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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层出不穷,而这也引发了教育工作者和父母
的普遍焦虑。教育的因时而变固然非一朝一夕之功,但从思维上转变教育观念往往是变革路上最坚实的
第一步。“1+X”的教育思维模式就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变化的大潮,能够让教育工作者和父母深刻感知
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对学校及家庭树立养心立德的科学教育观念大有裨益。
[关键词] 后工业时代；教育焦虑；
“1+X”
；养心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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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没有分数,就过不了今天的高

需要变更职业。3这也就意味着未来,全球

教育工作者焦虑的主要来源之一。诚然,

考,但孩子只有分数,恐怕也赢不了未来的

可能有多达1/3的职业和技能变更将发生

要解决教育产业不平衡、不协调的发展

大考……好的教育就应该培养终身运动者,

在中国,数以百万的中国人需要学习新知

问题是长远的,需要统筹多方力量共同

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识,掌握新技能,不断重塑自我,甚至有一

改善,但从认知上对教育观念进行初步

以孩子们健全而优秀的人格,赢得未来的

大部分人需要跳出舒适圈进入另外一个职

转变,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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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 在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

业赛道。面对后工业时代如此庞大的知识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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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教育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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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本质”的独到见解引发了社会热

正如“后工业时代”概念提出者美

本方向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未来的世界在

议。唐校长的言论不仅反映了当前教育存

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ale)

逐渐“变软”,即对于知识本身的需求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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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在后工业社会,教育要解决的根

于平缓,但对于认知能力(如批判思维,创

本质鞭辟入里的思考。而这也令我不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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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力等),社会和情感沟通能力,以及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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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一些不断被提及的教育热词,如“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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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时代的教育焦虑才有缓解的可能性。

递一种信号：随着后工业时代所带来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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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后工业时代的教育焦虑
2021年1月美国知名智库麦肯锡研究院
(MGI)也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的技能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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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X”范式

比较焦虑状态。家长的教育焦虑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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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此以往,教育产业不仅不能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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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在“1”的基础上的外延与叠加。
“1”

式转型。
” 报告数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可

家长的教育焦虑,更不能有效应对后工

的稳固离不开“X”的支持,而“X”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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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割,共同构建了一个合理、有机和

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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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我对“1+X”范式的深入思考,我认

往往忘记了区分矛盾的主次关系,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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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注度不足,对“X”的关注过多,使得

即育人,而“X”则是在“1”上面叠加的增

整个教育过程本末倒置,缺乏重点。

“1+X”的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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