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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在科技高速发展、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今天，教育作

为提升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与重要抓手，日渐成为各

国、各界、各领域关注的焦点。为清晰地阐释国际竞争力、教

育国际竞争力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明晰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

争力优劣势，寻找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提升路径，中心开

展了“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专项研究。以期通过多维度

比较、多视角分析明确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情况，并结合

多国经验与本土现状总结提炼出提升路径与发展建议。自第 59

期开始，中心将陆续推出“中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研究报告”

专题稿件。



2.2.2 校外教育服务与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一）PISA2018中的校外教育的数据说明

PISA测试学生问卷中一直包含关于校外教育活动的题项。

且有研究者曾向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 PISA2015翻译的工

作人员咨询，PISA2015对“Additional Instruction”关键词汇的

翻译为“课外辅导”，又称“校外教育”。因此本研究采用的

PISA2018的阅读、数学和科学校外教育参与率，是指学生在学

校强制性的课程之外，参与校外教育的比例。同时，本研究选

取学生生活满意度、心理韧性、心理情绪、耐挫性、全球意识

等指标衡量一个人的能力。具体指标说明详见表 8。
表 8 指标说明

变量名 变量说明 编码方式

校外教育

语文校外教育 是否参与语文校外教育 分类变量，0 =否；1 =是

数学校外教育 是否参与数学校外教育 分类变量，0 =否；1 =是

科学校外教育 是否参与科学校外教育 分类变量，0 =否；1 =是

学生能力

生活满意度
学生对自己的总体生活满意

度
连续变量

心理韧性
学生面对困境的信心与适应

能力等
连续变量

心理情绪
学生如开心、活力、骄傲、

欢喜和愉快等积极情绪状况
连续变量

耐挫性
学生避免失误、犯错或失败

的倾向
连续变量

目标掌控度 学生对自我目标的认知程度 连续变量

同伴合作 学生对同伴合作的意识 连续变量

同伴竞争 学生对同伴竞争的意识 连续变量

全球事务自我效能

感

学生对理解和讨论全球事务

的自我效能感
连续变量

学习其他文化兴趣
学生对于学习其他文化的兴

趣程度
连续变量

全球意识

学生对于世界公民意识、责

任、世界公民相互关联度和

全球自我效能感的态度与意

连续变量



识

资料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二）PISA2018结果显示校外教育与学生能力的复杂关系

生活整体满意度是学生对自身生活整体的评估。在生活满

意度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的学生生活满意度（7.43）显著

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学生的生活满意度（7.19），得分差距

为 0.243；参加数学校外教育的学生生活满意度（7.32）显著性

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7.21），得分差距为 0.109；参加

科学校外教育的学生生活满意度（7.39）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

外教育的学生（7.2），差距为 0.191。
表 9 校外教育与学生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7.43

0.243***
否 7.19

数学校外教育
是 7.32

0.109***
否 7.21

科学校外教育
是 7.39

0.191***
否 7.2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心理韧性则表明学生应对压力和困难的信心，是能够从负

面的情感经历中恢复的能力和在逆境中仍能够表现出较好适

应的能力。在心理韧性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学生的心理韧

性（0.024）显著性低于未参加校外教育学生的心理韧性

（0.069），差距为 0.045；参加数学校外教育学生的心理韧性

（0.067）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051），差距

为 0.016；参加科学校外教育学生的心理韧性（0.063）高于未

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055），但并不显著。



表 10 校外教育与学生心理韧性

心理韧性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024

-0.045***
否 0.069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067

0.016***
否 0.051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063

0.008
否 0.055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心理情绪是指学生在从事学业学习过程所产生的心理感

受，包括积极情绪（如开心、活力、骄傲、欢喜和愉快）和消

极情绪（如害怕、担心、伤心和悲惨）。参加语文校外教育的

学生心理情绪（0.201）比未参加校外教育学生的心理情绪得分

明显要高（0.146），得分差距为 0.054；参加数学校外教育的

学生心理情绪得分（0.21）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

（0.126），得分差距为 0.084；参加科学校外教育的学生心理

情绪得分（0.202）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144），

得分差距为 0.058。
表 11 校外教育与学生心理情绪

心理情绪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201

0.054***
否 0.146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210

0.084***
否 0.126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202

0.058***
否 0.144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耐挫性是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一面，是指一种避免失误、犯

错或失败的倾向。在学生耐挫性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学生



的耐挫性得分（-0.012）显著性低于未参加校外教育学生的耐

挫性（0.021），得分差距为 0.033；参加数学校外教育学生的

耐挫性得分（0.038）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

（-0.004），得分差距为 0.042；参加科学校外教育学生的耐

挫性得分（0.016）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011），但

并没有显著差异。

表 12 校外教育与学生耐挫性

学生耐挫性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012

-0.033***
否 0.021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038

0.042***
否 -0.004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016

0.004
否 0.011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目标掌握度主要是指个体是否认为其能力和认知可以实

现其目标的思维方式，以及自身认知对外界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情况。在目标掌控度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学生的目标掌控

度得分（0.168）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学生的目标掌控

度（0.063），得分差距为 0.105；参加数学校外教育学生的目

标掌控度得分（0.172）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

（0.038），得分差距为 0.134；参加科学校外教育学生的目标

掌控度得分（0.196）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

（0.05），得分差距为 0.146。



表 13 校外教育与学生目标掌控度

目标掌控度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168

0.105***
否 0.063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172

0.134***
否 0.038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196

0.146***
否 0.05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在同伴合作意识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学生的同伴合作

意识得分（0.027）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学生的同伴合作意识

得分（0.026），但并不显著；参加数学校外教育学生的同伴

合作意识得分（0.057）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得

分（0.004），得分差距为 0.052；参加科学校外教育学生的同

伴合作意识得分（0.049）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

得分（0.017），得分差距为 0.032。

表 14 校外教育与学生同伴合作意识

同伴合作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027

0.001
否 0.026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057

0.052***
否 0.004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049

0.032***
否 0.017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在同伴竞争意识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学生的同伴竞争

意识得分（0.032）低于未参加校外教育学生（0.036），但并

不显著；参加数学校外教育学生的同伴竞争意识得分（0.054）



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023），得分差距为

0.031；参加科学校外教育学生的同伴竞争意识得分（0.057）

显著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028），得分差距为 0.029。

表 15 校外教育与学生同伴竞争意识

同伴竞争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032

-0.004
否 0.036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054

0.031***
否 0.023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057

0.029***
否 0.028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在全球事务自我效能感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的学生全

球事务自我效能感均值（-0.076）显著性低于未参加校外教育

的学生（0.008），得分差距为 0.084；参加数学校外教育的学

生全球事务自我效能感（0.006）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

的学生（-0.029），得分差距为 0.036；参加科学校外教育的

学生全球事务自我效能感（-0.012）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

生（-0.015），得分差距为 0.003。

表 16 校外教育与学生全球事务自我效能感

全球事务自我效能感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076

-0.084***
否 0.008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006

0.036***
否 -0.029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012

0.003
否 -0.015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在学习其他文化兴趣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的学生学习



其他文化的兴趣（0.07）低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074），

得分差距为 0.005，不过结果并不显著；参加数学校外教育的

学生学习其他文化的兴趣（0.122）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

育的学生（0.04），得分差距为 0.082；参加科学校外教育的

学生学习其他文化的兴趣（0.102）显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

育的学生（0.061），得分差距为 0.041。

表 17 校外教育与学生学习其他文化兴趣

学习其他文化兴趣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07

-0.005
否 0.074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122

0.082***
否 0.04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102

0.041***
否 0.061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在全球意识方面，参加语文校外教育的学生全球意识

（0.071）显著性低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102），得分

差距为 0.031；参加数学校外教育的学生全球意识（0.139）显

著性高于未参加校外教育的学生（0.063），得分差距为 0.076；

参加科学校外教育的学生全球意识（0.11）显著性高于未参加

校外教育的学生（0.088），得分差距为 0.022。

表 18 校外教育与学生全球意识

全球意识

均值 T检验

语文校外教育
是 0.071

-0.031***
否 0.102

数学校外教育
是 0.139

0.076***
否 0.063

科学校外教育 是 0.11 0.022***



否 0.088

数据来源：PISA2018年校外教育活动题项。

（三）客观辩证地看待校外教育的多重作用

基于 PISA 数据的分析，通过对不同校外教育活动的学生

合作意识、心理韧性、耐挫性等方面的分析，发现校外教育可

以普遍提高学生各项能力。具体而言，参与语文校外教育服务

的学生在生活满意度、心理情绪、目标掌控度的得分明显高于

未参与语文校外教育服务的学生；参与数学校外教育服务的学

生在生活满意度、心理韧性、心理情绪、耐挫性、目标掌控度、

同伴合作意识、同伴竞争意识、全球事务自我效能感、学习其

他文化兴趣、全球意识的得分明显高于未参与数学校外教育服

务的学生；参与科学校外教育服务的学生在生活满意度、心理

情绪、目标掌控度、同伴合作意识、同伴竞争意识、学习其他

文化兴趣以及全球意识的得分明显高于未参与科学校外教育

服务的学生。总体而言，校外教育服务有助于提高一个国家的

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

参与丰富多彩的校外教育是提升学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之一。学生可以从多种多样的校外教育活动中选择自己感兴趣

的活动，并在活动中提高自己的能力。参加语数英等学科类活

动可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演讲与口才、辩论、主持类的校外

教育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表达与应变能力。手工活动等一系列

的既动手又动脑的校外教育活动可以积累和培养学生的创造

能力。舞蹈、美术、音乐等艺术类的活动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交



和才艺能力。篮球、足球等各种体育活动，不仅能够增强学生

的身体素质，而且还能锻炼意志品质。劳动实践等素质拓展活

动可以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所有的集体活动均可以提高学生

的团结合作能力。

多元智力理论认为，人所具备的智能是多种多样的，最主

要的是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音乐智能、空间智能、身体

运动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以及与环境协调的智

能。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以上八种智能，但不同的

人会把其中一种或多种智能发展到高级的水平，这就是我们所

说的特殊专长和才能。舞蹈家、运动员、建筑师、外交家、音

乐家、画家、雕塑家、表演艺术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所展示出

的才能就属于这种特殊的专长和才能。只不过在学校的课堂教

学中常常无暇顾及，或者被忽视甚至受到压抑。只有在灵活多

样的校外教育中，这些特殊的才能和专长才会被发现、挖掘和

得到特殊的引导和培养。

校外教育是保证每一个学生都得到理想发展的有效途径

之一。它有利于因材施教，有利于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的

发掘，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才能。随着科学技

术的迅速发展，社会信息量的急剧增加，仅有学校教育满足不

了社会发展需要和儿童身心发展需要。所以，校外教育的作用

越来越为国内外教育界所重视。校外教育可以适应学生的不同

需要，开展多种多样的校外教育活动，还能促进学生多方面素



质的健康发展。

校外教育的内容十分丰富，不受课程设置计划和课程标准

的限制，校外教育项目众多，可宽可窄，可多可少，可深可浅，

比课堂教学有较大的伸缩性，其内容更加广泛和丰富多彩，可

以让学生接触社会上的新信息、获得知识、扩大知识面，有利

于培养学生的观察力、思维力、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实际操作

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等。校外教育活动的进行需要学生多方面

的而不是单方面心理活动的投入，可以为学生提供同时运用多

种学科知识，运用多方面的智力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机会。

因而对学生的影响也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不仅有显性的、

直接的、即时的，还有隐性的、间接的、长期的。校外教育与

课堂教学的目的是一致的，它不仅是课堂教学的延伸、补充和

发展，也是对学生进行德智体美劳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与其

他的教育形式一样，都是为了实现教育目的，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

2.2.3 校外教育服务对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积极作用

（一）丰富教育生态体系

校外教育是丰富教育生态体系的有效途径，与学校教育一

起担负着“育人”的使命。作为承接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培优、

补差、兴趣培养需求的重要资源供给方，校外线上线下教育为

学生学习生活提供“有益补充”。它们同属基础教育范畴但又

有着不同的功能。学校教育强调共性，教育要依据“课程标准”



培育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校外教育注重个

性发展，以满足兴趣为培养目标，促进少年儿童的全面健康成

长。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发挥不同的功能，促成少年儿童的社

会化是校外教育与学校教育有效衔接的本质内涵。它已责无旁

贷地成为实施素质教育、丰富教育生态体系、提高教育质量的

重要途径。要提高我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就要重视和加强校

外教育的建设，坚持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并重的方针，全面推

进青少年校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协调发展，为丰富教育生态体

系和建设高质量发展体系做努力。

在教育理念层面，校外教育系统可在其内部探索新的教育

理念。在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变迁之后，校外教育供给呈现多

元化。这种变化可以引发教育行业在多元化、差异化的结构中

思考校外教育的教育理念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的教育理念。例如

北京市 60 余家专业校外教育机构通过体制机制的建设、教科

研活动的实施、教师培训的开展等形式，构建起了北京校外教

育机构发展共同体。校外教育机构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碰撞，

有机开展全市校外教育教学，从行业整体发展的角度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和创新。总的来说，校外教育系统可在系统内外部因

素耦合、互动中进行教育理念方面的整合与探索。具体来看，

校外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既有社会、家庭、学校等资源因素，

也有历史、地域、文化等人文因素。面对同类教育对象，系统

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通过校内外融合育人，社会、家庭协同育



人等有机关系，以培训、课程研发等形式提升教师素质和教育

技能的提升，促进教育理念的探索，整合课外、校外资源，共

同实现教育理念探索。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建立多维度

的微测评矩阵，挖掘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特征，为其推荐

分类的教育服务；结合现有教学管理数据，建立学生素质发展

档案，使其能更贴切青少年的发展规划。

（二）创新教育教学模式

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传统教育与“互联网+”

的深度交汇融合造就教育发展的新生态。校外教育机构利用

“互联网+”技术，创立在线学习互动平台，并对原有的系统

性课程进行二次开发，建设了一大批有内在系统架构、短小精

焊、寓教于乐的学习资源模块（如微课、慕课、直播课堂等），

让学生可以有效利用课余碎片化时间，促进自主学习。另外，

对“智慧学习”和“智慧教育”模式的探索，为传统的校内教

学模式注入了新鲜血液，提供了新的教学模式。有利于优化整

合社会教育资源，同时也可为校内教育提供新的教学模式与教

育理念。同时，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平台通过整合当前社

会中空闲、零散的实体教育资源，可促进传统校外教育学习中

心转型为“互联网+校外学习”中心——校外教育服务中心。

通过建设“校外教育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基础平台——智慧

协同校外教育云服务平台，为青少年课外培训、辅导、素质教

育和社区教育提供智慧学习并协同教育相关服务。



校外教育较校内教育具有形式更多样，内容更丰富，方法

更灵活，实践性、社会性和技术性更强等特点，在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校外教育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

伸。对于老师而言，每个学生在学习上都是有差异的，学校教

育很难满足每个学生的不同需求。这就会让一些学习能力较强

的学生“吃不饱”，而一些学习能力较差的学生却“听不懂”。

而一些“一对一”、“小班化”等校外教育教学模式可以对学

生有效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对于一些成绩较为优秀

的学生。校外教育是一个“培优”过程；对于一些学习成绩中

等的学生，校外教育是一个查漏补缺的过程；对于一些学业较

为困难的学生，校外教育是一个“补差”过程，能够帮助学生

补充知识、树立信心，提高竞争力。政府部门应引导更多地校

外教育服务于基础教育，助力基础教育构建网络化、数字化、

智能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为学生学习提供个性化

学习路径规划、学习资源推介、学习方法指导和学习同伴推荐

等。

（三）深化技术创新及其教育应用

校外教育的技术变革赋予家庭更多选择权，推动教育更高

质量发展。校外教育供给侧的技术变化可能改变家庭参与校外

教育的预期收益和成本，从而提升家庭参与强度。校外教育搭

乘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有可能提升家庭的信息

资本、弥合家庭之间的“数字鸿沟”，促进家庭投入线下或者



线上的校外教育，基于其掌握的信息作出教育选择与人力资本

投资的决定。互联网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人们信息获取的时间

和金钱成本，因此它很可能会帮助父母克服上述约束，优化父

母的教育决策，增加家庭教育投入。已有多家线上教育平台打

造出多门精品课堂且价格低廉，家长们不需要做特别复杂的调

查研究，就可以弥补孩子在学校学习中不足。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家长们的教育压力。行为经济学

研究提出，父母在信息获取上存在约束，制约了其在子女受教

育过程中的选择和投入，因而信息资本的获得有可能带动家庭

人力资本的投资。各级政府部门应当以更为开放和包容的态

度，为优质教育技术进入校园提供更多路径，发挥校外教育在

科技赋能教育方面的优势，促进校内提升教学效率、创新学习

方式、提高教育体验。

（四）促进创新人才培养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

力。实施创新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已成为我国

新世纪教育的核心任务。校外教育为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创新能力提供了土壤。无论是艺术教育活动还是科技教育活

动，无论是小组活动还是个体教育活动都强调创新能力、实践

能力、动手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在校外教育中，学生是学习的

主体，校外教育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因材施教的教育

方式，按照他们各自的兴趣爱好，有组织、有计划、有要求地



开展各项活动，以期全面提升学生各项能力水平。

校外教育能够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培养青少年创新

精神与实践能力，有利于人际交往能力的提升，从而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促进青少年社会化的发展，成为学校教育的有益补

充，尤其对在学校教育中学业成就较弱的学生群体有着更为显

著的积极影响。市场化的补习为学校教育中处于弱势的学生另

辟蹊径，使他们能够接触到在公立学校教育系统中无法触及的

优质教育，课外补习教育资源可以弥补他们在学校教育中资源

获取的不足，有利于弥补公立学校教育的不均等。另外，校外

教育开设的非学科类课程可以发展学生个性特长。校外教育作

为学校教育的补充，为学生提供非学科课程，如提供体育、音

乐、舞蹈、美术、科技等个性化资源，丰富了学生的校外生活。

有利于满足学生的爱好、培养学生的特长，成为学校教育的有

益补充。

校外教育在促进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具备诸多优势，集中表

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校外教育有丰富多彩的活动内容，

为广大少年儿童兴趣发展、充实闲暇生活提供了平等的机会。

校外教育因不受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等的限制，可以开阔少年

儿童的视野，使他们及时了解科技信息，接触人类最新创造的

知识与技能。第二，校外教育具有灵活多样的组织方式，可根

据少年儿童的需要因地设课、因时设课、因人设课，使广大少

年儿童在乐中求学，有利于培养一专多能型的人才。第三，校



外教育在方式方法的选择上也更为灵活，小组授课、个别指导，

注重活动和实践，将知识、技能的掌握与运用结合在一起，更

有利于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规范品德行为，培养正确的

人生观，丰富假日生活，增进身心健康。

（五）提升文化输出与国际合作交流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遍布全球的“汉语热”，在

线教育企业可以以此为契机，通过为国外学习者提供中文学习

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打造复杂国际关系背景下对外人文交

流新窗口。随着经济全球化、区域化和一体化的快速发展，国

外学习者对中国语言文化学习的需求越来越迫切，校外教育可

以借助自身优势与特色，配合国家“汉语加快走向世界”战略，

助推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培养更多具有高层次、高学历、懂

汉语、了解中华文化的知华、友华的高端国际化人才。新一轮

科技革命以及疫情的影响，为校外教育，特别是在线教育行业

提供了机遇，校外教育要抓住机遇，积极打造一个语言教育与

文化传播的在线资源体系，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优质课程，培育

教育服务业国际竞争优势，将在线教育作为促进科技人文交流

的新途径，为世界教育变革贡献中国力量。

（六）有益补充教育投入

第一，从教育投入来源来看，校外教育作为教育资金投入

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以拓宽我国基础教育资金供给渠道，补充

我国财政在教育经费上的投入，增加社会资源对教育的投入与



倾斜。另外，还可以通过增加教育的非财政投入，降低我国基

础教育支出占 GDP 的比重及与发达国家教育投入之间的差距，

从而提升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提高我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

力。

第二，从教育投入结构来看，有社会责任的校外教育企业

可以为弱势地区带来更多的教育资源，包括教育资金的投入、

教育设施的建设、高水平师资、先进课程体系理念的注入等。

同时，还具有以下优势：一是支持弱势群体的教育事业，缓解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教育投入不均引起的区域基础教育条件不

平等，发展不平衡；二是调节城乡基础教育投入结构，辅助农

村基础教育发展；三是缓解高中教育不平衡危机以促进基础教

育的均衡发展。总的来看，优化教育投入的结构，可以弥补公

共教育支出在教育投入上的不均等、不平衡，并促进基础教育

的均衡发展，更有利于提高基础教育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从教育投入去向来看，随着教育需求的日益多元，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校外培训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推出合理

的制度安排并利用好财税、政府引导基金、国有资本等工具，

引导教育投入流向素质类、兴趣类等与校内教育特别是与应试

无关的项目和领域，如教育科技领域等，以激励企业的技术研

发和产品创新，都能为我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起到积

极作用。

（七）提高教师专业发展能力



校外教育积极健康发展有助于提高教师专业发展能力。校

外教育、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校外教师、校外教育活动等整体

性发展，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校外教育系统”。例如，北京

市校外教育坚持以科研引领改革方向，以教研助力全体校外教

师业务成长，通过开展规划课题研究、论文评选、教师基本功

评展、公开观摩课、教材评选等教科研活动，引导教师提升教

科研能力，支持教师运用教科研成果聚焦教学一线，参与优质

项目建设。与此同时，注重体制机制的建立，如建设了 13 个

北京市校外教育联盟、13 个北京市阳光教师社团、14 个北京

市校外教师培训基地，打造市级校外教育发展智库，搭建校外

教师学习、交流、互动平台。并将市级校外教育联盟及市级阳

光教师社团分为区域型、专业型二类，以专业的发展和区域的

联系形成校外教育机构、校外教师之间的联动，有效地提升了

教师的教学、教研、科研及专业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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