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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应对全球化、知识时代与科技发展等挑战，各国或地区结合自身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

需求，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面向 21 世纪的核心素养。这些素养需通过多层次的复杂教育系统最终落实到

实践中。由于核心素养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全球总体上很多地区尚处于框架制订和论证阶段，还缺少

广泛的、系统的教育实践; 其实践效果在学生身上得以体现也尚需一段时日，因此对核心素养教育的实

践成效展开述评为时尚早。但各个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官方文件和相关研究报告中所展现出的实

例，可反映出其对 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推进方式与途径的思考和认识。这些实例显示，课程、教学与评

价三者均需围绕核心素养进行整体设计，具体包括要选用真实情景、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教学、依托多样

化的测评，引导和推进 21 世纪素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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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课程

学校课程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教育系统中实现其教育目标的重要载体。因此，要实现对未来公民

21 世纪素养的培养，通过课程改革将这些素养融入学校课程体系中，就成为落实这些素养的重要途径。
各经济体在依据各自不同的 21 世纪素养框架、及其自身教育体系的结构特点等因素，推进相应的课程

改革的过程中，呈现出一些相似的趋势，包括: 1) 将 21 世纪素养融入学校各学段的学科课程中; 2) 基于

真实生活情景中的跨学科主题，与学科课程内容一起共同支撑 21 世纪素养的形成; 3) 开发相应的课程

资源推进面向 21 世纪素养的教育。
( 一) 将 21 世纪核心素养融入学科课程

由于目前国际上多数经济体的现有课程方案是以学科课程为主，因此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尝试将其

提出 21 世纪素养框架融入到各学段、各学科的课程目标中，以形成指向同一素养框架的课程目标体

系，从而实现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例如，加拿大的大西洋区( Atlantic Canada，1997) 就将一系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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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素养作为其毕业生必要的学习成就( Essential Graduation Learnings) ，将这些素养分别融入到 1
年级至 12 年级的课程目标中，最终构建出了一套大西洋区的课程学习目标 ( Curriculum Outcomes) 框

架。在这一框架的指导下，学生可在各年级不同主题的学习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形成相应的技能素养。
如在数学、语言艺术、科学课程的相关内容主题中都涉及对沟通能力的培养。

此外，澳大利亚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 Australian Curriculum，Assessment and Ｒeporting Authori-
ty，简称 ACAＲA，2013) 在其报告中提到，澳大利亚在规划其国家课程时，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七项通用

能力( general capabilities) ，并发布了一系列课程文件将这些通用能力融入其各学科课程中。同样，英国

在其国家课程的各个学段中，要求学生学习、实践、发展并提升一系列技能 (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UK． 1999，2004) 。这些技能中，有些是学科

主题高度相关的( 如艺术绘画和设计) ，也有些是在多个学科主题中都有涉及( 如在科学、历史等学科中

都需要有相应的探究技能) 。此外，还有一些技能是跨学科的，如交流、创造性思维等，而这些跨学科的

技能也都被融入到其国家课程的各个学科中。
上述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反映出一个共同的趋势，即无论这些素养与已有学科主题的关联度如

何，通过课程改革从整体上规划对学生 21 世纪素养的培养，并不意味着要针对这些素养重新设计出全

新的课程，而是要明确这些素养与已有学科课程之间的对应与关联，从各学段、多学科指向同一项或同

样的几项素养，从而实现核心素养与已有课程体系的融合。我国大陆地区目前正在规划新一轮的高中

课程改革，已明确提出要以核心素养为主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4a) 。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基

于研究提出我国学生的核心素养体系，同时还要根据核心素养体系，进一步从整体规划上明确这些素

养是怎样在各学段、各学科中得到体现与融合的。
( 二) 基于真实生活情境，选取并建构指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跨学科内容主题

教育的首要目标不是仅仅为了让学生在学校中表现出色，而是为了帮助他们在走出校园后可以生

活得更好，即培养学生形成伴随其一生的能力，这是提出 21 世纪素养的根本所在。因此，这些素养的

形成需要学生在真实生活情境中学习并运用相关的知识、技能，而不仅仅是聚焦于单一的某个学科主

题内容中( Iow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0) 。这需要在课程内容选取和设计时，既要有某一学科的

视角，又要积累跨学科的经验，即需要开展有效的跨学科内容主题的学习。这种学习也为学生将来步

入工作岗位时，成为能够与他人合作、进行多领域协作的新型人才提供了丰富的学习体验和经验积累

( Education Scottish，2010) 。因此，结合真实生活情境、尝试选取并构建跨学科的内容主题进行课程设

计，已逐渐成为各经济体的普遍策略之一。
例如，苏格兰( Education Scottish，2010) 在其卓越课程( Curriculum for Excellence) 中提出“跨学科主

题学习要致力于让学生在关联和使用不同学科的知识解决跨学科问题过程中，增进其对各学科知识的

理解”。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卓越课程框架中，基于艺术、健康与幸福、语言、数学、宗教与道德、科学、社
会学和技术这八大课程领域，选取了可持续发展、世界公民、以及企业与创业教育三大主题作为跨学科

学习主题。但同时，在这一框架的相关文件中也提到，应注意在跨学科主题内容与学科主题的学习之

间达成一种均衡，尤其是要综合考虑在一个学期、一个学年、乃至一个学段中，这二者间的比例。而这

一比例的确定需由各个学区或学校根据自己学生的特点、生活环境及未来发展需求等相关因素来决

定。
关于跨学科主题的选取，在已有国家和地区做出的尝试中，主要涉及国际及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

或重大事件、STEM 或 STEAM、以及创新与创业相关主题等。
1． 跨学科主题可密切联系国际及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或重大事件

21 世纪核心素养很大程度是为了应对全球化、知识时代与科技发展等挑战，各国或地区结合自身

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需求而提出的。而应对这些挑战和需求，往往会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因此，可围

绕国际及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或重大事件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为学生带来跨学科的学业体验，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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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更加多样的素养教育功能。
例如，美国 21 世纪学习联盟(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简称 P21，2007) ( 其前身为，美国

21 世纪技能联盟，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在提出其素养框架时，就明确说明了这些技能需由

核心学科与 21 世纪跨学科主题作为教学内容进行支撑。这些跨学科主题包括: 全球意识 ( Global
Awareness) 、财经及商业素养 ( Financial，Economic，Busi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Literacy ) 、公民素养

( Civic Literacy) 、健康素养( Health Literacy) 、以及环保素养( Environmental Literacy) 。此外，菲律宾在设

计其公民素养教育时，也将与环境教育和已纳入国家政策的气候变化等国际与地区重大问题作为跨学

科的主题展开教学(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14) 。
2． STEM 已在世界范围内成为重要的跨学科主题

基于 STEM( 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 的课程为学生在学校内学习相关学科领域内容时，创造了跨

学科的学习机会和体验。以美国为例，其教育部门成立了 STEM 教育委员会( The Committee on STEM
Education，缩写为 CoSTEM) ，并于 2013 年公布了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五年联邦规划，从联

邦政府层面大力引导并推行 STEM 教育( U． 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2015) 。
STEAM( 科学、技术、工程、艺术与数学) 是在 STEM 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了艺术类的学科内容，也

已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例如，韩国科学进步与创造基金会创意财团( 缩写为 KOFAC) 与韩国教育科

技部( 缩写为 MEST) 等，都认为 STEAM 是重构学校教育的一个关键要素。在其 2009 修订的国家科学

课程中就已开始呈现通过跨学科整合开展 STEAM 教育的意图，并提出在韩国实行 STEAM 教育可能会

对原有的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教育起到推动和加强的作用( Yakman ＆ Lee，2012) 。
3． 新兴的创新与创业教育正在逐步得到关注

创新与创业素养类的跨学科主题正逐渐得到一些经济体的关注。欧洲委员会( European Commis-
sion) 教育视听文化执行署( Education，Audiovisual and Culture Executive Agency，缩写为 EACEA，2012)

在其《欧洲学校核心素养发展: 政策的挑战与机遇》这份报告中指出，在很多国家和地区，与创新与创业

有关的初级课程，通常主要聚焦于社会科学，并涉及到部分数学、自然科学和技术主题; 而在其高级课

程中，结合最为紧密的往往是经济学、商业研究和职业教育等领域的内容。
我国国务院也于 2015 年 6 月发布《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将“创

新”与“创造”放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来推动( 国务院，2015) 。由此，也引发了基础教育领域创客教育的

大爆发，许多学校和校外机构都纷纷设置了创客课程、开设创客空间，为学生获取创新与创业的相关学

习经历与体验提供了机会。
( 三) 开发相应的课程资源推进面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教育

在推进 21 世纪素养的教育实践过程中，不论是试图将核心素养融入学校已有学科课程中，还是选

取适当的跨学科内容展开学习，都需要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课程资源。而在众多课程资源中，教材是实

施和推进面向 21 世纪素养课程的重要载体。例如，我国台湾地区为更好的推进 2016 年开始的课程改

革，已开始以新的课程纲要为指导开发新的教材，并提出: 除了知识内容的学习之外，教材应更强调学

习历程及学习表现; 教材内容需提供高层次认知思考能力之学习素材，让学生习得运用知识解决问题

之能; 教学素材之选用须具启发性与创造性，提供学生观察、探索、讨论与创作等实作及展示的学习机

会( 台湾“教育部”，2014) 。
还有一类课程资源也至关重要，即用于阐明课程标准与核心素养之间关系的研究报告。例如，为

帮助教育相关人士更好地理解 21 世纪素养与美国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关系，美国 21 世纪学习联盟

( P21，2011) 发布了研究报告，针对全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与 21 世纪技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论

述了素养框架是如何融入到这一标准中的。这一报告中还举例说明了 P21 提出的各条素养是怎样在

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英文语言艺术标准得到体现的。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National Ｒesearch Council，
缩写为 NＲC，2012b) 也发布相关研究报告，分析和论述了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和全美新一代科学课程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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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框架与 21 世纪技能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些研究报告有助于教育相关人士深入理解新课程是怎样将

核心素养融入已有学科课程的，以及如何通过开展跨学科主题的内容设计培养学生的这些素养。
除教材、阐明课程标准与 21 世纪素养之间关系的分析报告外，研发一系列相关的课程资源，也是

有效推进面向 21 世纪素养的重要保障。例如，美国 21 世纪学习联盟( P21，2011 ) 已在课程与教学、学
习环境、教育技术等方面都展开了系列研究，总结和发布了一系列的成果，为教育工作者、政策制定者、
家长、社区甚至包括学生，提供了有效的工具和指南。此外，伴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教师也会有越来

越多的机会接触到核心素养相关的课程资源，如基于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
ses，缩写为 MOOC) 的 Coursera 平台上( https: / /www． coursera． org /course /atc21s) 就提供了墨尔本大学

的一门“面向 21 世纪技能的评估与教学( Assessment and Teaching of 21st Century Skills) ”课程。

二、面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学与教

伴随着 21 世纪素养融入到原有学科课程，并基于真实生活情景中选取跨学科主题、与学科课程内

容一起共同支撑 21 世纪素养的培养，学与教的方式也需随之发生变革。21 世纪素养的提出及相应的

课程改革，共同引导着教学趋向以学生为中心、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以及设计并开展基于问题或基于项

目的学习。
( 一) 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兴趣及已有经验，促进其主动学习

受“学生是如何学习的”等一些学习科学的研究成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教育人士意识到有意义的

学习，尤其是面向 21 世纪素养的学习，需激发学生原有理解和日常生活经验，开展主动学习 ( P21，

2009) 。多元智能理论的基本观点也显示，不同学生在建构其自身 21 世纪素养的过程中，可能会具有

不同的素养特长或发展潜力，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是有助于达成不同学生需求的。
例如，在加拿大一些学校进行的教学改进中，教师通过聚焦和学生相关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和创造力，从而引发学生的主动学习，促进其理解性的学习。此外，加拿大的 21 世纪学习与创新机

构( Canadians for 21st Century Learning ＆ Innovation，简称 C21) 在综合了其五个省份核心技能的相关文

件并提出 21 世纪技能框架的同时，也致力于推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为学生提供各种利于他们有意

义学习、主动学习的机会( Milton，2015) 。与此相似的，俄罗斯从教学理念上要求教师在自身角色和定

位上，不再是客观知识的传递者，而是学生创新能力和独立自主学习过程的激励者，是学习条件的创造

者和学习活动的组织者，要使得教学活动中每个学生都可以表现出自己的才能和兴趣，从而帮助学生

掌握一种通用能力，使之能够在未来的职业、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有效地适应各种情境( 巴舍夫 ＆ 瓦利科

夫斯卡娅，2001) 。
( 二) 设计并开展基于问题或基于项目的学习( Problem or project － based learning，缩写为 PBLs)
基于问题的学习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教与学的方式，它能让学习者开展一项研究、整合理论

与实践、并将知识与技能应用于解决一个可界定的问题中，并最终形成可见的解决方案。基于项目的

学习也是一种有效的教与学的方式，它要求学习者完成一项预期的产品，激发学习者主动学习，并引导

其运用高层次思维能力。这两种教学方式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为了达成一个共同的目标( 项目) 而展

开，它们都引导学生在问题解决或项目实施过程中学习和应用核心概念( Savery，2006) 。由于其内涵中

所具有的共性，以及其名称的三个单词首字母都是 P、B、L，所以也一起被称为 PBLs。PBLs 的相关研究

表明: 当有机会将课堂所学知识应用于真实问题、需要持续投入时间与精力展开合作以完成一个项目

时，学生可更为深入地理解所学内容( Trilling ＆ Fadel，2009) 。
在上文中提到的跨学科课程主题中，涉及国际及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或重大事件、STEM 或

STEAM、以及创新与创业相关主题等都可结合 PBLs 予以实施。例如，在科学教育领域，基于真实情景

中的科学问题或工程学需求，开展 PBLs 学习，能够引发学生探索问题的答案或解决方案。这在全美新

一代科学课程标准框架中，已成为课程设计、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的主线( NＲC，2012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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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评价

一套完整的育人目标在通过教育体系得以实践和落实过程中，需由课程、教学与评价共同保持良

好的一致性，即都指向同一的目标———21 世纪核心素养，这样才能实现教育目标的有效达成 ( NＲC，

2006) 。因此，教育评价也需指向 21 世纪素养，以检测和评估学生相关素养的发展，为课程与教学提供

反馈与建议，敦促课程与教学不断改革以指向核心素养教育。
( 一) 通过形成性评价了解和诊断学生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发展

形成性评价在及时、全面了解并诊断反馈学生 21 世纪素养的发展状况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对课程

与教学的反馈也更为有意义。目前各经济体在设计形成性评价方案的过程中，通常以建立学生成长档

案方式，对其各方面表现进行及时、持续、完整的记录，进而为教学提供反馈，并按需调整教学。
例如，法国通过学生《个人能力手册》对其从基础教育阶段的表现开始进行完整的记录( Ministry of

Education，France，2011) 。对于每个学生来说，能力手册反映了他们对国家规定的 21 世纪素养的掌握

程度。手册考察的内容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入学至小学 2 年级) ，只考察法语、数学、社会及公民

素养; 第二阶段( 小学 3 － 5 年级) 和第三阶段( 小学 6 年级至初中毕业) ，对七大素养全部考察。手册在

各个学段逐步填写完毕，所有的教师都会参加学生在这些素养的考核。这让教师得以跟踪学生的进

步，同时还兼具定期与家长沟通学生状况的作用。如果某个学生有困难，教师团队会给他提供相应的

帮助。
我国教育部于 2014 年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并指出，综合素

质评价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状况的观察、记录、分析，是发现和培育学生良好个性的重要手段，是推进素

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每学期末，教师需指导学生整理、遴选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活动记录和典型事

实材料以及其他有关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14b) 。
此外，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针对特定的素养开发形成性评价工具。比如，欧洲委员会教育视听文

化执行署( EACEA，2012) 在其报告中指出，在瑞典，学生公民素养的发展由教授社会研究科目的教师负

责培养，而国家教育机构也相应地在社会研究科目中，为 7 － 9 年级的学生开发了一系列的测试，用形

成性评价的方式评价学生对民主原则的理解。与此相似的是，2011 年奥地利的公民教育中心设计了一

本手册，用于评估年轻人关于独立寻找解决问题方法的意愿和能力、进行决策的能力和概念思维能力。
( 二) 指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统一考试或教育监测

除形成性评价外，各国或地区也在尝试依托面向全体学生的、指向 21 世纪素养的、国家或地区层

面的统一考试，监测未来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为课程与教学提供反馈与建议，进而敦促课程与教学不

断改革，从而落实 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
1． 在国家或地区的统一考试中，融入对 21 世纪素养的教育监测

目前，针对 21 世纪素养的国家或地区层面的标准化集中考试，正在欧洲展开普遍的实践，如意大

利、立陶宛、罗马尼亚和英格兰的教育部门都在计划增加新的国家测试学段，以督促和检验这些素养的

相关教育状况( EACEA，2012) 。此外，澳大利亚在发布《墨尔本宣言》后，也致力于通过国家考试项目

探查特定学段的学生在读写、计算能力、信息交流技术等方面的通用能力。这主要包括两大测试项目:

一是国家读写与计算能力评估项目( 缩写为 NAPLAN) ，针对 3、5、7、9 年级学生读写和计算能力的展开

测评; 二是针对 6 和 10 年级开展的信息交流技术素养( ICT literacy) 测验( ACAＲA，2008，2015) 。
由于在推进与落实面向 21 世纪素养的课程过程中，强调将 21 世纪素养整合到各学科课程中，因

此在现有的学科考试中融入对 21 世纪素养的测评，也成为各经济体规划其素养测评方案时的一种选

择。例如，新西兰( Educational Assessment Ｒesearch Unit，2014) 就将对核心素养的监测融入到每年一次

的学生学业成就国家监测研究中，并将其融入到现有各学科的不同类型题目中，对不同素养在每个学

科中的具体表现都给出明确的操作性定义，从而实现对核心素养的测评，随该年度的学科监测结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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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公布。
此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

2013) 在其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称 PISA) 中，对学生数学、
阅读、科学、问题解决和财商素养等核心素养都进行了测评。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加入这一国际测试，

了解其未来公民 21 世纪素养的发展水平，并基于测试数据对其课程与教学在培养核心素养方面的效

果展开分析与反思。
2015 年，我国宣布实施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每三年为一个监测周期，每年监测两个领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2015) 。测试内容包括了义务教育阶段语文、数学、科
学、体育、艺术、德育等领域中对阅读、写作、问题解决、科学探究、运动与健康、审美等相关素养的测评。

2． 选用真实情景考查跨学科的问题解决能力

由于面向 21 世纪素养的课程与教学都强调真实情景对帮助学生获取核心素养的重要作用，一些

经济体会尽可能的选用真实情境对 21 世纪素养进行评估。例如，法国自 2001 年以来，一直关注和考

查学生是否能熟练使用多媒体工具和互联网，并将其纳入到相应的考查评估框架中( EACEA，2012 ) 。
而这项考查的设计要求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展现五个领域的数字能力，如掌握基于 ICT 的工作环境、能
获取、交流和交换信息等。此外，这一评估框架还针对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不同教育层次设定了不同

的评估参照标准。
与此类似的是，欧洲委员会教育视听文化执行署( EACEA，2012) 在其报告中还指出: 匈牙利在其国

家基本能力评估( 缩写为 NABC) 中，聚焦于学生能否将其与阅读和数学素养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用于现

实生活的情境之中; 2010 年，比利时在佛兰德( Flemish) 区进行了测试，测试内容主要涉及对社会、空

间、时间领域、以及环境研究领域中不同信息来源的使用; 波兰在初等教育阶段的测试则是完全基于跨

学科材料，重点关注与评估学生在阅读、写作、推理、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实际应用中的表现。
( 三) 使用行业资格证书评价相关的 21 世纪素养

由于 21 世纪素养是为应对全球化、知识时代与科技发展等所带来的挑战，各国或地区结合自身经

济、社会以及教育发展需求提出的，因此，多项 21 世纪素养都与相应的行业技能紧密相关。而通过行

业资格证书来评价与职业密切相关的技能，也就成为了评价 21 世纪素养教育成就的途径之一。
例如，针对数字化素养的相关标准化评估在欧洲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其中，欧洲计算机水平

证书( the European Computer Driving Licence，简称 ECDL) 在大约一半的欧洲国家中得到了广泛的使

用。而要获得这一证书，需掌握七大类计算机相关的操作技能或素养。此外，还有一些国家会颁发关

于信息与交流素养( 缩写为 ICT) 的多个级别的证书，所测查的素养与 ECDL 相似。此外，德国、立陶宛、
罗马尼亚和英国等也都提供 ICT 相关的技能证书( EACEA，2011) 。

四、政策建议

各国和地区在推进面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教育实践过程中所做出的诸多尝试，反映出一个共识，

即课程、教学与评价三者要尽可能一致地指向同一素养框架，建立起这三个部分间的有机联系，从整体

上推动素养的有效落实。21 世纪核心素养框架是一套完整的教育目标体系，它需要在课程、教学与评

价中得到连贯一致的体现。
( 一) 在学校课程中融入 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开发配套的课程资源

K －12 的学校课程是实现核心素养育人目标的重要途径。通过课程改革自上而下地推进 21 世纪

素养教育实践，可将 21 世纪素养融入到已有的学科课程中，形成一套完整的课程目标框架，这样有利

于对学生各方面素养的教育进行整体的课程规划。在课程内容选取和设计时，既要有某一学科的视

角，又要结合跨学科的经验，进而开展有效的跨学科内容主题的学习。基于真实生活情境，选取并建构

指向 21 世纪素养的跨学科内容主题，这些主题可密切联系区域发展的重大问题或重大事件、STEM、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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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创业教育。此外，不管是将 21 世纪核心素养融入中小学学科课程中，还是选取适当的跨学科内

容展开学习，都需要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课程资源，以支持教育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等各个群体使用

的，展开面向 21 世纪素养的教育。
( 二) 以学生为中心，实施基于问题或项目的学习，促进教学方式转变

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围绕真实情境中的问题展开探索，能够激发学生的原有经验，促

进学生主动学习，有助于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促进相关素养的培养。在教学中，师生关系也应发生转

变，教师不再是客观知识的传递者，而是学生创新能力和独立自主性过程的激励者，是学习条件的创造

者和学习活动的组织者。设计并开展基于问题或基于项目的学习，是实现以学生为中心、主动学习、解
决现实情境中问题的主要途径。

( 三) 开展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引导和督促 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落实

开发体现核心素养的多样化、多形态的测评工具，建立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评价与反馈系统，是各国

或地区推进 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的重要抓手。这包括: 运用形成性评价对学生的表现进行长时间持续、
完整的记录; 开发针对特定素养的形成性评价工具，在面向全体学生的统一考试中，将对素养的评价融入

学科考试之中，并尽量选用真实情景考查学生跨学科的问题解决能力; 此外，面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评价

还可依托行业资格证书等形式来实现，通过行业资格证书来评价与职业密切相关的技能。
( 四) 在教育实践中落实 21 世纪素养尚待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系列问题

虽然，上述这些各国或地区在推进与落实面向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教育实践过程中呈现出共同趋

势，但也反映出一些差异及尚待探索的问题。例如，不同素养的教育实践进程并不均衡，部分基础领域

素养( 如科学素养) 的教育实践经过不断地探索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方案，但还有部分素养的实践，尤其

是对通用素养的培养和测评，还需进一步摸索。此外，怎样将 21 世纪核心素养教育与现行学校课程相

整合，也需要不断地系统规划和深入研究。除与学科关联紧密的素养外，其他素养具体可依托哪些课

程展开、如何展开，与现有学科课程的关系如何协调等等……仍有大量值得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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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meet the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knowledge age，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de-
velopment，various frameworks of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have been construc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or
regions． Fostering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is a sophisticated process which can only be achieved through
multi-layered education systems． Examples in official documents or research reports from various countries and
regions could illustrate the ideas and understanding about how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could be incorporat-
ed into cur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The examples show that curriculum，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assess-
ment，as three interconnected elements in education，should target these competencies．

First，the framework of 21stCentury Competencie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every stage of K-12 discipli-
nary curriculum． Meanwhile，some interdisciplinary themes should also be embedded into the current curricu-
la to help cultivate students’competencies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 in the real world． Three interdiscipli-
nary themes are typical of this kind． The first one concerns international，domestic or local events or affairs，
which could engage students in learning． The second theme—STEM (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has already been universally accepted as interdisciplinary． In addition，the theme of entrepre-
neurship and innovation is getting more attention and become an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as well． These chan-
ges in curricula for 21stCentury Competencies need to be supported by proper teaching resources．

Second，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calls for reform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strategies． The student-
centered approach could motivate students，satisfy their various need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ed
competencies． Problem-or Project-Based Learning ( PBLs) can help teachers shift from teacher-centeredness
to student-centeredness．

Third，besides changes in curriculum and strategie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assessment reform is im-
perative to monitor and guid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ency-based education． Formative assessment can
provide timely and complete record and feedback to students so as to promote their further learning． Mean-
while，national，regional or school examinations should be geared towards competencies． In addition，many
competenc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professions and occupations． Certificate tests are another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evaluation． Nevertheless，there are still many issues to be explored about the implementing of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education．
Keywords: 21st Century Competencies; practice; curriculum; teaching and learning;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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