年中被部分地推翻，但负面影响已经产生。自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模式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依
赖于向发展中国家有才华的个人提供直接奖学金，让他们在欧洲和
北美接受高等教育。我们曾假设这些学生会回国效力。但是过去几
十年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学生离开故土，在异国生活。他
们坠入爱河，成家立业，找到工作，留在发达国家。2019 年，我
参加了在亚的斯亚贝巴举办的非洲联盟非洲侨民会议，Abdoulaye 
Gueye（2019 年）在会上表示，超过 80% 的学生没有回国。这是

包括印度和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经历。直到最近，中
国才扭转了这一趋势。

这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大学实力被削弱了，但人
力资源水平没有得到提升，包容性也受到损害。我们当中有些人
会谈到人才循环，以及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而不是人才
外流。但是，如果我们说句实话，我们会认识到这些是微弱的逆
势，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伴随人才外流而来的院校和结构上的消极
影响。

我必须强调，这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同时对发达国家
来说也是一个问题。随着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能力的下降，我们应
对我们时代结构性挑战的能力也在下降。我们面临所有的挑战都是
跨越国界的。气候变化、不平等、公共卫生以及社会和政治两极分
化都具有全球性的影响。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肆虐全球的新
冠疫情。我们需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大学基础设施和人力资
源，从源头上遏制这种挑战。但是，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方法论在
实践中（如果不是有意的话）却破坏了这一体制。

我并不主张某种倒退到民族主义的观点、将国家和种族置于
自我封闭的状态。我相信这是不现实的，我认为：人类精神同时具
有两种特性：走出去和探索的冲动，即全球化；识别和熟悉的意愿，
即本地化。这些观点并不像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政党所暗示的那样
相互排斥。我们可以热爱我们的家庭和社区网络，并且还会践行人
类团结的主张。这种理念既可以是本地化的，也可以是全球性的。
事实上，这对于一个物种的生存至关重要。

我倡导一种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方法，这种方法更多地植根于
大学院校而不是个人。在高等教育中，这需要联合教学计划、共同
课程和异地奖学金，使学生能够获得科学知识，培养出全球意识，
获得新的设备和资助网络，同时充分扎根于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
机构。这样，人才可以在当地环境中运用所学知识和技能。在这种
情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所大学之间需要资助和共同拥
有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这种方法还将使来自发达国家的学生有机
会参观和了解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并开发出更普遍适用的技能和 
技术。

但是这与发达国家一些大学的战略计划背道而驰。一些排名更
高的教育机构认为，它们的品牌将被联合教学议程稀释掉，它们
的使命是培养我们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和知识经纪人。但是他们在自
欺欺人。无论他们的科学实力如何，无论他们的学术群体如何得到
认可，无论他们的学生如何有才华，他们的贡献都会因教育机构的
傲慢偏见受到限制，这种骨子里的偏见表明他们似乎比其他人更重
要，高人一等。出于竞争的合理愿望和对教育机构品牌的沙文主义
保护思想，他们背离了自己的使命。他们忘记了伟大的科学需要伴
随着对时代背景的深刻了解才能产生影响，发挥作用。

看一看那些坐在达沃斯的经济精英们，或者坐在发达国家著名
大学周边科研园区咖啡馆，敲着笔记本的研究人员们，他们无法 “靠
自己” 解决我们时代的挑战。他们需要了解发展中国家的背景。只
有通过全球研究人员和教育机构团队的合作，利用集体智慧、整合
大家的技术、了解背景相关的技术和解决方案开发工作，来应对我
们时代的挑战，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一种平等的全球
教育机构伙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植根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并分

https://www.ted.com/talks/tania_douglas_to_design_better_tech_understand_context?language=en
https://www.carnegie.org/topics/topic-articles/african-academic-diaspora/african-diaspora-forum-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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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在我们所有国家。这是一个更加公平、更加（社会）公正、可持
续和普遍适用于这个时代的全球课题。

在支撑盎格鲁 - 撒克逊世界高等教育的商业模式下，这个课题
是不可能完成，因为它与国家民族主义特定的政治利益和属性背道
而驰。一些最具实力的高等教育体系是以一种商业模式为前提而运
作的，在这种模式下，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学生交叉补贴国
内学生的培养成本。这种模式不仅是不可持续的，而且进一步产生
和巩固了教育机构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削弱了可以应对全球挑战的
全球集体协调能力。

如果要应对我们当前的挑战，必须从根本上重新构筑高等教育
和支撑它们的商业模式。这需要民族国家、政治阶层和经济精英
在政治上的包容和社会团结，但是这并不是一直能够实现的目标。
但是，即使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看到了希望的种子。非洲研究型大
学联盟（ARUA）（非洲大陆的一个研究型大学网络）英国皇家理
工学院和欧洲研究密集型大学协会之间已经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
最近联合制定的立场文件中，ARUA 和该协会呼吁欧盟将非盟发展
预算的 10% 用于非洲和欧洲大学之间的大学和研究合作伙伴关系。
这可能是重塑更加公平的全球高等教育伙伴关系、以培养全球知识
分子的开创性事业的起点。

我提议建立一个大众学院。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假惺惺地
说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我们每天都在建立制度和壁垒限制科学、
知识和创新。我们需要打破这些界限，以合作和平等的方式相互借
鉴和学习。在特定背景下，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和开发的创新技术
可能为世界其他地区带来变化。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全球大众学院，
这样我们才能共同理解创新如何在创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中
发挥其作用。

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跨国界挑战（新冠肺炎疫情只是其最
新表现形式）将为我们作为全球社区的生存提供社会和政治基础。
它是我们人类的希望之桥，让我们从不平等和分裂的过去，进入包
容和团结的未来，为此我们需要启动审议机制。我们需要有勇气对
我们的实践尖锐地发问，并尽可能地改进它们。我们拥有跨学科和
跨机构的智力资源，可以帮助我们更仔细地思考创新，以确保创新
切合我们的背景并具有包容性。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将真正解决
我们所处时代的不平等和挑战，并由此创造一个更具社会包容性和
人性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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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给教学领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加
剧了现有差距，减少了最弱势群体获得教育的机会。这一情况十分
危急：如果处理不当，这种学习危机可能会演化成为 “一代人的灾 
难”（联合国，2020 年）。

新冠肺炎疫情中，加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教育体系复原力
显得十分重要。疫情再次警醒我们，必须确保各国及其教育体系
能够克服逆境，应对面临的风险。正如 Habib（本期）所强调的，
我们需要共同认识到跨越国界的挑战——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不
平等、被迫流离失所以及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各国需要团结一
致，共同确保人类的未来。提升教育体系复原力至关重要，原因有 
二：（一）它使各国能够应对安全重新开放学校面临的紧迫挑战； 

（二）它使各国能够预测、减轻未来全球危机的影响，无论是与卫
生紧急情况、疫情还是其他危害有关。根据教科文组织支持各国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本文阐述了各国如何能够以及为什么必须
努力加强教育体系建设，以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针对如何建立具
有复原力的教育体系，本文向各国提出了具体建议，列举了一些已
采取危机应对措施努力增强复原力的国家案例。

增强系统复原力的关键考虑因素

为了抵御突发卫生事件、疫情和其他风险，各国必须确保在教
育体系中实现危机和风险管理工作的制度化。他们应努力了解和解
决危机中弱势群体的需求，并提供机会让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决
策，包括教师，学生和家长。为了增强教育体系的复原力，教育部
和教育利益相关方应重点关注联合行动（联合国，2020 年）：

1. 加强各级教育体系的危机和风险管理能力，
2. 解决系统性的不平等和排斥现象，以及
3. 确保教育部门内外相互协商和协调。

加强各级教育体系的危机和风险管理能力
将危机和风险管理工作制度化，确保这些概念在教育部工作的

所有要素中得到整合和持续落实，而不会被视为三分钟热度的一次
性活动、或仅作为应对具体危机的专项工作。加强这种能力包括：

摘要
根据教科文组织支持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
经验，本文阐述了各国如何能够、以及为什么
必须努力加强其教育体系，以提高应对危机的
能力。本文包括 ：各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采取的
具体行动和措施的案例，来努力通过危机应对
措施，提升复原力。

关键词
复原力 
危机和风险管理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强化教育体系建设： 
国家如何能够（为什么必须）重建复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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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风险数据可用于支持监测和循证决策。加强教育管理信息系统
（EMIS）建设 , 确保定期收集和分析数据， 建立良好的部门间协

调机制，例如与卫生部的协调，也有助于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快速、
有针对性的反应。

圭亚那教育部通过为教育行业制定国家风险管理战略，努力提
升教育机构的能力。教育部将努力加强风险管理的组织能力，建
立一个专门的教育人员团队，负责管理风险，并在危机发生时做出
反应。强调区域能力。加强危机和风险管理能力的跨国合作方法也
为各国提供了应对现有风险的途径。在应对自然灾害和客服气候变
化影响方面，东加勒比国家组织（OECS）建立了一个气候变化和
灾害重建机构，以支持成员国积极应对在气候变化和灾害风险管理
联合行动方面的挑战。干预措施包括：加强政策和立法、培养能力、
提高认识和知识管理（OECS，未标明日期）。

解决系统性不平等和排斥现象
Habib（本期）强调，不平等现象对各国的共同未来构成威胁。

努力克服不平等和排斥的模式是一项道义责任。教育在可持续地应
对跨国挑战和不平等、增强社会凝聚力和推进国内外社会正义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平等和排斥的具体模式与不同的危机相关。
教育利益相关方应努力接触所有学生，了解弱势群体的具体需求，
并调整应对和恢复措施。需要为包括女孩、残疾学生、难民和境内
流离失所者在内的最弱势学生提供补习、学校保健和营养方案以及
有针对性的支持。具体行动包括：发放女性卫生用品，让女孩留在
学校，提供改编格式的学习教材，满足最偏远地区的学习需求。重
建平等是重建复原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跨国倡议也可以为解决不平等问题提供重要动力。例如，在东
非地区，在全球推动将难民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之后，政府间发展管
理局（IGAD）通过《综合难民应对框架》和《全球难民契约》在
促进难民权利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吉布提宣言》承诺：该集
团的七个成员国将努力推进，让难民融入国家教育政策、战略、方
案和行动计划之中。对发展局的许多成员国来说，这一进程已经促
使人们更多地考虑、思考难民人口的需求。

确保教育部门内外相互协商和协调
确保利益相关方，包括卫生或环境等其他部门的利益相关方之

间进行有效的协商和有力的协调，可为危机之前、期间和之后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基础，提升整个系统的复原力。对教育部而言，这意
味着让各级教育体系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进来，包括努力促进教师、
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参与决策，并加强全球层面的合作，分享国
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经验教训。

例如，在国家层面，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冠肺炎疫情教
育应对计划中，就包括一项目标，即 “确保政府和发展伙伴协调一
致应对新冠疫情、与其他行业协作，为教育行业采取防控措施（老
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教育部，2020 年）。它强调跨行业综合干预和协
调的共同行动的重要性，特别是根据健康和卫生规程采取行动。老
挝建立几项战略原则支撑该计划，其中之一是努力增强学校社区的
复原力，更好地开展重建工作。

支持建设复原力的国家和跨国合作方法

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科文组织一直支持各国通过应对

现有挑战和展望建立更强大的教育体系来增强其自身复原力。因
为认识到疫情的跨国影响，所以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全球教育联盟，
为包括联合国组织、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民营部门在内的超过 175
个的机构伙伴，提供了一个合作和交流的平台。该联盟旨在保护人
们受教育的权利，确保学习活动永不停止。自成立以来，该联盟在
100 个国家开展了支持技能提升、教师和连通性的行动（教科文组
织，2021a）。它已成为决策者之间进行跨国交流的重要机制。疫
情一年之后，在 2021 年 3 月下旬，该联盟举行了一次高级别部长
级会议，以总结经验教训、教育面临的风险以及不让每一个学生掉
队的战略。

此外，教科文组织一直保持对世界各地学校关停和开学情况的
实时监测。为更好地了解学校关停的影响而进行的调查有助于指导
决策者如何过渡到远程学习模式，并对这种模式进行优化。教科文
组织编写了一系列课题说明，涵盖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教育领域应
对措施相关的关键主题，以分享良好做法的证据、实用技巧和重要
参考资料。其中一份报告《重建复原力：教育体系如何预防、准备
和应对突发卫生事件和流行病？》为教育利益相关方提供了一系列
方案，以增强教育体系的复原力（教科文组织，2021b）。

在国家层面，教科文组织及其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IIEP）也
向教育当局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它们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并从疫情
中恢复。在约旦，教科文组织支持教育部应对疫情地区不断变化的
战略规划需求，包括分析危机对教育体系的影响以及教育部及其合
作伙伴的教育对策。这项分析工作将指导教育部对其 2018-2022
年教育战略计划进行中期审查，帮助了解疫情如何影响关键绩效指
标的进展。分析结果将为教育部未来几年的规划工作提供信息，其
中包括加强风险管理能力。

展望未来：共同努力建设更强大、更可持续的教育体系

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驱动力。从全球
来看，挺过疫情将是一项挑战：除了克服经济收缩和学习损失，从
新冠肺炎疫情中恢复，需要教育体系满足学生、家长、教师和社会
新的和不断变化的需求。正如 Habib（本期）指出，有些问题可
以在国家内部解决，但只要有国家深陷疫情，世界上就没有一个国
家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需要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与各国未来将面临的危机之间存
在的联系。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从疫情恢复而制定的举措，应加
强本地战略，维持应对和参与。例如，通过现在对学校卫生设施和
通风、学校健康和营养方案进行战略投资，加强与卫生等其他部门
的协调，或通过采取措施弥合数字化鸿沟，以确保教育的连续性，
各国都为长期改善做出了贡献。这有助于预防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
的危机，为各国之间加强合作和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对于应对
当今世界面临的跨国挑战而言，至关重要。

增强教育体系的复原力是一项中长期的工作。新冠肺炎疫情不
会是世界面临的最后一场危机，但它确实标志着各国有机会更好地
理解：如何应对、适应危机，并从危机中恢复，保护所有学生的基
本权利，并建设更强大、更公平、更可持续和准备更充分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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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我们如何保持高效率，你有什么建议
吗？” 在 2020 年 4 月举行的一次线上会议上，一个看起来像早期
职业研究员的人向包括我在内的一组演讲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在此
之前，我已经有三个多星期感到不适。这是一次非常令人不安的经
历，因为我有一些典型的新冠肺炎症状，但还没有严重到需要诊断
化验的地步。这意味着没有办法知道我的病是否是由新冠肺炎引起
的（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家里长时间的自我隔离
之后，我的身体刚刚好转，可以参加小组讨论了。“我不认为我们
可以保持高效率。或许，我们甚至也不应该尝试保持高效率”，我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了类似的话。“研究效率” 是最不需要担心的
事情，当时不仅我自己，而且我全家的健康都处于危险之中。

当我开始在家里自我隔离时，一天早上我注意到一只日本夜莺
（Uguisu）那优美的歌声。我不知道有多少夜莺在附近。也许只

有一只夜莺每 10 秒钟左右就发出迷人的鸣叫，让我们着迷。我又
惊又喜，因为我没想到它们会住在我们京都北部附近的地方。唉，
我以前怎么没注意到呢？自从我们六个月前搬到京都以来，他们每
天早晨不都在唱歌吗？或者，现在我的生活已经慢了下来，我开始
注意周围的环境才听到歌声吗？还是说，人类活动的减少让大自然
生灵重新回到了城市，因此更多的鸟类和动物在城市空间里感到足
够安全？的确，新冠肺炎疫情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闻名的国际旅游
目的地——这一日本古都的面貌。当地人说，我们回到了大约 30
年前的京都，那时它仍然美丽而宁静。

因为疫情， 我注意到的不仅仅是夜莺的歌唱和生活节奏的
放慢。它也对时间的体验产生了影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 Peter 
Berger（1977 年，第 104 页）曾经解释的那样，现代性强加给人
类生活的五个困境之一是未来性，“人类经验的时间结构发生了深
刻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未来变成了一种想象力和活动的主要方
向”。现代的时间概念，或 “时钟上的时间”，是以渐进线性为前提的；
时间被认为是 “精确的、可测量的，并且至少在原则上是受人类控
制的”（Berger，1977 年，第 104 页）。拥有各种日程安排和时间
管理应用的日常技术设备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将 “时间的功能
理解为可分块、单一目的、线性和可拥有的”（Mazmanian 等人，
2015 年）。它们帮助我们计算和协调我们私人和职业生活中的每一
分、每一秒，从而实现未来的确定性。

这种未来逻辑被新冠肺炎疫情彻底粉碎了，尽管这只是暂时
的。不知道疫情多久才能得到控制，也不知道病毒感染的范围有多
广，我们被迫日复一日地隔离在家里，对未来充满了最大的不确定
感，只是希望第二天会更好。我们很快就失去了时间的观念，因为
我们每周的例行工作被完全打乱了。未来性消失了，因为未来不再
安全、不再可预见。接下来几个月安排的所有会议和出差都从我的

摘要
这是一篇个人叙事文，从日本夜莺的歌唱谈起，
讨论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混乱局面如何让我
们开始反思现代性时间逻辑。本文引入了“讲
课余量”的概念，提醒人们 ：为了彰显教育的
意义，必须打破线性的、渐进的时间逻辑。

关键词
新冠肺炎疫情
现代性
未来性
进展
日本夜莺

对进展和时间的反思：日本夜莺和发生在
京都的新冠肺炎疫情
 

   Keita Takayama，日本京都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takayama.keita.7w@kyoto-u.ac.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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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上抹去了，所有的最后期限突然变得无关紧要。

为了应对疫情，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转向线上教学模式。这是
这所大学孤注一掷的尝试，想把控对未来的安全感。事实上，就
未来性如何被纳入运作而言，大学是一个彻底的现代机构。将教
学和学习活动分割成不同的期限，好比大学时间上的 " 面包和黄油
"，在这些期限内，学生被隐晦地教导要培养自身的时间管理技能
和处置能力。课程计划是在学期开始前，清楚地列出所有预期的学
习成果。智力活动被每周针对不同主题的渐进式内容所打断，最终
形成一系列任务和活动，由学生以一种对时间非常敏感的方式完成
课程。

所有这些临时性的管理措施都是为了使学习过程具有线性和
可预测性。这些措施可以消除教育的基本 “弱点”。 根据教育哲学
家 Gert Biesta （2013）的说法，正是这一点使教育名副其实，即
教育作为主体的概念。面对疫情带来的 “学习危机” , 我们中的许
多人最终还是照常在网上教学，没有破坏大学教育的时间规范性。

Berger（1977 年）提醒我们：在我们完全现代化的生活中，
潇洒、浪漫地拒绝未来是不现实的做法。的确，从宏观经济政策
到公共交通，许多现代制度都必须在未来的基础上运作，以确保
现代生活的便利和安全。但是大学呢？从历史上看， 大学在世界
许多地方早期引入时钟时间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Rappleye & 
Komatsu，2015）。今天， 现代时间逻辑的超强化形式已经主导
了大学的日常生活，世界大学排名有力地制约了我们的智力活动
场所（Shahjahan 等人，2017）。我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担心：这
对我们创造的知识的性质、我们如何去创造知识所产生的可怕影响

（Shahjahan，2015 年），以及对民主政体教育潜力的影响（Biesta，
2013 年）。回到最初的问题，对于一个早期职业研究人员来说，用“生
产率” 来谈论研究，也就是说，用在一个设定的时间框架内测量的
可量化的产出，来谈论研究，究竟是如何变得让人称道的？最令人
不安的是，这个问题出现在全人类对全球疫情感到恐惧的时候。因
此， 我们可能要问， 借用 Berger（1977， 第 106 页）的话，“如
何能没有时钟和日历、在什么领域能没有时钟和日历？” “大学可能
没有时钟和日历吗？”

如果新冠肺炎疫情给了我什么教训，那就，是现代时间逻辑的
普遍性、以及它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全球疫情暂时迫使我们脱离
现代的、进步的时间观念，去体验 “没有时钟和日历” 的生活会是
什么样子（Berger，1977，第 106 页）。未来不确定性的缺乏在我
们中间产生了相当大的焦虑，但它为我们创造了以不同方式想象的
机会，这一点常常被遗忘。如果我们利用由疫情导致的高等教育“学
习危机” 探索未来大学教育的替代方案，在未来大学教育中 , “旅行”
和 “中断” 被认为是良好教育的核心（Takayama，2020）？那会
是什么样子？我们如何在教育机构认可的时间结构内开展教学，同
时拒绝让教育走向歧途的未来和线性逻辑？线上教学模式能让我们
追求这个目标吗，或者它能进一步强化现代时间逻辑吗？

就在我思考这一切的时候，我看到了当地报纸上的一个小专
栏。题为 “讲课余量”（Jugyō no yohaku）（Yamada，2020 年）
的专栏引起了人们对大学讲课视频会议中产生的意外后果的关注。
“讲课余量” 指的是那些 “偶然” 的学习时刻，包括讲师偏离主题，
但最终谈论的内容对学生来说，比精心安排的讲课内容有意义。它
可以包括学生在校外，也许是在咖啡馆和酒吧里，互相分享同源的

书籍和文章，以便进一步独立研究，在正式的讲课中，对书籍和引
入的论点进行自发的讨论等等。该专栏介绍了当今大学生的观点，
证明了当线上学习完全取代日本大学校园线下学习时，那种偶然
“灵感” 学习时刻的消失。我们如何确保：线上学习模式的结构允
许有足够的 “空间” ——或者用 Biesta 的话来说就是 “弱点” ：偶
然的，但更有意义的学习形式会继续存在？

将时钟向前拨，现在是 2021 年 1 月的第二周。新冠肺炎疫情
还在京都肆虐，还没有离开我们。就在上周，针对最近病例激增的
情况，这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但是，到目前为止，这里的人们似
乎已经习惯了和疫情一起生活，以至于我们对京都内和周围偶尔出
现的散发病例的报道不再感到惊讶。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被完全接受
为常态的一部分，口罩实际上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延伸。不幸的是，
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新冠肺炎疫情的正常化伴随着未来一起走来；
我的时间被接连不断的网上会议占满了，一些国际会议的日程远远
超出了我的工作时间；我新买的 2021 日历很快就被无数的安排和
截止日期填满了，我必须补充一点，其中也包括这篇文章的截止日
期。我很难过告诉您们我再也听不到日本夜莺在清晨美妙的歌声
了。它们只在春天出现在我们附近吗？还是他们的消失是因为我的
日常生活恢复了时间的常态，失去了生活的 “余量” ？

虽然夜莺已经不在我身边了，但它们引发的思考对我产生了持
久的影响，而这在我目前的线上教学中已经可以看到。为了在我
的课程中创造余量，我总是在每周课开始和结束时，就我想到的任
何事情进行非正式的交谈，并邀请学生参与我的想法和感受。我不
断偏离课程计划，让我的学生也这样做。这意味着：我必须不断地
改变课程计划，根据我们每周的讨论结果，走向可能带我们去的地
方，从而带来不同的阅读材料。支撑我最初课程计划的一点点时间
进程和线性意识都被抛弃了。最令人兴奋（也最令人尴尬）的是，
直到学期的最后几周，我都不知道我的每周课程应该是多少小时，
我应该举办多少研讨会。在京都大学呆了两年后，当一名不知何故
困惑的行政人员纠正我下一学年的时间安排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了
这些 “时钟和日历” 的问题；他解释说我的研究生研讨会应该是每
节课 1.5 小时（而不是我要求的 2 小时），持续 15 周。如你所知，
我并不以组织和管理技能为荣。大概，学生们不想指出我明显的错
误来让我难堪。但当在课堂上被问到为什么不纠正我时，他们都嘲
笑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错误，然后，简单地说，这对他们来
说无所谓。回想当时的情景，我现在意识到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因
为这可能意味着：我和我的学生设法创造了一种学习体验，在这种
体验中，时钟和日历并不那么重要。



44 

参考文献 

Berger, P. (1977). Facing up modernity: Excursions in society, 
politics, and relig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Biesta, G. (2013). Beautiful risk of education. New York: 
Paradigm Publishers.

Mazmanian, M., Erickson, I., & Harmon, E. (2015). 
Circumscribed time and porous time: Logics as a way 
of studying temporality. Proceedings of the 18th ACM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 & 
Social Computing, 1453-1464.

Rappleye, J., & Komatsu, H. (2015). Living on borrowed 
time: Rethinking temporality, self, nihilism, and schooling. 
Comparative Education, 52(2), 177–201.

Shahjahan, R. (2015). Being ‘lazy’ and slowing down: 
Toward decolonizing time, our body, and pedagog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 47(5), 488–501.

Shahjahan, R., Ramirez, B., & Andreotti, V. (2017). 
Attempting to imagine the unimaginable: A decolonial 
reading of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view, 61(S1), 51–73.

Takayama, K. (2020). An invitation to negative comparative 
educati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56(1), 79-95.

Yamada, N. (2020, August 8). Jugyō no yohaku [Margin of 
lectures]. Kyoto Shinbun (The Kyoto Times), 7. research.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Research, 20(1), 1-23.

UNESCO. (2020). Integrating action for climate 
empowerment into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A 
short guide for countries. UNESCO.

https://doi.org/10.1145/2675133.2675231
https://doi.org/10.1145/2675133.2675231
https://doi.org/10.1145/2675133.2675231


45

2020 年 3 月，当疫情第一次导致马来西亚学校关停时，我们
作为教育工作者首先想到的两件事是：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学校
教书，以及这对即将参加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马来西亚教育证
书（SPM）考试的毕业班学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马来西亚
社会来说，教育通常被视为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获得工作或
接受高等教育，需要在 SPM 考试中取得及格的分数。考试的极端
重要性与现代时间逻辑联系在一起。预计学生将在 11 月参加期末
考试，并在第二年 8 月进入高等教育学府。在疫情期间，这种自
然的渐进线性安排被打破了，正如 Takayama（本期）所指出的，
疫情迫使我们 “脱离现代的、渐进式的时间安排”。

但是时间还是有影响的。如今的就业市场与几年前不同了。随
着技术推动社交媒体和零工经济，许多离校生甚至辍学者忽视教育
的时间需求出来谋生。

Takayama（本期）认为，高等教育机构面向未来，但同样的
逻辑也适用于中小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报告了 192 个国家关停
了教育机构， 这是二战以来的最高比例（d’ Orville，2020 年），
影响了世界大约 90% 的学生（Psacharopoulos 等人，2020 年）。
Williamson 和 Hogan（2020 年）强调了民营部门和商业企业如
何通过利用这场大规模危机来改变未来的公共教育组织。世界各地
的国家教育部门迅速与全球教育技术网络和国际组织达成协议，扼
制学习损失。这一话语在那些从经济角度看待教育活动的人群中，
变得越发震耳欲聋（Hanushek & Woessmann，2020 年）。在教
育生态系统中互动的不同行动者对未来有不同的看法。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让我们看到了未来表征教育的不同方
式。因此，我们可以尝试通过疫情来追踪 “人类和非人类元素在
构成活动共同体的实现方式”（Fenwick，2010 年， 第 120 页）。
ANT 使我们能够分析人类和非人类之间在某种社会秩序方面的相
互作用。教育是一个混乱、复杂的社会机制，它需要快速变化发
展的许多行为者、机构和技术之间进行互动；因此，ANT 适用于研
究不断变化的实践和动态。此外，ANT 使我们能够了解日常事务
的复杂性质，并允许我们注意和监控危险的复杂情况（Fenwick，
2010 年）。行动者（学生、教师、家长）通过疫情与非人类因素（标
准化评估、技术）互动，继续重新构想教育。

摘要
本文利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来探索马来
西亚教育体系如何在持续的疫情中取得进展。
本文首先描述了评价技术目前所受到的持续牵
连，然后讨论了由于公私互动增加而产生的三
种新问题，这些问题对学生数据以及学习和教
学的组织方式都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
行动者网络理论 
教育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
标准化评估 
教师的作用
马来西亚教育

疫情对教育体系的冲击：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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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国家一样， 马来西亚依赖单一的国家考评体系， 即
SPM，每一个通过正规公共教育体系的马来西亚公民都必须在学
校教学结束时（17 岁）参加这一考试。SPM 是一项具有重要影响
的考试。它是获得奖学金、决定学业道路和职业轨迹所必需经历的
考试，SPM 决定一个人毕业后的命运。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
考试不断推迟，这给学生、教师和家长带来了巨大的焦虑。在英
国，人们提出用算法代替考试（Richardson，2021 年）而引发了
争议，最终导致马来西亚教育部决定继续进行 SPM，最终安排在
2021 年 2 月 22 日。Takayama（本期）反思了考试的取消或延期
如何破坏了教育体系。在马来西亚，这一情况引起了大家的焦虑，
但也迫使我们就考试的效用进行艰难的对话。标准化考试被认为是
过时、不公正的评价模式，会对学校的文化产生影响。

疫情破坏了学校为学生提供的可预测的线性教育。全球的教
育技术公司试图利用这一点，谷歌教育与马来西亚教育部和其他
教育组织合作，举办线上网络研讨会，以提高教师的线上学习技能

（Balakrishnan，2020 年， 第 103 页）。2020 年年中， 马来西亚
教育部与微软、谷歌和苹果合作将谷歌课堂线上学习平台更名为
DELIMa（数字化教育学习倡议）（Sharon，2020 年）。这就产生
了关于谁拥有和保存与这些活动相关数据的问题。是国家还是这些
商业实体？从 ANT 的角度来看，随着政府与全球科技公司快速达成
大规模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新的网络正在建立，引发了
关于隐私立法和安全措施的问题。

全球教育技术公司有可能在政策和教学层面进行干预，从而推
动教育领域形成新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在马来西亚，与
一些组织的伙伴关系有助于确保疫情期间的学习连续性。YTL 基
金会向学校提供免费的手机（Balakrishnan，2020 年）。教育部
与当地媒体和娱乐集团 Media Prima 合作，创建了马来西亚教育
电视网 DidikTV，为所有马来西亚学生播放教学内容（Geraldine，
2021 年）。人们也提出重视人工智能（AI）的潜力。马来西亚前教
育部长 Maszlee Malik 指出，人工智能工具很可能被用来对高中教
育的学生进行分流（Yap，2019 年），并通过预测数据分析来提高
高等教育的流动性和就业能力（Malik，2019 年）。尽管 Malik 在
2020 年 1 月离任时什么都没有实现，但疫情为加速人工智能在教
育中的使用提供了可能性。

新技术改变了教师的角色，他们从教室转移到线上空间，与一
系列基于网络的平台（Kahoot、Quizziz、Padlet）和社交媒体应
用程序相关联；人类教师建立一个网络来接触学生。 因此，为了使
网络（教师 - 线上平台 - 学生）产生有意义的结果（即学习）；人
类行动者需要预先储备好知识，准备好合适的基础设施来实现这
一目标。一名马来西亚教师在 DidikTV 上播出课程后遭到了严厉
批评。这位教科学的教师因为浓重的英语口音和讲课方式而被嘲笑

（Menon，2021 年）。因此， 教师、学生和公众之间的社会关系
随着教师角色的改变而改变。

马来西亚的例子表明，全球教育生态系统正在经历一场翻天覆
地的变化，这种变化模糊了公共教育体系和民营实体之间的界限。
公共教育冒着高度商业化的风险，并可能被对方所谓确保未来和保
证线性安排的幌子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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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theconversation.com/a-level-and-gcse-cancellation-a-missed-opportunity-to-rethink-assessment-152846
https://opengovasia.com/malaysia-sets-new-digital-learning-ambitions
https://opengovasia.com/malaysia-sets-new-digital-learning-ambitions
https://says.com/my/news/dr-marszlee-no-more-art-stream-or-science-stream-in-high-school-next-year
https://says.com/my/news/dr-marszlee-no-more-art-stream-or-science-stream-in-high-school-next-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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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情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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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非常热衷于预测：当学者和历史学家回顾新冠肺炎疫情时
代时，他们对于疫情对教育活动的影响，将会强调哪些方面的内容。
一些评论家已经认为：在全球和国家背景下，教育供给方面存在的
系统结构性缺陷已经显而易见，新冠肺炎疫情以如此引人注目的方
式突出了这一问题，即使在疫情消退之后，其不利影响可能仍然存
在（Carvalho 和 Hares，2020 年；国际救助儿童会，2020 年；联
合国，2020 年）。也有人预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在疫情过
后再也不恢复不到最初的状态，为了满足当今时代的迫切需要而做
出的诸多改变，也将永久性地保持下去（Witze，2020 年）。就这
种预测的价值而言，它更多地说明了我们所处时代对新冠肺炎疫情
背景下的教育经历的看法，而不是强调在这种不确定时期进行预测
的能力和准确性。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如果预测疫情可以起到
疗愈作用）我们倾向于进行预测，需要进行预测是我们在面临不确
定性情况下的一种自然反应，我还是建议，我们更需要审视一下：
哪些内容不容易被编纂或解释，我们对疫情做出的哪些反应，我们
的后代将来可能无法理解。

鉴于历史记忆、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不同功能，
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以及表达它们所处的不同背景，那种认为人们
可以永远 “了解” 过去的假设就是一种自负，但是很少有人愿意为
之辩护。那些需要随时间来验证的观点往往无法让人理解当代人所
经历事件的紧迫性、强度和分散性。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期待用隐
喻的力量来更有力地传达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生活现实。在这种情
况下，Albert Camus（1948 年）的《鼠疫》一书被人们 “重新关
注”，作为一部行文精美的作品，它记录了在一个未曾预料的、无
法控制的灾难性时期，人类所经历的种种变化（de Botton，2020 年；
Illing，2020 年）。虽然 Camus 借此暗讽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法西斯
主义的传播，但是，小说中人物的反应：他们的抵制、默许、冷漠、
缺少明确的回应等等，被鼠疫的传播和结局的不可预测性完全掩盖
了，这反映出当代的敏感问题。

对于那些在疫情期间审视教育问题的人来说，我们似乎有两个
选择可以适用于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识别当前的挑战，努力提
出问题并解决问题，反思我们在解决孩子们关键需求方面的教育工
作的优势和劣势，以及阻碍或支持这些工作的制度规则和惯例，然
后游说当局进行必要的改进。本期的许多评论都反映出这个视角。 
或者，我们可以尝试更深入、更全面地研究教育问题如何在灾难时
期帮助人类塑造经验，反思这种经验的模糊性及对立趋势。这种评
析既不要求、也不需要与教育改革相关的实践类型。它确实认识到
在最好的情况下教学和学习的多样性，并进一步强调了过去 18 个
月中反映不同形式教育活动的痛点、斗争和不确定性。虽然我们不
断加深对教育互动本质以及我们与疫情的日常斗争的理解，但是，
我认为，在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可能性之前，对其复杂性和不确定
性的理解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我认为，我们最好基于情动理论的视
角开展调查，从而实现后一种观点（Epstein，2020）。

摘要
情动理论强调了人们在疫情期间所经历的不确
定性和挑战。笔者研究了该理论中的四个主题： 
相遇强度、意义创造、聚集和偶然性，结合目
前的情况开展评述。这些主题突出了疫情所揭
露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张力及其复杂和矛盾的性
质， 并将教育活动置于更大的社会背景之下。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证实教育工作者在试图解
决儿童及其家庭需求时所面临的问题，并重申
我们的教育对策中存在的局限性如何体现出更
为广泛的社会实践和趋势。

关键词
情动
意义创造
偶然性
聚集
相遇强度

从情动的角度审视教育和新冠疫情
 

   Irving Epstein，美国伊利诺伊卫斯理大学，Ben和Susan Rhodes和平与社会公平荣誉退休教授

   iepstein@iw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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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动理论有助于形成更广泛的后人文主义视角，挑战受启蒙运
动影响的假设，而这些假设将人类例外主义与意识和理性等同起来

（Carney & Madsen，2021 年）。他们往往质疑人类的界限，关注
我们与非生命对象的关系（如在控制论、人工智能、遗传学和假肢
使用中表达的对象），以及这些对象影响我们彼此之间生活互动的
方式。情动理论中的四个概念尤其重要： 相遇强度、创造意义、聚
集和偶然性（Epstein，2019）。在定义 21 世纪的总体生活感受中，
每个人都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并道出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中的一些
生活现实。

Deleuze 和 Guattari（1987 年）推广了“相遇强度”的这一概念。
在 Spinoza 和 Bergson 的作品中，他们认为：我们与周围身体的
情感互动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的。自然界的所有元素都表现出涌
现性和潜在可能性。相遇强度假设：相互联系是我们生存的一个关
键因素，与个体化和自主的自我概念形成对比。在许多方面，没有
什么比新冠肺炎病毒更能证明非人类对象对我们生活体验的影响
了，而新冠病毒，这一非生命的对象，在侵入人体之前是无法依靠
自身存活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具体的教育互动，受疫情的影响，
特别能说明相遇的生命强度。

在一个层面上，“相遇强度” 直接关系到远程学习和学校关闭
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学生、家长和教师已经发现，嵌入远程学习
技术的操演性是构成典型课堂活动的人际互动的可疑的替代方案。
Zoom 会议软件麦克风的默认静音功能是为了让其他人的声音能够
被听到，随后以教师为中心的小组讨论结构创造了一种身临其境
的授课效果，重塑了学生 / 教师的沟通和感知。学生上课和参与课
堂互动是通过电脑屏幕进行的，他们明白：无论是同步还是异步互
动，由技术结构控制关系的肤浅性，会干扰人们直接和真实的接触。
Appadurai 和 Alexander（2020 年）谈到了一个全球化时代，在
这个时代不承担后果或责任的失败不仅被大家容忍，甚至还被称
赞为推动新自由主义感性的力量。他们认为全球金融行为在文化、
社会和技术领域产生了影响，这种行为在追求个人经济利润的过程
中，使风险具体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经济失败和损失的影响。
他们特别提到，我们愿意对数字滞后或缓冲的后果视而不见，因为
我们愿意将此作为互联网所带来好处的代价。我们在疫情期间做出
类似的调整，作为我们对教学关注承诺的一部分，并接受 “Zoom
线上关系” 中嵌入的人为因素，我们认为这是在这段非常时期里不
可避免的麻烦，而不去考虑负面后果。

当然，教育人际互动活动的重组超越了支持远程学习的技术选
择。面对面的互动，即使存在，也必然受到口罩和物理距离的影响，
对人际互动活动造成不太复杂、但同样强大的障碍。当然，我们说
的是那些幸运的人，他们有办法访问互联网，或者参加面对面的课
程。由于家庭缺乏资源或没有 Wifi 接入能力，全球 31% 的学生无
法参与任何类型的远程学习（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0 年）。因此，
对许多人来说，人在数字世界中的地位也分三六九等，这就是一种
系统性的排斥，一种被忽视和被轻视的待遇。对相遇强度力量的认
识迫使我们质疑，我们因为疫情妥协而接受的表面上的互动规则，
是否会对于我们声称要提升的教育价值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害。如果
我们拒绝承认这个结论，那么，在什么时候我们会承认我们在实施
缺乏完整性的教育活动的粗略模拟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其特点就是
我们对新冠疫情的现实做出的让步？

在直接的教学场景之外，也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强度性相遇。由

于学校的关停导致了人们在公共空间进行社交活动的减少，因此，
学习的氛围与学生居住环境中经历的恐惧、失望和焦虑的氛围已经
开始发生冲突。 教师、家长和学生的角色被重新定义，与每个角
色相关的互动也被以一种不明确的方式重新调整。当学校的学习生
活被迫与学生家庭环境中普遍存在的疾病、失业、抑郁和贫困的经
历直接冲突时，这对于学校的学习生活意味着什么呢？当社会的角
色不仅在转变，而且不断地相互冲突时，我们适当的反应是什么？
在低年级孩子的学习中，当屏幕成为了有意义的、有趣的与同伴互
动的替代品时，我们如何理解童年的含义？这些只是人们期待教育
者去解决的几个难题。在新冠疫情时代，随着经验转化为非线性的
记忆片段，相遇强度发生了冲突和转变。如果我们要理解这种疫情
对我们的日常教育活动的影响，就必须承认它们的存在。

Wetherell（2012 年）认为，体验情动包括参与意义的创造，
因为仅仅记录相遇强度而不进一步注意到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
是远远不够的。在其本质上，参与意义创造涉及到追求相互联结，
承认学习的内在社会性质。在新冠疫情期间，创造意义要求我们面
对许多我们认为是常识性的假设。它要求我们提出一些难以回答
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无法简单化处理的。科学发现是否能够为
我们提供有效消除这种病毒的工具？如果是这样，要花多长时间我
们才能为完全战胜病毒而举杯同庆？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新冠变异病
毒？当这次疫情首次被承认时，我们为必须进行多少检测才是安全
的，为开展广泛的流调工作是否会产生安全的环境而争论不休。什
么时候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检测会成为过度侵入个人生活的行为？
对许多人来说，这场疫情增强了他们对传统权威的怀疑意识，无论
是对科学、对政府还是机构，都是如此。但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
找到意义显得非常重要。正是人们无法为这些问题给出统一适用的
答案，所以人们更有必要参与到意义创造的活动中来。这就是为什
么对我们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的分类回应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对于
我们不清楚的复杂事物，我们把我们期望的结果与可知的和可做的
情况混为一谈是多么无助的表现。

同时，意义的创造迫使我们建立更广泛的联系。它迫使我们承
认：教育系统中的结构性暴力和医疗保健、刑法和司法系统中的结
构性暴力之间存在相似性。所有这些都涉及到获取资源方面存在的
不平衡，以及缺乏程序上的公平性和对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需求的
认可，而这些群体受疫情的影响最大。结构性暴力体现在课程选择
上，其抹杀了边缘化群体进行抗争并取得成就的可能，体现在在招
聘工作中未能招聘和维持一支有代表性的教师队伍，体现在不公平
的学校资助政策上，体现在不公平地限制边缘化群体获得进一步教
育机会的考试上。数字鸿沟以及许多儿童无法使用互联网和在线学
习设备就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表现。

在新冠疫情时代，种族和政治压迫行为中非常明显的物质暴力
成为包括教育机构在内的国家机构所实施的结构性暴力的帮凶。但
是，由于新冠疫情增强了我们共同脆弱和不稳定的感觉，我们变得
更容易质疑传统的权威来源，并看到在其他情况下可能显得不相干
的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病毒最初蔓延的几个月里，由于美国、巴西、
墨西哥、白俄罗斯和印度的政治领导人一再断然否认该病毒的负面
影响，因此使公共安全受到了威胁。在这场疫情中不去追求创造意
义，已经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意义正在被改变；有一段时间，学校被
认为是可能传播传染病的源头，损害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促进公共



50 

利益。学校作为一个理想化的安全场所、一个学习的孵化器、一
个可以鼓励创造力和好奇心的地方，反而不断面临被关闭和抛弃的 
风险。

Wetherall（2012 年）坚信，意义创造涉及到参与有目的的行
动，而在新冠疫情时代，这样的行动则通过聚集行动而显现。聚集
指的是各种各样相聚的行为，Latour（2007 年）指出流动在社会
关系的形成和解体中的重要性。聚集的概念承认：人类经验的本质
是社会性的，同时也承认人类对相聚的共同向往。聚集的表达方式
是动态的、流动的、有条件的和过渡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
对新冠疫情的回应，减少社会活动后，人们反而加强了对未来聚集
的承诺，开展更直接的社会活动。某些聚集，就像右派社会抗议所
表达的，其明确的目的是为了拥抱赤裸裸的个人主义，表现出对社
会经验的极度不信任，拒绝承认我们对彼此的集体责任，使这一意
识形态永久化。

在美国，贫穷的有色人种成为与病毒有关疾病和死亡中最大受
害群体。对许多人来说，与社会保持距离在现实中并不是一种可
行的方案。在新冠疫情之前的时代，他们的生存取决于在今天看来
如此具有威胁性的聚集形式。由于对历史上很少提供支持性资源的
医疗保健系统的不信任、受到因环境种族主义而恶化的社会条件的
困扰，以及生活在赚钱机会有限的社区，城市贫民们（高比例的有
色人种）传统上依赖以物易物和非正式的谋生手段，而这恰恰需要
广泛的社会网络（Venkatesh，2014 年；Eldeib 等人，2020 年）。
在美国，非裔美国人的死亡率是白人的 3.6 倍，而拉美裔群体的死
亡率是白人的 2.5 倍（Ford 等人，2020 年）。这种现象发生在世

界上所有的边缘化群体中（Bachelet，2020 年）。在新冠疫情爆
发之前，聚集可能拯救了被边缘化的人群；而最近的封锁措施则威
胁到了他们的生存。同时，一些被迫进入聚集状态的人群—急救人
员、医疗工作者、供货店人员—因其日常工作职责中的英雄主义属
性而受到大众认可。

新冠疫情时代的聚集行为包括：大规模的集体英勇之举， 如
George Floyd 被警察杀害后，全球范围内 “黑人的命也是命” 运
动，以及工会为保护教师不被强迫返回不安全校园而进行的斗争

（Berger，2020 年）。在政治抗议活动中， 人们认识到教育系统
必须做得更好，变得更有包容性，解决历史上的种族不公正问题，
并在国家的压制中能够站出来维护学术自由。也许，在这个时代，
疾病和死亡不知道会随机降临到哪一个人头上，我们所有人都成为
潜在受害者，而在这种情况下，疫情所暴露的不公正现象已经变得
更加明显。

偶然性掩盖了情动的要素，尤其是在危机时期。在 Camus 的
大部分作品中，强调了标志着当代人类经验的荒诞主义，这在《鼠
疫》中更为明显。人们可以争辩说，一般来说，存在主义是一种哲
学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变得不太相关。它在承认周围的荒谬
性的同时拥抱人类自由，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过于简单的二元论。
但是，如果说《鼠疫》中的一些元素和它所代表的哲学运动中有一
些元素继续产生共鸣的话，这些元素就在于承认：标志着我们生活
经验的偶然性永远不能通过害怕它的存在或夸大它的负面影响来
解决。相反，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认识到情动的所有不同层
面的重要性及其对我们各种教育活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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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终身学习的一个重要环境。许多学习是非正式的学习，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学习仍然对个人和职业发展做出了重大的
贡献。在工作场所，社会关系，以及用于生产、解决问题和学习的
物理环境的安排、可供性和局限性都十分突出。这与正式的学习
环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倾向于突出课程的正式、明确特征，
而模糊了隐性的、情感的和偶然性的特征。根据关于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自由创作者工作实践适应性的质性研究的证据，Epstein（本
期）的四种情动形式中的每一种都得到了审视（Derrick & Harris，
2020 年）。

SOLO 项目

伦敦东区是许多个体户和个体商人艺术家和手工艺者的大本
营，他们的工作尤其因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影响。他们是“激情工作者”

（McRobbie，2016 年） 的代表， 通常关心自己的工作质量， 为
社区的生活质量做出贡献，并获得收入。McRobbie （2002 年）将
这些属性和就业的不稳定性视为快速变化的创意产业的特征。这个
群体在该地区的独特性及其发展中的经济中发挥了作用。SOLO：
是生存还是繁荣？是由伦敦大学学院 “倾听与回应” 计划资助的一
个研究项目。该项目旨在探索疫情对哈克尼的个体创意从业者的影
响，以及他们在应对危机时对工作做出的具体改变。研究人员对六
名专业艺术家的 Extended Zoom 采访使他们能够反思他们在封城
期间的经历和感受，专注于他们学到的东西和他们对工作做出的改
变。本文引用了三位艺术家的采访内容，他们的简要介绍如下：

VH 经 营 着 一 家 面 向 儿 童 和 年 轻 人 的 大 众 戏 剧 公 司 ——
Hackney Shed。2020 年 3 月的封城意味着他们参与的几乎所有
项目和活动都停下来，包括完全排练好的即将开始向观众表演的戏
剧作品。VH 和她的工作人员与一些年轻的参与者协商，设计了一
系列完全可以在网上进行的新活动。一个亮点是 YouTube 上的肥
皂剧。“我们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做一部线上的肥皂剧，事后
看来，这比我们预期的工作要多得多。它叫做《加冕街》。” 1

PB 是一名社区工作者和音乐家，他画下了他每天锻炼时看到
的无家可归的人。疫情时他已经无事可做，但他认为这给了他从事
视觉艺术的时间：“这改变了我的工作。我只是超具创造力。我一
刻也没有觉得这对我产生了负面影响。” 他用自己的画制作拼贴画，
用街道两旁摩天大楼的照片和粗糙的枕木框起来，然后学习使用他
下载到手机上的作曲应用程序，自学将音乐添加到他的图像中。他

摘要
一项对自由创作从业者工作的研究表明，在疫
情的影响下，人们在实践中的适应过程中如何
产生了重要的非正式学习活动。本文对 Epstein

（本期）在非正式教育背景下提出的四种“情
动”模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
释。

关键词
学习
教学
创造意义 
偶然性与适应
创造性实践

通过适应工作场所实践产生的情动和非
正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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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nstagram 上发布了这些照片。在表达他对无家可归者困境的
感受时，他发现，像 VH 一样，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的能力：“我
在床上花了一整天时间，戴着一副耳机，用我那硕大的手指，试图
在 iPhone 上创作音乐——那是对我强迫型能力水平的一种启示。”

CS，一个突然停止工作的摄影记者，封城期间在他的街道上
锻炼时第一次有机会和他的邻居交谈： “在社区和全世界，这是第
一次，我们经历了这样的事情，显然这影响了我们互动的方式和我
们做事的方式。” 作为事件的见证者，他开始觉得很重要，这些事
件影响着住在他那条街上的各种各样的人。他开始给他的邻居拍
照，邀请他们讲述他们的故事。在他收到的回应的鼓励下，他偶然
间创作的项目通过 Instagram 传播，逐渐成为公共艺术，进而举
办了一场国际展览，出了一本书。“我对它成为社区中心的方式感
到特别自豪；它是邻居们联系和了解彼此的一种方式。”

相遇强度

新冠肺炎疫情的经历创造了 Deleuze 和 Guattari（1968 年）
所说的强度性相遇。这些相遇首先产生困惑，然后带来思考，以及
一个构建符合现实的解释的过程。这种强度性相遇提供了一种方
式，来描述艺术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封城前后的工作。疫情在给我
们带来艰难挑战的同时，也为工作提供了新的素材和条件，通过
这些素材和条件，艺术家们能够创造出新的强度性相遇。对 CS 来
说，这直接来自于与他的邻居更丰富的新相遇；对于 VH，迫于压
力，团队需要重新设计他们的项目，需要新的排练和表演模式：“这
是一个巨大的学习曲线，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如何进行视频编辑。
我们正在下载软件，并试图学习如何做，这不在我们的能力范围 
之内。”

Epstein（本期）将相遇强度的概念等同于“直接和真实的接触”，
其指出：在疫情期间，人们越来越依赖数字化应用来维持正规教学
活动，而面对面接触是不可能的。他认为 “嵌入远程学习技术的操
演性是构成典型课堂活动的人际互动的可疑的替代方案。”VH 表明，
情况更加微妙。她和她的员工匆忙开发的线上活动为主持人和用户
提供了新的教育机会。这些并非不真实或不那么 “有强度”。她的
用户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对于那些住得太远而无法亲自参与的
孩子来说，距离感真的消失了。他们采用的肥皂剧形式并没有因为
无规律的出席情况而受到影响，因为标准的戏剧制作中：“我们有
少数年轻人会被重新安排，他们离得太远了。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在
网上做，他们就可以再次加入。他们是我们失去的成员，能够再次
加入我们，因为距离不是问题。”

这就表明，将线上学习贬损为 “远程的” 可能只会加深教育
体系的正式和静态体制结构带来的不平等现象；“学习相遇的强度”
不再是物理距离的必然结果：“学习可以是线上的，但不能是远程
的——学习是发生在你的大脑和身体中的活动”（Harrison，2020
年）。

创造意义和聚集

创造意义并不局限于正式的教育环境，而是作为人类活动的一
部分，贯穿于所有人类活动之中——这是 Arendt（1958 年）的 “积
极生活” 概念的核心要素。Deleuze & Guattari（1987 年）将创
造意义的产物称为 “聚集”，通过 “编码” “分层” 和 “辖域化” 的

过程，不断地重新创造。工作由持续创造的个人和共同意义组成，
这需要与物质世界的直接相遇，通过这种相遇，产生新的组合。就
学习和创造意义而言，疫情创造了这样的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考
虑到自身的能力和专业实践的各个方面，研究中的实践者被抛进强
度性学习和创造意义的曲线中。VH 对她所在的组织的潜力和复原
力有了新的认识——与资助者、受托人、同事和年轻客户共同构建。
肥皂剧项目的参与者合作创造了与生产和表演相关的新意义，展示
了他们面对危机时努力工作的能力和适应能力。CS 为邻居和他自
己创造了新的沟通、识别和身份模式。这样扩展了他们创造新的意
义和组合的潜力。PB 认为疫情提醒人们骄傲自大的危险：“问问那
些 80 年代家里有人死于艾滋病的人。一些非人类的力量浮现出来，
我们人类控制着一个系统的傲慢观念崩塌了。”

偶然性

偶然性意味着，对 VH 和她的团队来说，一个快速学习期突然
变得势在必行：他们学习了新的表演模式的设计，与有特殊需求的
年轻学生进行线上教学，以及如何使用数字化视频会议软件。封
城迫使 VH 和 SC 面对新的条件。在疫情同时提供新的限制和机会
的情况下，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塑造了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
PB 有意培养偶然性和灵活性，以丰富他的作品：“有时你需要停止
画你知道的图形，只是潦草地画，稍微失去技巧——给它新鲜感。
你不会失去你所学的东西，你会找到一些新的途径。这是一种生存
的策略。你把你的想法放在一个手提箱里，如果你不得不突然离开，
你可以重新打开那个手提箱，那里有你的文化和你的想法。如果你
不能把它放在行李箱里，那就会有麻烦。”

结论

这项研究支持的工作场所实践的现象学观点表明， 任何情
况的偶然方面总是同时抑制和促进的，这些影响是 “相互纠缠的”

（Derrick，2020 年）。根据这种观点， 工作包括对这些复杂情况
的共同操纵、利用和管理，通过这一过程，人们形成实践，从业者
得以发展，不管是好是坏。这种动态的观点因疫情的破坏性经历而
受到关注，它不仅为艺术家的实践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解释，也为
教育者的复杂和适应性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解释，无论他们
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工作，这表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教师。这
反驳了教师仅仅是向渴望 “获得” 知识的学生 “传递” 预先包装好
课程的渠道的观点（Sfard，1998 年），而是表明，像创意部门的
从业者一样，他们的作用是设计和促进强度性相遇和意义创造的参
与性模式。

尾注

1. 这是指一部名为《加冕街》的英国肥皂剧

https://www.instagram.com/petebennettsart/?hl=en
https://www.christiansinibaldi.com/projects/documentary/evering-road-peopl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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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缓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各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非药物
干预措施（NPI）。非药物干预措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受
到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最不害怕这种病毒的人：也就是年轻人。对年
轻一代影响最大的新经济政策是关停学校。Epstein（本期）介绍
了情动理论，该理论强调了疫情对教育产生的多种危害。

用 Epstein 的话来说，学校的关停代表了一种强制性的减少聚
集（社会集合的能力）措施。这会对儿童福祉、身心健康和儿童安
全产生什么影响？我的研究考察了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教育技术
解决方案，探索了情动的各个方面。

本项研究

这项研究结合了多种方法，回顾了救助儿童会及其合作伙伴如
何调整其方案，在整个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使用教育技术支持学
习。本研究抽样调查了中低收入国家的九个教育方案。没有一个是
全国性的方案。全部方案都在省级或更小层面的地方运作。项目的
评估和评分框架着眼于：公平性、有效性、可持续性、相关性和福
祉。公平被定义为：对所有人公平和平等的优质教育，这意味着一
个人接受优质教育的能力不是由个人或环境的任何特征决定的，如
残疾、性别或社会经济背景。有效性被定义为：基于证据并产生预
期结果的优质教育。可持续性被定义为：可以在预期水平上持续的
优质教育，并且不需要大量持续的外部资金、资源或知识。福祉被
定义为：可以确保综合的精神关怀，建设复原力，关注受益人的安全、
福祉和赋权的优质教育。相关性被定义为：适合具体情况并适应环
境的挑战或变化的优质教育，能够让受益人利用现有基础设施。

评分框架使用了一个带有相关说明的顺序系统，项目可以被评
为差、满意、好或优秀四个等级。三个层次包括：总体评分、原则
评分和每个原则中个人感兴趣领域的分数。个人兴趣领域的分数构
成了原则评分，而原则分数被合并一起后，形成了总体评分。首先
根据原则确定个人感兴趣的领域，然后对照数字化发展原则和救助
儿童会教育技术参与原则进行映射。为评估提供信息的资料是从项
目文件和与方案小组成员的访谈中收集的。此类证据来自阿富汗、
哥伦比亚、黎巴嫩、马拉维、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卢旺达，
这些国家的答复侧重于 3 至 15 岁的儿童（表 1）。我们对非正规教
育方案进行了评估，涉及 739 至 51000 名学生。覆盖面较小的项
目是通过 WhatsApp 提供数据。覆盖面较大的项目是通过无线广
播提供数据。

摘要
本文探讨了学校关停对中低收入国家的短期影
响，以及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如何能够支持学生
的福祉。借鉴对救助儿童会及其合作伙伴使用
教育技术应对疫情的回顾，该研究确定 ：所有
儿童都因为学校关停遭受了不利的影响，并且
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在支持学生福祉方面存在局
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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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关停学校：教育技术在危机期间支
持学生福祉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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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在支持学生福祉方面有明显的局限性（图
1）。所有方案在学校关停期间都推出了支持学生及其家庭的信息
传递活动。这些信息通过广播、手机短信、电视和社区网络进行传
播。他们试图提高父母对新冠疫情防护行为、基于性别的暴力、良
好营养和积极育儿的认识。

其中我们注意到两种教育技术方案：一种是提供受益人和教师
之间直接互动的方案， 另一种是不提供这种互动的方案（表 1）。
使用间接式方案的国家（安排缺乏 “聚集”）对学生个体情况的了
解十分有限，并依靠调查（马拉维、尼泊尔和卢旺达）和焦点小组

（尼泊尔）了解受益者福祉的概况。所有采用间接方式的方案都依
赖自身和社区志愿者的推荐来识别存在风险的儿童，这种方案削弱
了有关情动方法的有效性。

允许聚集的直接学习模式更为有效，因为它们允许监测单个儿
童的表现。这种互动为培养教师识别儿童保护和福祉问题提供了
机会。黎巴嫩和巴基斯坦的方案能够在每周报告个别学生的情况。 
黎巴嫩的方案在学习过程中纳入了一系列社会情感活动。这反馈到
对学生福祉的理解，并展示了直接模式中可以提供的各类监测和支
持机会。但是，来自黎巴嫩的叙述性证据表明：直接模式无法全面
地支持学生的福祉，这进一步表明教育技术无法复制面对面互动的
优点。

表 1：按国家分列的学习方式

学习模式类型 国家 主要模式

直接

阿富汗 打印的家庭学习教材，教师通过电话指导

哥伦比亚
打印的家庭学习教材，教师通过电话指导

以及补充广播和播客课程

黎巴嫩 通过 WhatsApp 学习多媒体课程

巴基斯坦 通过 WhatsApp 学习多媒体课程

间接

马拉维 收音机

尼泊尔 收音机

菲律宾 上传到社交媒体和电子学习平台的教材

图 1：按模式的评估结果

项
目

数
量

总体评价 公平性 有效性

直接 间接

福利性 持续性 相关性

满
意

满
意

满
意

满
意

满
意

满
意

差好 好 好 好 好 好

资料来源：改编自未出版的救助儿童会报告《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教育技术解
决方案》。

这项研究无法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学校关停如何影响儿童福
祉。尽管如此，从与项目小组的访谈和救助儿童会及其合作伙伴开
展的更广泛调查中，得出了一些深刻结论，这些结论为项目和本
研究提供了参考信息。一名来自马拉维的受访者表示，“离开学校
后，儿童过着正常的生活，与邻居的兄弟姐妹一起玩耍，不戴口
罩，因此似乎比在学校时更容易受到伤害”。这引起了人们对学校
关停期间对新冠肺炎疫情病毒传播和保护儿童健康的关注。在尼
泊尔和菲律宾，一些证据表明：针对儿童的暴力事件确实增多。例
如，救助儿童会对尼泊尔三个省的父母 / 监护人进行的随机抽样调
查（n=410）时，37% 的受访者表示， 在封城期间， 针对儿童的
暴力事件显著增加。这项研究揭示的儿童福祉问题并不是统一的，
而且因环境不同而不同。但是，在所有情况下，有证据表明，儿童
正在遭受学校关停的不利后果。

调查结果还表明，学校关停对女孩产生了特别有害的影响。在
阿富汗、黎巴嫩、巴基斯坦和卢旺达，项目小组报告：女孩被要求
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这限制了她们参与远程学习的能力。在卢
旺达，受访者报告说，学龄怀孕少女和辍学女生人数增加。此外，
有人担心学校关停对女孩的心理影响。例如，在阿富汗 9 个省对
参加加速学习项目的 10 岁及以上女孩进行的一项调查中（n=510）
显示，70% 报告患有严重焦虑症或抑郁症的女孩（29% 的受访者）
表示，自危机开始以来，她们的抑郁情况有所加重。

结论

Epstein 提及了 “相遇强度”（高质量的人际互动）的重要性。
在许多情况下，教育技术解决方案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学校关停
期间学生个人情况的信息。虽然不同的背景和不同的技术产生了不
同的效果，但项目的分数表明，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在提供更广泛的
学生福祉支持方面能力有限，而学生福祉支持已成为现代学校教育
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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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情最不确定的时候，我们就要拿起最为确定的工具，那就
是科学。
—  辉瑞公司广告，2020 年 4 月

2021 年秋季，新冠疫苗的大规模推广终于使许多高收入国家
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虽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在资源获取方
面的不平等现象比比皆是，但是，是科学拯救了我们，这一点毋庸
置疑。很少人会想：疫苗可以如此迅速地被开发出来，并且具有如
此高的效力（超过 95% 的保护率）。通常需要数十年的研究计划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主要的跨国制药公司协调领先的研究
科学家、医疗专家、学术机构、同行评审，以及大量的公共资金投入，
终于生产出了一些人曾认为不可能获得的疫苗。辉瑞公司在 2020
年 4 月发布的广告片《科学必胜》中如此有预见性的表示：

科学可以克服疾病，创造治疗方法，当然，也可以战胜疫情。
科学以前可以，以后仍然可以。因为当面对一个新的对手时，
科学不会退缩，而是振作起来，提出问题，直到找到它想要的
解决方案。这就是科学的力量。

包括纽约和伦敦在内的一些主要疫情集中地区的广告牌上（点
击此处链接）也登出了这一广告语。这些广告的主题是身穿白大褂
的科学家们表现出聪明才智、展示出大脑图像和彩色 DNA 螺旋的
近距离照片，这正是探索大自然疾病奥秘的本源。

在实现这一 “医学奇迹” 之后，我们不难想象，未来十年的研
究和教育资金将进一步转向科学领域。科学是让我们能够驯服大自
然所释放的 “不确定性” 的工具（Merchant，2006 年）。早在疫
情之前，教育界就已经越来越关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
但现在，教育领域科学背后原始的人力资本逻辑，会被赋予一种新
的合法意义。为了控制任何未来不可预见的 “不确定性”，我们都
需要将科学作为一个教育项目。面对科学在新冠疫苗研制方面的巨
大胜利，这种重视程度也完全匹配。

早在疫情发生之前，科学就被视为应对气候危机的解药。科学
的应对方案包括：碳捕获、生物工程、抗二氧化碳的作物、智能城 

摘要
面对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我们重点关注了北大
西洋和东亚地区的高收入国家，反思了这些国
家对疫情的反应及其后果的巨大差异。我们重
点提出世界观方面的差异，以及随之而来的教
育理念差异，强调文化在应对气候危机所带来
的未来不确定性方面将发挥出关键作用。

关键词
气候危机
科学
进展
控制 
世界观

最好的 “疫苗” ：自然、文化和新冠肺炎
疫情
 

   Jeremy Rappleye，日本京都大学副教授

   rappleye.jeremy.6n@kyoto-u.ac.jp

   Hikaru Komatsu，中国台湾大学副教授

   kmthkr@gmail.com

   Iveta Silova，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

   Iveta.silova@asu.ed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l0tEfLve1U
https://jp.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vaccines-pfizer-fa-idUSKBN28I0QC
https://jp.reuters.com/article/uk-health-coronavirus-vaccines-pfizer-fa-idUSKBN28I0QC
https://www.usatoday.com/story/news/health/2020/12/12/covid-pfizer-vaccine-best-reactions-fda-authorization/6520405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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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无碳混凝土、重新分配能源、智能城市、无碳混凝土、重新冻
结北极、太阳辐射管理、海洋绿化、热电化学冷却、改善能源基
础设施等等。尽管很少有人意识到，但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IPCC）的预测已经考虑到了类似这些新技术法宝将有助于减
缓加速升温的态势（Lawrence 等人，2018 年）。因此，如果组成
IPCC 的科学家们不包括可预期实现技术突破的人才，已经不尽人
意的预测结果将会更加不如预期。实际上，世界也在等待解决气候
危机的 “疫苗”。在新冠疫苗的乐观情绪的鼓舞下，还有人怀疑它
是否会到来吗？下一代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毕业生难道不
是我们避免疫情后的气候灾难的最大希望吗？

但是，在回到乐观的常态之前，请您和我们一起思考一下。这
真的是科学的胜利吗？超过 70 万美国人死亡，另外还有 100 万欧
洲人死亡。而大多数人生活在经合组织的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足
够的富裕。同样，尽管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但是他们能够负担
得起强大的医疗基础设施、开展密集的医学治疗、研制治疗药物、
开展大规模的公共卫生运动、安排在线生活和工作，以及实施封
城。但是，到 2020 年 12 月，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英国、比利时、
意大利和西班牙）每 100 万人口的死亡率已经超过了 1000 人，而
当时医疗疫苗还没有广泛使用。尽管据称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医学科
学水平，如人均同行评议的学术文章数量、医学专利、最集中的 “世
界级” 大学等等，但是，美国和英国是（每百万人口）死亡人数最
高的国家之一。

正如我们在国际教育政策与合作网络（NORRAG）的另一篇
文章中所论述，这与东亚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东亚地区的死亡
率明显较低。在 2020 年底，每当（每百万人口中）有 1000 个美
国人死亡时，只有 0.3 个（中国台湾人）和 27 个（日本人）死亡。
与印度相比，东亚国家也是高收入国家，更容易比较。下面的图 1
采用的是从 2020 年 12 月底开始到会混淆简单比较的新菌株和疫
苗推广工作开始前的数据（更多的最新数据可以在这里找到）。

从东亚地区来看，疫苗接种前死亡人数的这一巨大差距让 “科
学必胜” 的说法显得苍白空洞，甚至有些令其无地自容。回归了期
待已久的 “正常状态”，我们却没有认真反思是什么文化条件导致
了疫苗投入之前的灾难，这看起来是不负责任的做法。

无疑，东亚也利用了科学，但意义却不同。科学的洞察力帮助
东亚加速调整行动方式，但是这些都是对之前存在的文化品格的
一种贡献：一种寻找和利用新方法来促进更大利益的集体意愿。最
具象征意义的例子当然是东亚地区国家百姓几乎普遍都戴口罩。在
疫情之前，这在许多东亚国家的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从过去学到
的教训，通过文化传承下来（Sachs，2021 年）。这种文化习俗是
在学术界确认口罩的功效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科学被认为是对这
些习俗的一种支持手段。戴口罩的习惯很快就在东亚大部分地区普 
及了。

考虑到与美国的鲜明对比，在美国，戴口罩在疫情开始时在文
化上是不被接受的（Time，2020 年），然后迅速地被政治化（Lopez，
2020 年）。甚至当感染和死亡人数的差距变得明显时，在美国和英
国的那些东亚人还因为戴口罩而被公开骚扰（点击此处链接）。集
体意愿和个人不情愿之间的矛盾比比皆是： 认真对待 “禁止旅行”
的规定；接受密接者流调追踪；暂停假日出游；信任公共卫生官员。
从这个意义上说，东亚地区从一开始就有一种非常不同的 “疫苗”。
一种以他人为中心的利他思想，能够将自己视为社会的一份子而
已，认识到所有人共同的命运并履行自己的责任，所有这些文化都
是以一种相互依存的存在感为基础的，正如文化心理学反复证实的
那样（Rappleye 等人，2020 年）。从这个角度看，医学领域研制
出的新疫苗根本不是什么灵丹妙药，充其量只是在文化给养无法发
挥作用后贴上的 “创可贴” 而已。相对于 “科学必胜”，我们可以
将 “文化应对” 作为总结东亚国家世界领先的抗击新冠疫情经验的
格言。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世界观上的差异呢？ 在东亚地区发挥作
用的高度有效的文化 “疫苗” 背后是什么样的一种机制？“科学必胜”
必须被认为是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假设的最新迭代思想（Pepper，
1942 年），一种潜在的形而上学思想，反过来，又为大多数西方文
化设定了思想根基（Bowers，1995 年）。“科学必胜” 是机械主义
论—乌托邦世界观的翻版，认为人类可以站在人类与自然关系之外
的有利位置；这种世界观的重点是：发现决定大自然如何运作的法
则，并通过这些法则控制大自然（Komatsu & Rappleye，2017 年）。
因此，人 [ 原文如此 ] 试图站在上帝曾经站过的地方，而且许多人
都曾尝试这样。这种把自己当成上帝的观点（Haraway，198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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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不同国家每 100 万人口的总死亡人数

资料来源：Silova 等人 2021 年重绘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467-018-05938-3?utm_medium=affiliate&utm_source=commission_junction&utm_campaign=3_nsn6445_deeplink_PID100094349&utm_content=deeplink
https://www.norrag.org/covid-19-climate-and-culture-facing-the-crisis-of-neoliberal-individualism-by-iveta-silova-hikaru-komatsu-and-jeremy-rappleye/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ed/2021/reasons-for-asia-pacific-success-in-suppressing-covid-19/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ed/2021/reasons-for-asia-pacific-success-in-suppressing-covid-19/
https://time.com/5799964/coronavirus-face-mask-asia-us/
https://www.vox.com/2020/7/21/21331310/mask-masks-trump-covid19-rule-georgia-alabama
https://www.vox.com/2020/7/21/21331310/mask-masks-trump-covid19-rule-georgia-alabama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0/feb/18/chinese-people-uk-targeted-racist-abuse-over-coronavirus-southampton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2680939.2019.1576923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416979.2017.1283977
https://philpapers.org/archive/harsk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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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产生了控制欲，其中自然科学的进步意味着 “不确定性” 被控
制或消除，使我们离这种人文主义的乌托邦更近一步。即使许多当
代科学家声称在他们的研究中已经抛弃了这种中世纪的形而上学，
但是我们理解科学的方式以及公开宣传科学的方式还是如此。科学
被人格化。科学在 “找到它想要的东西” 之前是不会停手的。最重
要的是，它必须有一个对手。阻碍科学进步的道路，阻碍所谓的 “正
常”，阻碍我们的 “人文” 未来进一步发展的东西。威胁人类主导
权的对手就是大自然。这听起来很像是上帝与魔鬼的斗争，只是人
类以 “自我” 为中心的理性取代了上帝。尽管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
加以概括，但这种理性 - 科学 - 乌托邦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的大量制
度文化。从这个角度看，“科学必胜” 和 STEM 教育是持久的文化
叙事的复述。

什么构成了 “文化应对” 的世界观？在这里，我们也必须注意
不要以偏概全，但是围绕着一个没有乌托邦的、不断变化的世界的
想法，也许会发现共同点。把自己当成上帝根本不是一个可选方案。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相互依存。因此，人们普遍认
为，人类如果不改变自己就无法控制自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既
不能寄希望于以不变来 “超越”，也不能幻想向未来的乌托邦开展
目的论式的推进。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是共同构成的
整体；我们应对自然界中出现的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集体的努力。这
种根本不同的 “嵌入 - 相互依存” 的世界假说将文化的概念转化为
类似于一套实践，来帮助我们繁荣发展并面对不可预见的挑战。

这类信息在许多东亚国家的教科书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日本高
中生的社会研究教科书将气候危机作为第一课，强调社会是嵌入在
自然环境中的群体（Gendai Shakai，2018 年）。日本高中伦理学
的教科书公开教授人类和自然的 “无分别性”。“你和自然之间没有
明确的界限，我们以某种方式从自然中产生，最终有一天，我们又
会以某种方式回归自然”（Rinri, 2017 年，181 页）。在中国台湾（《公
民与社会》，2012 年，第 156 页）和韩国（Sung & Kim，2003 年）
我们都可以找到类似的信息，包括对老一辈的欣赏。可以肯定的是，
这些都是所谓的文化传统。但这就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在每一代人
中重塑文化实践，基本的世界观被重新激活，并发扬光大。在许多
“现代”东亚国家和一系列原住民社会中，文化给养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是一种本体论（或宇宙论），它不认为人可以独立于自然。日本、
韩国和中国台湾都是现代民主国家或地区，技术高度发达；但是，
这种本体论仍然存在。

文化在这里成为一个实用的、集体的竹筏。我们共同参与，并
保持竹筏的漂浮，这与它所处的不断变化的不确定性之海密不可
分。如果我们不学会乘风破浪，集体协调我们的行动，我们就会迷
失于汪洋大海之中。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利他思想” 和没有 “把
自己当成上帝” 并不是缺陷，而是过去通过教育等文化形式流传下
来的实用经验 。面对其他高收入国家发生的悲剧，我们能怀疑东亚
的做法吗？当我们考虑到未来的新冠病毒变种可能让疫苗无法发挥
作用时（或需要大规模重新免疫时），为群体免疫而生产疫苗产生
的高昂价格，以及疫苗免疫的有限时间跨度，我们是否至少要考虑
下可以替代医学疫苗的文化 “疫苗” 呢？

回到对气候和教育的影响上，“科学必胜” 的口号在气候危机
中也不断地败走麦城。尽管科学承诺是解决气候问题的灵丹妙药，
但机械主义—乌托邦式的科学研究继续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化石燃料开采的后果已经被认为是对人类的

生存威胁（Rich，2019 年），但是科学使人类有能力搜索和获取地
下深处的石油，甚至在海洋中的石油，并使用非常规的石油作为资
源。科学取得的这一所谓的 “胜利” 导致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不
断增加，反而加速了气候危机。我们根植于这样的世界观，在科学
的 “引领” 下不可能学会与自然共存。自然界的变化不可避免地需
要人类文化的改变。“科学必胜” 背后的世界观既没有将人类嵌入
环境之中，也没有考虑确实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更隐蔽的是，
“科学必胜” 口号下的那些救赎人类的故事阻止了我们探索不同的
世界观，而这些世界观恰恰可能对学习与自然相处有潜在的帮助，
其中气候危机是我们有史以来面临的最大和最广泛的危机。事实
上，这并不是说东亚的世界观应该被大家采纳，更不是说它一定
是 “正确的” 观点。我们认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它在新冠疫情中的
表现那样，它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使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自
己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假设。它提供了一个外部参考点，来进
行自我反思，并激发新的可能性。我们最需要的是探索可行的方
法，因为现代性的排斥思想使我们的想象力逐渐枯竭（Plumwood，
1993 年；共同世界研究体，2020 年）。

那么，教育方面又如何呢？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从新
冠疫苗不可否认的成功中获益，将融入经合组织的一系列工作之
中，而这些工作 “已经” 将新冠疫情框定为改善以技术为媒介的（数
字）学习基础设施的倡议（经合组织，2020 年），以及进一步嵌
入经合组织政策偏好的方式。Hanushek 和 Woessmann 受邀计
算新冠期间学校关停对未来 GDP 增长的经济损失（Hanushek & 
Woessmann 为经合组织的研究，2020 年）。世界银行也紧随其后

（Psacharopoulos 等人，2020 年，2021 年）。“一切照旧” 思想
已经重新抬头。Hanushek 和 Woessmann 声称已经以某种方式
预测了导致我们有限世界的无限增长的规律，这是机械主义 - 乌托
邦主义的表现（Rappleye & Komatsu，2020 年）。他们从新冠疫
情中没有总结任何重要的教训，也没有从东亚地区的做法中学到任
何重要的经验，更不用说从仍然存在的对科学和文化之间关系的不
同看法中吸取经验（Sachs，2021 年）。尽管新冠疫情的结果有明
显的不同，而且低成本、公平的 “文化应对” 措施也取得了胜利，
但是几乎没有人向东亚学习。至少对我们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成为
一种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在正在发生的气候危机中，教育领域将会
发生的变化。看起来，我们已经胸有成竹了，只是加倍地强调科学，
让自然成为我们人类的对手，并让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科学专家
来拯救我们。

作为文化的基本贡献要素，教育可以为新冠疫情和气候危机提
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但是，绝不是以其目前的形式（Komatsu 等，
2019 年，2020 年）。目前，至少在西方，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
没有把教育看作是文化的传播要素、传播经验教训的领域，或者帮
助下一代在大自然的不确定性之海中航行的 “竹筏”。我们并没有
教授如何 “融入自然 - 相互依存”，而是在教授如何站在上帝的视
角去控制自然，然后，我们还美其名曰 “进步”。如果我们把新冠
疫情看作是一个先兆，那么，随着气候危机的加速，我们不是已经
预见到了未来的景象吗？现在吸取教训和改变方向是否太晚了？为
了回答这些问题，只要我们在急于回到 “正常状态” 的时候，稍微
暂停一下，将目光投向医疗疫苗推广排名之外的领域就可以。关注
下不同 的领域：在过去的 18 个月里，多少经验教训正在植入到文
化之中呢？

https://us.macmillan.com/books/9780374191337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the-impact-of-covid-19-on-education-insights-education-at-a-glance-2020.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The-economic-impacts-of-coronavirus-covid-19-learning-losses.pdf
http://www.oecd.org/education/The-economic-impacts-of-coronavirus-covid-19-learning-losses.pdf
https://www.journals.uchicago.edu/doi/abs/10.1086/71354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03050068.2020.1741197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ed/2021/reasons-for-asia-pacific-success-in-suppressing-covid-19/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330541930009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221330541930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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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的解决方案和线性因
果解释无法应对这一问题。它与其他紧迫的挑战有着共同的属性，
包括气候变化、生态系统崩溃和严重的不平等现象，所有这些都给
我们全球化的文明带来了内在的系统性风险和潜在的灾难性风险。
而此类 “邪恶问题”（Rittel & Webber，1973 年）压倒了包括教
育系统在内的我们的技术 - 工业社会系统所传承的假设、启发和实
践。我们认为，从繁杂的本体论到复杂的本体论的转变可以作为一
种新的教学法的基础，这种教学法植根于对基于系统的相互依存的
理解；这种教学法将我们都定位为复杂系统中的参与者，而不是正
在窥视的外部观察者（Senge，2012 年）。我们认为，这样的教学
转向，对于确保未来的几代人拥有理解和准备应对系统性风险所需
的工具而言，至关重要。这也让我们将教育设想为教化（Bildung），
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的共同 “责任和参与不断发展的社会成熟过
程，为更大的利益，重新构想文化、技术、制度和政策”（Rowson，
2019 年 , 第 2 页）。

复 杂 的 风 险 依 然 存 在。 借 用 神 学 家 Reinhold Niebuhr
（1944/2011，第 118 页）的一句话，今天的学生和明天的决策者

可能必须习惯于 “为无法解决的问题寻找近似的解决方案”，学习
如何与复杂性打交道，而不是与之对抗，很可能成为本世纪的典型
事件。

繁杂到复杂 ：本体论的转变

本体论是我们的出发点。没有概念和范畴，我们无法理解一个
问题，这些概念和范畴允许我们给现实一些基本的组织结构。在西
方，我们的周边文化仍然是基于“机械论 - 乌托邦”的思维（Rappleye
等人，本期）。从这个有利位置，我们向外看世界，可以看到 “繁
杂” 的系统：它是封闭的、静止的，由一些在没有外部输入的情况
下就不能进化和适应变化条件的组件组成。我们假设，即使是其中
最错综复杂的系统，最终也是 “通过适当的调查可知的系统，并且
一旦发现，因果关系就是重复的”（Snowden，2005，第 46 页）。
这导致我们假设这些系统服从理性的科学控制和帕累托最优、普遍
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这种本体论的起点，我们建立了繁杂的理论
和具体的案例：喷气发动机、官僚机构、经济——我们都可以对此
进行考察。就政策制定而言，“科学必胜” 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

（Rappleye 等人，本期）。

任何这样的本体论立场都是值得商榷的。值得注意的是，本体
论和随后的理论 “仅仅是假设，我们可以根据它们的解释功效予以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证明 ：系统性的破坏对我们
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构成了威胁。本文旨在探
讨 ：面对快速的非线性变化和潜在的灾难性风
险，复杂性或系统性教育对于实现更高水平的
集体和个人复原力至关重要。

关键词
复杂性
风险
复原力
教育
大自然

复杂性理论与无法解决问题时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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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或拒绝”（Lake，2009，第 4 页）。我们认为，从繁杂到复杂
的本体论转变早就应该实现，并且是教育教学的核心，教育教学能
够为年轻人提供他们需要的概念、类别和工具，理解和应对 “短期
非线性变化的确定性”（UNDRR，2019 年，第 36 页）。我们所关
心的多是由动态的、不断演进的复杂系统组成的，从大规模的自然
生态系统到小规模的社会系统，比如学校或教室等等，都是如此。
它们的元素在开放的环境中活动和相互作用，没有外部输入，产生
突发的、经常令人惊讶的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并不能仅仅用单个元
素的属性来解释。换句话说，整体大于其部分的总和；的确，它也
不同于其各部分的总和（Jervis，1997 年，第 572 页）。

通过主张一种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一种不能假设线性因果
关系的科学哲学，复杂性理论并没有拒绝繁杂的方法，而是提供
了一种更准确的现实场景，其中繁杂和复杂可以相互作用。对于
那些倾向于复杂性理论的人来说，复杂性理论通过允许本体论上
不同的系统共存，展现了融合整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简约主义的前景

（Kreienkamp & Pegram，2020 年）。从分析的角度来看， 它引
导我们注意：在或多或少受约束或有利的环境中确定“什么是有效的”

（Juarrero，2000 年）。重要的是，当涉及复杂的生物物理系统中
出现的问题时，如气候变化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就 “确定的和客
观的答案而言，没有解决方案”，但是可能会通过重复观察、实验
和经验，我们可能会发现前进的道路（Rittel & Webber，1973 年，
第 155 页）。

复杂性和大自然

也许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广泛适用的概念工具
包， 也是一种 “认识和思考的方式”（Morin，2007， 第 25 页），
复杂性允许我们不仅根据系统的组成元素来理解系统，而且还考虑
它们在整体中如何相互作用。它将注意力引向基本的现实（我们也
可以称之为大自然）；所有的繁杂系统都不可避免地与复杂系统纠
缠在一起。例如，公司或工业化农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繁杂的系统，
但最终依赖于被称为生物圈的复杂系统的完整性——这是一种长
期被理解和忽视的观点（Meadows 等人，1972 年）。但是，正如
英国财政部报告中的一段话所表明的那样，“繁杂经济学” 的大本
营现在终于承认了大自然给我们带来的困难：

正确的经济推理是基于我们的价值观……当我们认识到我
们融入了自然。将自然与经济推理分开意味着我们认为自己是
自然之外的事物。错不在经济学；这取决于我们选择的实践方式

（Dasgupta，2021，第 310 页）。

我们现在已经超过了支持人类安全运行空间所需的九个行星
边界中的四个安全极限（Steffen 等人，2015 年）。人们越来越认
识到，气候变化需要激进的复杂治理形式，这种治理能够 “在一个
相互依赖的分形系统中进行脱碳”（Bernstein & Hoffmann, 2019
年，第 919 页）。然而，我们的治理结构（包括教育机构）仍然拘
泥于对繁杂问题的理解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分配合理
的概率、隔离和稳定问题，其中解决方案也是预先确定的。这种控
制手段打造的海市蜃楼是如此美好，但在自然界的背景下，却是短
视的，甚至是危险的。例如，如果不了解其中的复杂性，大规模的
重新造林项目等碳清除技术实际上会破坏人类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

（Di Sacco 等人，2021 年）。

《达斯古普塔报告》（2021 年）的基础是一个令人不安的观点：
即面对生物圈的不稳定性，我们基于既定 “行为” 的治理方式越来
越显得多余。弥漫在我们日益复杂的技术工业系统中的假设、启发、
模型和实践都不起作用了。如果我们要在快速的非线性变化面前，
实现更高水平的社会和个人复原力，年轻人就必须获得适应复杂问
题的概念工具和思维模式。复杂教育学特别强调：在没有明显的简
单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增强人类的判断能力，类似的现象在时间和
空间上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行为模式是偶然的，是基于关系的，而
不是固定的和基于规则的（Pearl & Mackenzie，2018 年）。在一
个生态相互依存的世界里，一个没有 “外界” 的世界里，教育还必
须关注个人的伦理取向；没有“从无到有的观点”（Cilliers，1998 年）。

无法解决问题时的教育方法

鉴于上述情况，在教学、学习和教育机构中，对根深蒂固的思
维范式进行批判性审视显得至关重要。这并不是说每个学生、教
育家和教育研究者都必须成为复杂性理论的专家，也不是呼吁拒绝
传统的科学方法和繁杂的分析框架。相反，它承认：线性思维方式
的有限适用性（繁杂的任务环境）并培养出 Kuhn（2008，第 186
页）所说的 “复杂性思维习惯” ；对占主导地位的复杂现实的多种
相互依存的特征，具有更高的敏感性。换句话说，“正式的理性思
维仍然至关重要，但这只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诸多模式中的一种而已”

（Davis & Sumara，2005，第 315 页）。

从许多方面来看，新冠肺炎疫情是复杂性的现实教训，凸显了
系统性破坏对我们相互关联的世界构成的连锁威胁。令人欣慰的
是，最初局限于自然科学和控制论的复杂性理论正开始渗透到社会
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并开始影响教育研究。越来越多的文献
揭示了复杂性对学习、认知和创造性思维的影响（例如，Davis 等
人，2000 年；Bereiter，2005 年；Osberg，2015 年；Jacobson
等人，2016 年）、对教学和课程的影响（如，Doll 等人，2005 年；
de Greef 等人，2017 年；Heinrich & Kupers，2018 年），对推动
教育变革的努力的影响（如 O’ Day，2002 年；Peurach，2011 年；
Snyder，2013 年；Bates，2016 年）， 以及对更一般的教育目的
和哲学的影响（例如，Mason，2008 年；Cunningham，2014 年）。
但是，我们在课堂上的实际教学活动却落在后面。即使复杂性思维
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 Kant（1781/1998 年）“未知的因果关系”，
大学水平以下的课程中也很少包含多元主义的科学哲学。

我们如何为后代提供他们需要的工具来理解未来的复杂风险
并做好准备？虽然我们不能在这里公正地对待这个重要的问题，但
是我们强调它在 21 世纪任何教育学中的中心地位。复杂性理论的
含义促使我们将教育视为一种新的教育愿景，即教化（Bildung），
这种愿景不仅能增强个人在极端不确定性面前的判断力，还能鼓励
一种性格塑造的过程，让每个年轻人准备好参与 “创造可能的未来”

（Davis & Sumara，2009 年，第 43 页）。

我们被众多的复杂系统包围着，而且关键的是，我们已经被嵌
入其中，这个本体论命题对尝试 “在一个永久的网格中固定知识”
的传统科学的普遍适用性提出了挑战（Cilliers，1998，第 118 页）。
在复杂的系统中，“知识” 不能从类似法律的、可观察到的规律中
推断出来——它仍然是有背景的、有争议的，而且总是不完整的。
因此，人类的判断（Nowotny，2013 年）、经验知识（Garavi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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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múdez 等人，2013 年）、直觉形式的推理（Kahneman，2011 年）
对于确保赋予知识意义而言，至关重要。反过来，复杂性可能会妨
碍控制，但它不会剥夺我们的能动性。事实上，我们承认：决定论
并不统治世界，可以为唯意志论开辟了新的道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做出真正的选择。由此可见，道德问题不会通过铁一般的
确定性予以解决。一种复杂性的精神特质要求每个人都具备在这种
情况下采取最佳行动的能力。

传统的教育，主要是为了确保获得普遍适用的知识，而今天这
已不再足够。我们将教育重新设想为：教育旨在强调，教育机构在
使年轻人成为 “塑造我们共同未来的积极、知情、有道德的参与者”
方面发挥的形成作用（Hetland，2013 年，67 页）。正如 Biesta （2012
年）所阐明的那样，教化（Bildung）抛弃了将个人不加批判地社
会化到现有范式中的做法，而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
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性、批判性和解放性的探询。这一愿景挑
战了科学和技术教育的 “超经济化”（Bencze& Carter，2011 年），
以及自然科学和课程其他部分之间的尖锐分歧，承认：自然不是 “与
我们无关的” 可以随意操纵的东西，而是与人类系统和生活经验动
态交织在一起的。

结论 ：学会与复杂性共存

正如 Rappleye 等人（本期）所强调的，科学作为一个教育项
目，最初被认为是 “驯服自然释放的 ‘不确定性’”。这种说法让年
轻人失望，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利用科学解决全球系统性危机的能
力失去了信心（Cannon，2019 年）。新冠肺炎疫情提醒人们，人
类的健康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系统的正常运转。我们
既不能完全理解、也不能控制。我们全球化文明的本体现实迫使
我们去学习如何 “忍受” 复杂性，而不是希望消失或努力减少或消
除复杂性。对于教育来说，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但又耐人寻味的
命题。复杂性思维既不能提供通用的解决方案，也不能为更加可
持续的世界提供万无一失的证据。相反，它旨在让我们探索 “不同
的途径，去发现最终可能是对特定环境、条件、人、时间和地点具
有不同敏感性、基于特定环境、条件、人、时间和地点的多种答案”

（Cooksey，2001 年， 第 100 页）。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是对冒
险的呼唤。另一方面，这是凝聚几代人力量的机会。将教育重新构
想为教化（Bildung）可能是持有机械 - 乌托邦世界观的孩子们留
给后代的最重要遗产，这些后代别无选择，只能奋力应对他们作为
“地球居民” 的共同困境（Byrd，2009 年，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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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气候紧急情况是让我们进入 “疫情新时代” 的推
手（Goodell，2020，np）。随着全球气温的变化，随之而来的物
种迁徙和人类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成为物种之间新的相互
作用的关键因素，因此，也成为新媒介传播疾病和人畜共患疾病
演 变 的 关 键 因 素（Mills 等 人，2010 年；Shah，2020 年；Beyer
等人，2021 年）。美国首席医疗顾问 Anthony Fauci 警告说，“我
们现在在地球上与环境相互作用的方式……将对病媒传播的疾病
产生巨大影响”（Goodell，2020，np）。不幸的是， 就死亡率而
言，未来的疫情也可能不那么乐观（Ryan in Trocaire，2021 年）。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削弱并暴露了地域和社会方面的不平等（正如

《NORRAG 特刊》前几节所述的内容），但也是一种新形式的警钟，
提醒人们如果国家和社区不采取更迅速和更大力度的气候行动，我
们未来将面临更加危险的紧急情况。

但是，我们促成这种力度大而紧迫的气候行动并非易事，原因
有二：一是对技术解决方案的过度依赖；二是我们容易将我们目前
的公共卫生和气候紧急情况视为独立和不相关的事件。我们应对
这双重挑战需要形成新的思维方式，也需要新的处事方式和生存
方式。例如，Rappleye 等人（本期）概述了，西方（和 “全球北
方”）如何继续依赖科学和人类的聪明才智，并可能重新对其产生
信心，将其作为通过个人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创造的全球问题
的解决方案。相反，他们建议借鉴世界观，包括来自东亚的世界观，
以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为中心——既包括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的
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也包括人类在面对挑战和繁荣的共同努力中
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

虽然我们支持将这种对文化的批判性关注转向共同和可持续
发展为导向的世界观，但是我们想强调的是，我们并不主张对科
学或 STEM 教育本身进行批判，而是批判过度依赖技术创新和技
术解决方案（一种 “科学必胜” 的态度（Rappleye 等人，本期））
来解决本质上的复杂挑战，这些挑战需要价值观、信仰、人际关系
和世界观的转变。过去几十年，人类陷入了政治两极化、反科学和
“后真相” 取向的泥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社交媒体算法
催生出了意识形态的 “回音室”。这种情感和意识形态阻碍了科学
共识支持的行动，包括在气候和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的行动（Boler 
& Davies，2021 年）。因为我们当前与疫情相关的科学实现了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们变得更加依赖科学，这将是一个积极的方
面。尽管如此，科学不应该被视为解决潜在的不可持续世界观的唯

摘要
这篇文章强调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紧急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更大规模的气候变化中的
一种表现，并进一步警告人们迫切需要加快遏
制气候变化的行动。教育是解决气候行动的情
感、社会和行为障碍的关键因素。本文分享了
可以帮助转变文化取向、以解决这些交织在一
起的紧急情况的教学和政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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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法——尤其是万无一失的方法，这种世界观将利润置于人类和
地球之上。

除了科学和技术创新在一个过于 “后真相” 的世界中的作用，
我们还注意到政府间机构、大众媒体和教育界的假设，即新冠肺炎
疫情和气候紧急情况是不相关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因为疫情
正在将注意力和资源从应对气候变化上移开。这种不连贯的思维让
我们看不到一个情况：我们不是在玩零和游戏。相反，新冠肺炎疫
情是气候变化的另一个迹象，表明我们正在接近地球的极限，纠正
我们方向的窗口越来越窄。世界卫生组织突发事件规划执行主任
Mike Ryan 负责该组织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措施，他强烈阐述了这
一观点：

我们正在将自然推向极限。我们正把人口推向极限。我们正在
将社会推向极限。我们强调环境。我们正在创造让疫情滋生的条件。
由于气候压力，我们正在迫使人们离开家园。我们付出这么多，我
们是以全球化的名义付出的努力，是为了追求人们称之为 “经济增
长” 的美好愿景而做了这一切。在我看来，这好比一个恶性肿瘤，
而不是增长，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管
理社区、管理发展、管理繁荣。作为一种文明，我们开出了无法兑
现的支票，而它们将会跳票。（Trocaire，2021 年）

为了解决这些相互关联的危机，更多的人类必须理解（1）疫
情的起因（以及未来的疫情）是环境所致，包括由于人类诱发的气
候变化；（2）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起因是：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经济和个人利益，而不顾人类和地球代价的
主导文化产生的结果。

这就是教育的用武之地。“教育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作用” 并
不是一个新观点，而是教育工作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土著社区、

除了引发世界观扩展和文化变革的教学策略之外，支持性的
“教育政策环境” 也至关重要。这尤其有助于对气候变化教育采取
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机构方法，从而推进社会、文化和结构变革——
从让学生和教师参与课堂开始，推进教育设施的可持续性，与社区
合作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以及在整体机构治理中优先考虑基于气候
的决策（图 2）。在 K-12 教育决策的 “每个” 层面（例如，国家、

青年和更多的人已经努力了几十年的目标。教育和环境学者，如
Daniel Wildcat，Heesoon Bai，Lucie Sauvé，Rishma Dunlop，
Chet Bowers 等人，都强调了世界观和文化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
从而纠正与地球和其他物种的破坏性关系。Rappleye 等人（本期）
所称的 “文化转变” 本质上是呼吁（西方）教育超越其主导的认知
练习（步入在笛卡尔的二元性理论中），包括学习的社会心理和行
动导向维度，强调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图 1）, 而不
是将它们分离开来，割裂开来。这种广度和整合有助于扩展世界观，
对我们如何与自然共存产生真正的影响。这就需要在教学中进行
创新，强调实践经验、情境和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实现批判性学
习和社会变革（McKenzie，2009 年；Tuck，McKenzie & McCoy，
2014 年；McKenzie & Bieler，2016 年；Ellsworth，2005 年；
Gaztambide- Fernández，2012 年）。在像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
危机这样的紧急事件交织在一起的时代，我们越来越迫切需要彻底
改变我们的教育方式，以恢复人类系统与地球边界的平衡。

这一点在最近关于 “气候变化教育” 的思考中得到了进一步
的具体体现，“气候变化教育” 关注气候变化的情感或社会心理层
面，使人们注意到行动教育的社会和参与形式（图 1），包括社会
极化、意识形态、冷漠和否认、焦虑和悲伤（Lertzman，2015 
年；Jesuit & Williams，2018 年；Hoggett，2019 年；Kwauk，
2020 年；Hargis & McKenzie，2020 年；Kwauk & Casey，2021 
年）。气候变化教育的这些进步对环境教育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发现
做出回应：仅仅是更多的科学知识（在这种情况下是气候科学）并
不能保证个人或社会的行动（例如，Kollmus & Agyreman，2010
年）。这些观点也再次证明，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科学来拯救我们。
我们必须积极改变我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沟通和教育方式，改变
我们对自己（以及我们的社会和经济体系）的看法，改变我们在社
会中以及与地球关系中的行为方式。

认知 社会心理

教学与学习

· 进一步普及气
候知识，包括
当地影响

· 采用参与式和基于现场的方法 
· 关注集体行动 

· 解决社会和情感
问题，如悲伤、
否认和不作为

将气候行动纳入
所有规划

将气候行动纳入
所有科目

与社区合作开展
气候行动

通过建筑物和地面
为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做出贡献

· 培养批判性思
维技能和媒介
素养

气候变化教育

面向行动

机构治理

设施和运营

教与学

社区伙伴关系

图 1 和图 2：气候变化教育促进社会变革：综合和全机构方法

来源：改编自 Hargis & McKenzie，2021 年

州、学区、学校），明确的气候变化或可持续发展政策也被认为是
加强专业发展和支持管理人员和教师的关键因素，从而将气候和可
持续性教育纳入学校范畴。在高等教育层面，气候和可持续性行动
往往停留在校园的运营领域，如通过减排，而不是指导研究中心和
资金、学术课程或整体财务运营优先顺序的决策（Henderson 等人，
2017 年；McCowan，2020 年）。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0/10/covid-19-distract-world-greater-threat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health-coronavirus-attenborough-trfn/coronavirus-poses-threat-to-climate-change-campaigns-david-attenborough-idUSKBN276347
https://www.trocaire.org/news/5-lessons-dr-mike-ryan-says-we-need-to-learn-from-covid-19/
https://tribalcollegejournal.org/daniel-wildcat-champion-for-climate-change-education/?__FB_PRIVATE_TRACKING__=%7B%22loggedout_browser_id%22%3A%22ac6fde1716851ed17d8d128dd280d8be681f3571%22%7D&fbclid=IwAR0ZkJP4NEN4b62L6CrEgQEzXg7MQHLs_wzZPa5uONVfqOmBpjBD843xLUQ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J842742.pdf
https://scholar.google.ca/citations?user=DuGyrgMAAAAJ&hl=fr
https://cjee.lakeheadu.ca/article/view/876/56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het_Bowers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50462080219420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504622.2013.877708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504622.2013.877708
https://books.google.ca/books/about/Critical_Education_and_Sociomaterial_Pra.html?id=_iJBjgEACAAJ&redir_esc=y
https://www.taylorfrancis.com/books/mono/10.4324/9780203020920/places-learning-elizabeth-ellsworth
https://jps.library.utoronto.ca/index.php/des/article/view/18633
https://freshedpodcast.com/mckenzie/
https://www.routledge.com/Environmental-Melancholia-Psychoanalytic-dimensions-of-engagement/Lertzman/p/book/9781138737792
https://www.routledge.com/Environmental-Melancholia-Psychoanalytic-dimensions-of-engagement/Lertzman/p/book/9781138737792
https://www.routledge.com/Public-Policy-Governance-and-Polarization-Making-Governance-Work/Jesuit-Williams/p/book/9780367878351
https://www.palgrave.com/gp/book/9783030117405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roadblocks-to-quality-education-in-a-time-of-climate-change/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roadblocks-to-quality-education-in-a-time-of-climate-change/
https://sepn.ca/resources/report-responding-to-climate-change-education-a-primer-for-k-12-educa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new-green-learning-agenda-approaches-to-quality-education-for-climate-action/
https://www.brookings.edu/research/a-new-green-learning-agenda-approaches-to-quality-education-for-climate-action/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504620220145401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3504620220145401
https://sepn.ca/resources/report-responding-to-climate-change-education-a-primer-for-k-12-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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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更有利的教育政策环境，“气候政策” 还必须为文化变
革提供必要的支撑。 不幸的是，至今，气候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忽
视了教育在激发共同行动的社会和政治意愿方面的关键作用。越
来越多的人认为，气候变化宣传和教育是根据《巴黎协定》被纳
入国家自主贡献和气候行动的关键因素（教科文组织，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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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在疫
情的持续影响下，全球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由于种种历史原
因而长期积累的问题被进一步放大。其中，教育活动作为社会生活
的重要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经历着严峻的全球性学习危机。
为此，世界各国需要共同应对挑战，并从中发现机遇，携手共进。

一、疫情危机下教育系统所面临的挑战

（一）“学校关停” 直接影响教育质量
新冠肺炎疫情直接迫使学校教育中断，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

序。即便后期采取多种替代性方法来恢复日常教学，也不可避免地
影响到整体教育质量。

1. “学校关停” 初期的学校教育中断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多数国家采取 “封城” 措施以减缓疫情
的蔓延。在这种 “静默” 状态下，需要学生和教师线下聚集交互的
常规学校教育也无法按计划有序开展。据统计，在 2020 年 3 月底
的疫情高峰期，约有 14.71 亿儿童受到学校关停的影响，占入学
儿童的 82.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则报告称，共有 192 个国家关
停了教育机构，这是自二战以来首次出现的最高比例（d’ Orville，
2020 年），影响了全世界大约 90% 的学生（Psacharopoulos 等，
2020 年）。而从特定国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
国家也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2020 年 3 月，尼日利亚联邦教育部
批准关停全国 36 个州和联邦首都区的所有学校，致使许多学生在
2019 至 2020 学年内的大部分时间都没有上学。同样在 2020 年 3
月，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公立学校也都因疫情停止了线下学习，转而
开展远程教学。

学校关停所带来的最直观的影响是 “自然的渐进线性的安排被
打破”，这在短期内给师生造成了困扰和压力。正如马来西亚一线
教师 Pravindharan Balakrishnan 所提及的， 当疫情第一次导致
马来西亚的学校关停时，教育工作者首先想到的两件事是：什么时
候才能回到学校教书？这对即将参加一生中最重要的考试——马来
西亚教育证书考试毕业班学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影响到学生
未来工作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疫情迫使人们 “脱离现代的、
渐进式的时间安排”。类似的，日本京都大学教授 Keita Takayama
也指出，人们很快就失去了时间的观念，每周的例行工作被完全打
乱了，所有的最后期限突然变得无关紧要，即：未来性消失了，未

挑战与机遇：
我们能够从全球新冠疫情期间的学习危
机中学到什么？1

 
   江竹君，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博士生

   龚凡舒，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生

1 参考文献来自于本期 NORRAG 特刊，故不另做引注。

摘要
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疫情初期，学校教育中断，转向在线教学后，教
学实效仍然受到局限，这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
此外，不同人群获取在线学习设备及技术的机
会并不均等，能够得到的额外教育支持力量不
尽相同，这加剧了教育不平等的困境。即便如
此，疫情挑战之中也孕育着未来教育发展的机
遇。教育应当进行系统性变革，并帮助人类转变
价值观，应对全球性挑战，建设可持续发展的 
未来。

关键词
新冠疫情
在线教学
教育质量
教育公平
未来教育
可持续发展



73

来变得不再安全。

可见，无论是在基础教育领域还是高等教育领域，疫情都将原
定的教学计划和目标变得 “不再可预见”，当精密的现代时间逻辑
被打破，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感便蔓延开来，从教育领域横向拓展至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特定的教育阶段纵向拓展至人生的各个阶
段。

2. “停课不停学” 转向下的在线教学实效局限

随着疫情形势趋于稳定，世界各国的学校逐渐恢复开放。据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数据，截至 2021 年 5 月 24 日，全球共 24
个国家关停全国学校，有 2.11 亿的儿童仍然受到学校关停的影响，
约占在校儿童的 1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1 年）。同时，世
界各国都在积极采用丰富的替代性教学方案来适应疫情期间的复
杂环境，争取恢复原有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秩序。

例 如， 尼 日 利 亚 约 有 23 个 州 通 过 广 播 和 电 视 开 展 远 程 学
习，有 5 个州创建了在线教学平台，许多私立学校也通过 Zoom、
WhatsApp 及谷歌教室来帮助学生进行远程学习。南非开普敦大学
则使用多种互动平台和工具，推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供数
字内容、成绩单、在线作业、测验、讲座录音等内容的访问权限。
据 Alexander Towne 对非正式教育方案的评估，包括阿富汗、哥
伦比亚、尼泊尔、菲律宾等在内的国家也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
为学生提供学习渠道。

然而，尽管有现代技术的支持，在线教学的实际效果远不如传
统的线下授课。一方面，在仓促转型的不成熟条件下，在线教学的
效果受到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和教学方法的影响。Kusha Anand
和 Marie Lall 在对印度德里的教师进行采访后指出，教师的数字化
责任、数字化教学技能以及数字化信心或技巧与当下条件存在一定
的矛盾，这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即便排除上述影响因素而达成理想化的线上教学，
它与教育活动的契合性仍然受到一定的质疑。正如 Ulrike Rivett
所指出的 , “科技无法取代或创造出线下的校园体验，如果没有实
体线下校园，我们将不可挽回地丧失以参与互动为基础的教学活动
精髓”。Irving Epstein 则从情动理论的视角指出，“无论是同步还
是异步互动，由技术结构控制关系的肤浅性，会干扰人们直接和真
实的接触。” 而从黎巴嫩的实践案例中，Alexander Towne 发现，“允
许聚集的直接学习模式更为有效，因为它们允许监测单个儿童的表
现，而教育技术无法复制面对面互动的优点。” 

（二）“线上教学” 趋势加剧教育不平等的窘境
新冠肺炎疫情还使得教育不平等问题愈发凸显，这不仅体现在

世界各国内部，还表现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教育差距上，主
要反映在设备及技术获取、额外教育支持方面的不平等。

1. 设备及技术获取机会不平等

总体而言， 由数字鸿沟所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正如 Frances 
Stewart 所指出的那样，对低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国家的影响最大。

从国际层面来看，在线教学平台的搭建需要强大的基础设施支

持，并配备以相应的硬件和软件以及熟练的 IT 支持团队，这使得
Ulrike Rivett 对其在南非及其他地区资源有限的教育部门中的持续
运行而产生担忧。而仅就世界银行所统计的 2018 年全球各区域互
联网用户比例差距而言，用户占比最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占
比最高的北美地区之间的差距就高达近 70% 1。

而从国家内部层面来看，在线教学需要个体拥有智能手机、电
视、电脑和平板电脑等技术设备，而来自贫困家庭的儿童不太可
能获得这些资源。2020 年 3 月至 10 月间，尼日利亚收入最低的
五分之一的家庭的儿童中仅有 41% 参与了学习，而收入最高的五
分之一的家庭的儿童有 67.6% 参与了学习，同期城乡儿童参与学
习者占比的差距则达到 18.5%（尼日利亚国家统计局和世界银行 , 
2021 年）。Lynsey Robinson 和 Taibat Aduragba Hussain 指出，
尼日利亚国内不公平的技术及技术设施分配所产生的高成本，以及
落后的互联网及电力供应水平，都是导致这些差距的主要原因。疫
情期间，厄瓜多尔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互联网接入比例上甚
至相差 31%。这种情况在发达国家同样存在，有数据指出英格兰
和威尔士最贫困学生就读的学校中，有五分之四表示其没有足够的
设备来保障自我隔离的学生继续学习。此外，荷兰、比利时、美国
等国的调查也揭示了类似的情况。

2. 额外教育支持力量不平等

除了物质技术层面支持的差距，疫情背景下的教育不平等还体
现在家庭等额外的人员支持力量差距方面。正如 Lynsey Robinson
和 Taibat Aduragba Hussain 所指出：“在家庭能够获得技术和基
础设施的情况下，学生参与学习的能力往往取决于他们能否得到一
个成人的帮助来支持他们的学习，这个成人可以是家庭成员，也可
以是私人教师”。

在教师支持方面，一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显示：有 90%
的高收入国家要求教师在学校关停期间继续工作，但只有 60% 的
中等收入国家和 39% 的低收入国家要求教师继续工作。97% 的高
收入国家安排教师继续跟踪学生的表现，但只有一半的低收入和中
低收入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同时，如前所述，教师的素养也是影
响教学效果的重要因素，也容易导致教育差距的扩大。

在家庭支持方面，在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父母对家庭教育的
支持水平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父母自身教
育水平的不平衡，这直接导致了父母在为孩子提供家庭教育支持时
的能力差距。此外，由于疫情封锁带来的经济衰退，就业和收入压
力增大，导致家庭负担愈发沉重，这也加剧了原本的社会不平等，
迫使低收入家庭的父母为了生计而减少对于孩子教育的时间及资
金投入。正如 Frances Stewart 所强调的，当收入已经很低的时候

（处于或接近最低生活水平时），家庭收入的减少对儿童教育的影
响更大。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学习危机绝不仅仅是单一个
体或者特定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一环，教育领
域所要应对的种种挑战与更为广阔且相互关联的全球环境相互作
用，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环境等领域的复杂问题，也是全球各
国需要共同探讨和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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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疫情挑战中把握教育转型的机遇

尽管全球新冠疫情向人类及现行教育系统提出诸多挑战，但
在这些挑战之中也孕育着未来教育发展的崭新机遇。正如 Irving 
Epstein 所援引的观点：“在全球和国家背景下，教育供给方面存在
的系统结构性缺陷已经显而易见，新冠肺炎疫情以如此引人注目的
方式也突出了这一问题，即使在疫情消退之后，其不利影响可能仍
然存在”，以及 Ulrike Rivett 谈到高等教育时所言：“‘一切照旧’ 和
恢复 ‘正常’ 已不再可能”，因此，人类不仅仅需要应对当前教育
系统的困境，更需要借此机遇变革教育。

（一）教育促进价值观变革
首先，教育可以帮助人类在价值观上进行变革，转变片面追

求 “增长” 和 “进步” 的现有发展路径， 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Marcia McKenzie 和 Christina Kwauk 批判了过度依赖技术创新
和技术解决方案来解决本质上的复杂挑战，提出需要价值观、信仰、
人际关系和世界观的转变。两位作者强调实践经验、情境和关系网
络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认为应实现批判性学习和社会变革，以恢
复人类系统与地球边界的平衡。无独有偶，Tom Pegram 和 Julia 
Kreienkamp 基于复杂性理论发出提醒，人类的健康和幸福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系统的正常运转，需要一种新的植根于对基于
系统的相互依存的理解的教学法，将人们定位为复杂系统中的参
与者，这样的教学转向对于确保未来几代人拥有理解和准备应对
系统性风险所需的工具而言至关重要。此外，Jeremy Rappleye, 
Hikaru Komatsu 和 Iveta Silova 指出，东亚地区抗击新冠疫情时
表现出的 “文化应对” 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性之外的一种替代性方案，
使我们能够思考我们自己关于世界如何运作的基本假设，进行自我
反思，并激发新的可能性。

（二）教育进行系统性变革
其次，教育系统可以抓住机遇进行系统性变革，增强其包容性

和复原力，改善教育的公平与质量，教育技术在其中扮演着特殊
的角色。Ulrike Rivett 认识到，疫情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
设想未来的教育体系。为了适应未来的在线互动教学，我们必须更
加深入地思考在线空间的教与学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创建有
意义的在线内容，并有目的地设计教学互动。在教师方面，Kusha 
Anand 和 Marie Lall 指出，疫情期间，许多教师在没有经过适当
培训的情况下进行线上教学，因此在使用数字化工具和为教学提供
的资源时面临问题。为了在未来的数字化工作中取得成功，教师
需要拥有数字化教学能力，具体包括数字化技能、数字化信心和数
字化责任三个方面。更进一步，我们需要对数字化和线上课堂实
践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进行反思，因为它们被视为未来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Lynsey Robinson 和 Taibat Aduragba 
Hussain 强调了尤其重要的一点，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发现，在危
机关头，增加教育方面的公共支出显得至关重要。

同时， 我们还须对教育技术的局限性和潜在风险有所认识。
Alexander Towne 指出，教育技术解决方案在提供更广泛的学生
福祉支持方面能力有限，而支持学生福祉已成为现代学校教育不
可 分 割 的 组 成 部 分。Pravindharan Balakrishnan 和 Nurul Ain 
Johar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视角提醒我们，随着政府与全球科技
公司快速达成大规模的商业合作伙伴关系，这可能引发关于隐私立
法和安全措施的问题，全球教育技术公司可能在政策和教学层面进
行干预，从而推动教育领域形成新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三）教育应对全球性挑战
最后，新冠疫情提醒我们，人类共同面临着一些全球性挑战，

这些问题的解决仰仗于国与国之间的团结合作，全球教育治理可以
成为国与国之间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开展友好协商与平等对话的领
域。Adam Habib 指出，全球化和本地化并非两种相互排斥的特性，
我们可以热爱我们的家庭和社区网络，并且践行人类团结的主张。
人类只有建立起团结的桥梁，才能作为一个物种生存下来，社会
正义原则应该进入到全球对话的核心，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公平的、
社会正义的、可持续的、并且普遍相关的全球议程。Christopher 
Castle, Leonora MacEwen 和 Thalia Séguin 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成立的全球教育联盟，它为全球超过 175 个机构伙伴，包括
联合国机构、民间社会、学术界和民营部门，提供了一个合作和交
流的平台，成为了决策者之间进行跨国交流的重要机制。三位作者
指出，增强教育系统的复原力是一项中长期的工作，各国应更好地
理解：如何应对、适应危机，并从危机中恢复，保护所有学生的基
本权利，并建设更强大、更公平、更可持续和准备更充分的教育体系。

自 2019 年底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已有近三年的时间，站在当前
这一历史节点上，我们需要深刻反思人类的发展路径，思考教育在
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角色，赋予其既未被夸大也不被轻视的地
位。同时，在这些思考的基础上，我们更需要作出承诺，团结一致，
共同行动，一起建设更加公平、优质、可持续的教育体系，以及更
大层面上的人类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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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为教师的时间买单：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教师参与疫情防控
与教育不平等
 

   徐紫霄，中国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硕士生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教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
疫情防控的需要，许多省市采取 “封城” 措施以减缓疫情的蔓延，
学校教育一度中断。在各省市教育局的统筹规划下，学校采用在线
教学的等替代性方案进行补充教学。随着疫情形势逐渐趋于稳定，
各省市的学校逐渐恢复开放，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仍旧随时可能
被偶发的局部疫情打破。

中国始终坚持 “动态清零” 的疫情防控总方针，国家卫健委发
言人在 2022 年 3 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应 “把各项防控措施
落实到每一个环节。加快区域协查和风险人员排查，分区分级做好
差异化精准防控 1 ”。在此背景下，各省市自治区根据本地疫情风
险等级相继展开常态化核酸检测、跨城流动人员轨迹调查、每日健
康信息上报等工作。绝大部分教师都或多或少的参与其中，成为了
疫情防控工作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教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积极表现未必是自愿的，学校
领导和学校所在区的领导往往会将参与疫情防控作为强制性的工
作任务进行分配，不论教师当时是否有教学活动或额外可支配的时
间精力，都要第一时间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来。区别在于，由于
组织管理制度和经济实力等因素的差异，不同区域教师参与疫情防
控的工作强度和频率有所不同。

当教师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付出更多时，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
剩余时间和精力必然会相应减少。当出发零星偶发的新冠确诊病
例时，按照规定学校会立刻组织相应的核酸检测和轨迹调查行动，
这需要教师搁置手中的正常工作第一时间投入人力支持。事实上，
即使在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的低风险区域，整合学生的健康信息（轨
迹、体温、健康码等）也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教师的额外工作。

本研究为中国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教师参与疫情防控与教育
不平等的先导研究，受限于研究时间的紧迫；且清零政策指导下的
疫情防控政策并非公开、透明，一些教师对于学校及各区的相关举
措讳莫如深，能够获取的数据有限。因此，本文在样本选择上采取
精准为先的原则，针对性地选择了 H 市各方面差异最为明显的 4
个区下属学校作为研究对象。本文以 H 市为例，通过对 4 名来自
不同区和学校的教师访谈，结合各区政治、经济、文化情况分析中
国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具体内容和区间差异，并进一步讨论这
种差异影响下的教育不平等问题。

摘要
新馆肺炎疫情的出现和蔓延给中国学校教育带
来了巨大挑战，线下复课后的教师和学生仍旧
面临着潜在的教育不平等的风险，这些风险与
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模式相关。本文通过
访谈和信息收集梳理了不同地区、学校教师参
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模式差异 ；并从教育资本流
动的视角探析区间不平等的表现形式。

关键词
疫情防控
教育不平等
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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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师参与疫情防控的模式与挑战

不同区域和学校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活动内
容、活动频率、参与人员和参与机制几个方面，可以分为疫情优先
参与、预先分配参与和志愿自主参与三种模式。

表 1：教师参与疫情防控的不同指标

活动内容

校内核酸检测

学校所属社区大型筛查核酸检测

校内健康上报打卡信息收集

学校所属社区跨城流动人员轨迹调查

活动频率

每天

每周两次

每当有偶发疫情爆发时

参与人员
所有教师

学校卫生教师

参与机制
强制轮流参与

鼓励自愿参与

1. 疫情优先参与模式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国，疫情防控形势的愈发严峻使得很

多学校将疫情防控作为第一要务。教师作为学校的主力军，参与防
控疫情工作自然也成为了比教学本身更重要的职责所在。这种防控
优先的支援模式可以被总结为疫情优先参与模式。当突发疫情的支
援工作与教师课程产生冲突时，教师被要求优先支援社区。

“疫情的爆发完全是随机的，有时候你不得不放下手中的一切
工作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R 区某学校的 A 老师讲述了一次参与防
控工作时的窘迫，“当时学校旁边的小区有了阳性，半夜学校通知
第二天早上需要去小区参与大筛的扫码工作，这意味着我们早上 5
点就要到达现场准备，而我恰巧第二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展示课，要
提前备课磨课，但是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了。”

该学校的家长也多次在家长群表达过对学校安排的不满。“家
长会质疑为什么学校会宁愿停课、调课也不安排其他老师去参与疫
情防控，把有课的老师留下来，” A 老师说，“但是疫情的发生太随
机了，我们不可能做出一个所谓的排班表出来，那就只能轮到谁算
谁，反正防控是要放在第一位的，这个错不了。”

在疫情优先参与模式下，学生原本的课程时间被侵占，教师自
主备课和研究的时间也被繁杂的防控工作占据。在繁重的防控工
作压力下，即便教师能够保证课程时间不被占用，又有多少的剩余
精力来维持一整天的教学任务呢？此外，令教师左右为难的是，学
校只管下达支援的任务要求，并不帮助教师调整和完善课程安排，
教师需要自行跟同年级的其他教师调换课程甚至被迫停课。这给教
师带来了巨大的额外沟通成本。教师不仅需要和同事频繁调课，更
需要在家长群中安抚家长的情绪，向他们解释调课的原因，甚至承
受家长的怒火。面对着疫情的不确定性，两面夹击之下的教师往往
精疲力尽。“你会感觉你很撕裂，” A 老师说，“就好像你是一个人，
但是在做很多份完全不同的工作，本职工作反而做的最少。”

2. 预先分配参与模式
在一些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会按照种类被预先分类好，不同的

教师负责固定的防控任务。一部分教学任务较轻的教师被专门分配
到处理突发疫情防控的工作中，他们可以更加灵活的游走于社区和
学校之间，尽量减轻疫情防控工作参与对学校教学的影响。主科教
师和班主任们往往只需要收集并上报所负责班级学生的健康情况
和行动轨迹，或是轮流负责校内的常规疫情筛查。P 区某学校的 B
老师认为这种模式归功于学校充足的人力资源：“一般卫生老师和
心理是最辛苦的，他们没课的时候就去参加社区的疫情工作，也幸
亏有他们，我们才不至于调课去支援”。

预先分配参与模式将疫情不确定性对教师的影响降低了，大部
分教师得以从随叫随到、到处支援的情况中解脱出来，只留专人负
责处理突发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的负担有大幅的下降。教师
每天要处理的上报和流调工作繁琐而复杂，一旦学生或学生家长忘
记或交错，教师就要不厌其烦的催促和解释，如果不能按时收齐和
上交就可能会在教师全体会上受到学校管理层的批评。“你知道有
些家长根本不会理你的，他们会觉得这件事不重要，你发再多次信
息提醒都会忽略你，” B 教师对这种疫情防控任务带来的额外家校
沟通十分苦恼，“你再去催、打电话，又有可能打扰到家长，家长
也会很莫名其妙，我们就会很难办”。

另外，也有一些迷糊的家长可能会交错或者忘了交，这种情况
在隔代家长当中非常常见。“我们班一个孩子的姥姥，永远学不会
截图健康码，不管你教了多少次，都没有用，下次收之前还要再手
把手带着她去做一遍”。一个教师面对四十多个家长，往往每天要
花费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确认每个学生的材料都收齐。学校统一收
取健康信息的时间通常都在早上十一点，这意味着教师除了上课之
外，一个上午的一半时间都会花费在疫情防控的日常工作上面。

3. 志愿自主参与模式
志愿自主参与模式鼓励教师资源参与社区和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但是并不强制。区政府或学校会招聘社会相关工作人员展开疫
情防控工作，或是将工作外包给民间组织。一些学校将参与疫情防
控工作纳入教师激励体系中。教师志愿参与疫情防控工作可以积累
志愿时长，志愿时长可以作为评奖评优的支撑材料。另外，一些学
校还会根据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情况不定时发放奖金。

这种模式对于教师时间和精力的分散显然是最少的，教师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参与与否和参与强度。但是这种将疫情防
控纳入激励体系的模式也受到了一些教师的质疑。B 区某学校的 C
老师坦言：“对于这种激励我持保留态度，首先你把疫情防控和教
师评奖混为一谈这个就是不太合理，因为二者之间可以说没有任何
关系，这对于老师素质的提高有什么帮助呢？” 此外，一些教师认
为这种激励模式只是学校美化强制参与的一种形式，通过营造教师
之间的 “内卷” 让大家主动参与到疫情工作中来。“事实上大家还
是都在参与，因为谁也不想比别人少这一点经历，大家都在被推着
走。”

二、 教师参与疫情防控的不平等与原因

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角度解释，资本为 “一组可被使用的
资源和权力”。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教师作为各区各校的资源存在，
其参与疫情防控的模式和负担则由学校所掌握的其他资本博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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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深入 H 市各区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报道与公文，
可以发现各区、学校之间的模式差异显著，这正是不同形态的（经
济、社会、文化）资本间相互流动并转化为教育资本的结果。从掌
握差异化资本的主体来分类，造成教师参与疫情防控的不平等可以
以区际差异、校际差异、个体差异来进行划分。

1. 财政投入的区际差异
从区域层面上来说，H 市各区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传统存在明显

的差异，这种差异也影响着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模式选择。

C 老师的学校所在的 B 区虽然地理位置远离市区，但属于近
几年 H 市重点发展区域，连续几年全市财政收入第一，有着雄厚
经济实力。与 A 老师所在的 R 区相比，B 区 2021 年公共财政预算
收入是 R 区的 27 倍。也正因如此，占有经济优势的 B 区可以凭借
资金实行购买行为获得替代教师参与防控工作的人力资源。B 区学
校教师疫情防控多采用志愿自主参与模式，政府奖助在教师激励体
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据 A 老师所说，R 区因为疫情蔓延导致
经济增速放缓，某些学校教师作为事业编制人员的工资已经从每月
一发放改为每两月一发放，区政府更无力支付额外费用外包疫情防
控工作，只能强制要求在编教师全力参与。

B 老师的学校所在的 P 区是老牌市内大区之一，有着深厚的
文化实力。在资源分布不均学校划片的情况下，H 市最好的中学、
小学都地处 P 区。P 区长期以来都将教育作为优先发展的事项，有
着重教重师的文化传统。在 P 区人民政府政务公开信息中，区委
书记和相关工作人员调研检查开学复课工作的报告占据首页，抗击
疫情期间师生开展相关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端午节进行疫苗接
种工作的纪实新闻稿繁多。P 区疫情防控工作以 Pre-up 模式为主，
辅以相应的文化活动，尽管教师仍旧面临较重的工作负担，但是也
获得了许多相应的物质奖励和自我价值。“一般德育文化节这些活
动都是有经费支持的，教师也有会补助金，” B 老师对这种任务并
不排斥，“能感觉到这种活动是有价值的，也能获得学校和家长的
支持和认可，比纯去扫码、收集信息好多了。”

相比之下，R 区尽管位置处于市区，全市财政收入却总是垫底，
该区学校没有资金购买外包劳动力，只能榨取教师的剩余价值。此
外，长期以来，R 区有着将政治任务或是行政工作作为优先事项的
传统，在疫情蔓延之前，教师就多去参与区政府安排的各项支援任
务，疫情到来后则更与疫情防控工作深度绑定。“老师就是一块砖，
哪里需要哪里搬，” R 区某学校的 A 老师这样定位自己的身份角色，
“大家都有不满，但是也没办法”。同样以 “教师”、“防疫” 为关键
词在 R 区人民政府官网进行检索，置顶就是一条题为 “R 区可否专
心致志提高教育水平” 的群众反馈。

在政民零距离信息公开平台，一位姓孔的公民反映：“红桥区
的中小学教师，在日常教学工作之余，还要参加大量防疫工作，包
括但不限于推动疫苗接种、常态化核酸检测、核酸大筛等等，极大
消耗教师精力。在红桥区教育水平本就不高的情况下，还迫使教师
大量参与其他工作，无异于饮鸩止渴、竭泽而渔。” 对于群众反映
的问题，R 区政府并未在官方平台公开回复，而是说明相关工作人
员已经与孔先生取得联系进行解释，说明这是疫情下的无奈之举。

2. 资源能力的校际差异
从学校层面上来说，学校的经济实力、人员配置和管理能力差

异都会带来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不同选择。

公立学校的教师收入来自于区财政拨款，教师属于国家事业编
制人员，有参与支援疫情防控工作的责任；而私立学校的教师尽管
也需要负责校内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却不需要对所属社区
负责，不需要参与校外的支援工作。公立学校的财力差异也会影响
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模式，B 区和 P 区的许多学校由于地域
优势相比于 R 区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补贴和社会组织的资金支持，
一些公立学校也可以将教师的校外防控工作外包给社会组织处理，
仅要求教师处理校内的日常事务，减轻教师的额外负担。此外，一
些学校还会专门配备卫生教师和心理老师，学校校医院和德育处的
老师会收到额外的补助金，支持他们更多参与校外社区的疫情防控
工作。

学校的管理能力差异也对教师的工作强度有着很大影响。如前
文所述，当疫情防控工作营销到教师日常教学事务时，学校发挥作
用的多少就成为了关键所在。同属于 R 区学校的 A 老师和 D 老师
尽管都要不定时支援社区疫情防控工作，甚至严重时驻扎在社区只
进不出，承受的压力程度却完全不同。A 老师所属学校将调课或停
课的沟通和安排工作交给教师独自处理，而 D 老师所属学校则尽
最大可能帮助需要支援社区的教师调课，与家委会沟通和解释情
况。“每次学校都会在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开展年级线上疫情防控
沟通会，专门和家长解释情况，沟通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不
用我们老师亲自出马挨个区沟通，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暖心的，学校
没有直接做个甩手掌柜，省了我们很多事”，D 老师这样说。

3. 教师素质的个体差异
尽管教师参与疫情防控的工作内容大同小异，但是社区与学校

分配工作任务的方式也会将教师素质的差异纳入考量。一些外国人
聚居的社区往往需要其他语种更为流利的教师进行电话沟通获取
轨迹信息，处理社区封控期间突发的紧急就医、食品就餐等问题时
也需要沟通能力和执行力更强的人员来辅助处理。由于年轻人的精
力相对更加旺盛，往往活跃在一线最辛苦防控工作的教师都是年轻
教师，而这些教师恰恰也是学校教学及其他工作的主力兵。这就导
致即便在同一所学校内，年轻教师承担的疫情防控工作会比中年或
老年教师更多。

刚刚进入教师团队的年轻教师对于教学充满激情但缺少经验，
又频繁被抽调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留下进行学术研究和教学提升的
时间和精力相对更少，这是一种无法避免的恶性循环。家长对于这
种情况也怨声载道，D 老师就是如此，他不仅要面对繁重的校内校
外工作，还频繁面对家长的质疑：“一旦有哪次作业没有按时批改
完成，我就担心家长会不会觉得本来就对我这个新老师不满意，现
在还变得不负责任，每天压力都很大”。

三、 总结

2019 年 1 月 ,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曾在全国教育工
作会议上指出 : “这些年来 , 我们一直在努力给学生减负 , 教师也
需要减负 , 要把时间和精力还给教师 , 让他们静下心来研究教学、
备课充电、提高专业化水平。” 但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蔓延，
社会和学校给予教师的负担缺越来越重，教师深入参与进本质上不
属于教师原定职责甚至与教师教育教学的本职工作相去甚远的疫
情防控工作中，这些工作极大占用了教师投入教学、研究中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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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央视网 . 国家卫健委：始终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 [EB/OL].(2022-04-01)

     http://news.cctv.com/2022/04/01/ARTIful5TbAfcC79wqrT08IF220401.shtml

和精力。

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受到不同区域、不同学校经济实力、文化
传统、制度资源等各方面差异的影响，教师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模
式差异十分明显。疫情优先参与模式下教师受到更高不确定性的影
响，疫情防控任务与教学工作冲突的可能性更高，教师承受的压力
更大；预先分配参与模式下教师的疫情防控任务由学校主导提前安
排，教师能够在确定的框架下展开工作，但工作量较大，对于增加
教师的工作负担由较大影响；志愿自主参与模式下教师能够有更高
的自主选择权利，能够在额外的疫情防控任务中获得相应的激励，
教师时间与精力的占用更少。

造成这种区间模式差异的原因是多元的。不同形态的经济、社
会、文化资本在各级主体相互流动并转化为教育资本，以区际差异、
校际差异和个体差异为表征呈现出阶梯形不平等的现状。经济实
力更为雄厚的区域往往能够吸引来更加优秀的人才，这些人才受益
于学校的资金支持无需参与繁重的疫情防控工作，可以更加精力充
沛、全心全意的投入教学。学校学生拥有者相对稳定的学习环境和
支持性的和谐的家校关系，往往更加能够在学业上获得成功。而稍
显落后的区域教师在繁琐的疫情防控工作和日常教学工作中应接
不暇，时间和精力都受到沉重的工作负担影响，难以以饱满的态度
面对学生。学生处于不确定性的教学环境中，在停课和调课的影响
下对教师抱有不信任的态度，削弱了在学业上获得成功的可能。

教育不平等的发生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教师作为教育
的重要主体，对教育公平的实现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冠
肺炎疫情背景下，教师的时间和精力被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工作占
用，受到区际、校际和个体差异的影响，形成了教育资本差异化的
内部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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