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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创新并不是人为的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改变现实，创造未
来。这意味着寻找更有效的办法，改善教育的可及性，帮助边缘
群体获得教育，弥合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民族之间、性别之间
的教育差距；通过创新改善教育品质，克服严重的应试教育弊
端，为明天培养具有创造力的合格公民。

我们应善于利用技术，以更大规模地解决教育的重大问题，但不应把创新与技术等
同起来，更不能以技术为前提。互联网不仅是一种技术，也是一种文化。我们固然
需要互联网、智能手机和iPad，但更需要汲取自主、开放、个性、互动、非行政
化、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公众参与、信息公开、资源共享等互联网思维，使它们
融入现行学校和教学，从而产生革命性的效应。

我们也需要在全球化、面向未来的视野中探索中国教育的方向，协同政府、企业和
社会不同部门的力量，共同推进教育进步。21世纪教育研究院是一个民间非营利性
组织，一直致力于教育公共政策、教育创新的研究，倡导人本主义、自下而上的教
育创新。这次与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携手，希望可以呈现全球教育创新的
努力与经验，催生更多实质性的交流与合作。

衷心欢迎来自各国的朋友，祝愿大家度过充实美好的一天，满载而归！

	 	 	 	 	 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自2009年由卡塔尔基金会主席谢赫·莫扎·宾特·纳赛尔殿下
创立以来，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已成为教育领域领先的
交流与合作平台。一直以来，莫扎殿下都提倡将高质量的教育作
为个人成长和社会变革的最有效工具。

WISE相信，今天的教育需要创造力和灵活性来满足学生越来越多样化的需求。这
个充满变革的时代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变化和挑战同样意味着更多的机
遇。

为了更广泛地传播并启发教育领域的创新思考和实践，WISE在不同国家发起了一
系列区域性活动。WISE-LIFE中国教育论坛	—“WISE在路上”的北京站	—	就是
在两年一次的多哈全球峰会间隔年中举办的活动之一。

“创新促进公平”是运用全球化视角探索本地需求的重要机会。我们相信在所有社
会背景下，“平等”和“包容”都为教育体系提供了崭新的视角。怎样为每一位学
习者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优质教育机会，促使其潜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全世界	—	
特别是中国等正在经历转型的新兴经济体	—	都面临同样的挑战。

我们诚挚邀请来自中国和全世界的与会者参与讨论，分享创想和经验，并探索对于
中国乃至全球各地的教育体系都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我衷心感谢21世纪教育研究
院的支持，为促进教育创新与发展创造了重要的交流机会。

	 	 	 	 	 斯塔夫罗斯	·伊恩努卡	
	 	 	 	 	 世界教育创新峰会（WISE）首席执行官		



创新促进公平

全球范围内，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都是尖锐的问题。全世界大约有7亿小学适龄儿
童，战争和贫困剥夺了其中近6000万儿童上学的权利，还有1亿儿童在读完小学之
前就会辍学，有2.5亿儿童没有学会基本的读写和算术。这一组令人震惊的数字意
味着，即使剔除重复计算，全球仍有约一半的小学适龄儿童没有接受任何有意义的
教育。

如此严峻的挑战，	需要不同国家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协同政府、企业和社会不同部
门的力量。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仁川宣言》，把实现公平、全纳
的教育确定为全球教育的新目标，中国也正积极参与这一全球行动。

教育公平意味给每一位学习者提供符合其需求的优质教育机会，帮助其弥补缺点，
释放其最大的潜能，并有效填补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男女之间等的鸿沟。

实现教育公平需要创新的方式。创新的重大意义在于，在有限的条件下，跳出固有
思维的局限，寻找更加有效的解决方案。创新营造的氛围和环境，将使批判性思
维、合作能力、创造力以及沟通能力等21世纪技能的繁荣发展成为可能。

WISE将与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一道，激发人们对教育的思考与讨论，发现对中国教
育和全球教育有重大意义的创新模式。此次论坛也提供了与中外教育界领导者深度
互动的机会，届时他们将通过研讨会和工作坊，分享来自中国和世界的经验和实践
精华。

论坛也邀请到全球最大的低价连锁私立学校桥梁国际学院的创始人Shannon May博
士，以及2016年WISE教育项目奖的获奖项目代表。他们的故事鼓舞人心，将为创
新促进公平带来不同的视角和洞见。此外，WISE与LIFE的出版物也将在本次论坛
中首发，以此展现全世界在教育创新方面所做的探索和努力。



详细议程



教育促进公平

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邹悦

开幕致辞

前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

前中国驻卡塔尔大使高有祯

2016年WISE教育项目奖颁奖典礼

主旨演讲

创新专家、NESTA合伙人Charles Leadbeater
桥梁国际学院创始人Shannon May

节俭式创新：怎样以少为多?

为了打破教育机会、质量、成本之间此消彼长的铁三
角困境，创新可以且必须是低成本的。这场圆桌论坛将
关注如何将限制转化为优势，利用更少的资源达到更
大的成效。节俭式创新不仅仅是一种策略，也代表了一
种新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不再将资源约束看作不利因
素，而是将其转变为促进教育公平的机会。

主持人

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顾远

对话嘉宾

创新专家、NESTA合伙人Charles Leadbeater
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

前福特基金会高级项目官员何进

沪江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伏彩瑞

 
 

圆桌论坛

报告厅 10:50  -  12:00

全体会议

报告厅 9:00  -  10:20



破解农村教育难题

中国正处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社会逐渐被边缘
化。中国有数千万儿童留守农村，缺乏父母陪伴。同样
数量庞大的儿童迁徙到城镇，面临新环境的文化冲击，
无法获得基本的教育，甚至被迫成为童工。破解农村教
育难题，需要哪些有效的政策支持，有哪些创新的解决
办法？

主持人

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邬志辉

对话嘉宾

山西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卓玉

农村教育行动计划（REAP）负责人张林秀

歌路营联合创始人、总干事杜爽

2016年WISE教育项目奖分享会（1）

2016年WISE获奖项目代表将分享他们的愿景，以及他
们在解决教育公平、识字水平、数学能力和技能鸿沟等
挑战方面的历程。

主持人

WISE政策发展与合作总监Elyas Felfoul

演讲嘉宾

“点子盒子”执行总监Allister Chang
“小涟漪”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Gabriel Stauring
“教育促进增长”项目负责人Juliana Najem

圆桌论坛

多功能厅 10:50  -  12:00

项目展示

宴会厅 10:50  -  12:00



寻找中国的桥梁国际学院

主持人

桥梁国际学院创始人Shannon May
WISE学习者	、三一基金会项目总监沈丹玺 

利用设计思维改善学习

主持人

IDEO（上海）资深设计研究员徐楠茜

IDEO（上海）项目经理陈瑶

创新改善学习

主持人

中央电视台英语频道主持人邹悦

主旨演讲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兼党总支书记李希贵

美国麻省州立大学教育领导系主任	、	远播教育研究院院长严

文蕃

澳大利亚战略教育中心首席执行官Anthony Mackay

工作坊 

CD座一层会议室 10:50  -  12:00

工作坊

第九会议室 10:50  -  12:00

全体会议

报告厅 13:30 - 14:50



圆桌论坛

报告厅 15:20 - 16:30

圆桌论坛

多功能厅 15:20 - 16:30

21世纪核心素养和面向未来的学习

当下的教育与未来生活所需技能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
距。近年来，核心素养框架变化瞩目，但其定义和落
实在不同的地区和背景下差异却甚大。这场圆桌论坛
将探索21世纪核心素养的框架及落实，并讨论切实有
益于学习者的创新学习范式。

主持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

对话嘉宾

英国创新单元联合创始人Valerie Hannon
卡塔尔基金会教育项目总监Janhvi Kanoria
海贝教育集团总校长李庆明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

面向每一个人的创业教育

创业教育不仅仅是教学习者如何开公司。创业思维是
21世纪技能的核心部分，对所有经济体—尤其是中国
和印度等寻求从“制造”到“创造”转变的国家十分
重要。什么样的政策和方法可以让创业教育不再局限于
大学，而是渗透到教育的所有阶段？不再局限于课堂，
而是根植于真实世界？不再是精英的特权，而成为所
有人皆可获得	、皆可负担的教育？

主持人

教育创新专家、作家江学勤

对话嘉宾

乌干达“Educate!”联合创始人Angelica Towne
突尼斯高等教育	、	科研及信息与通信技术部部长Slim Khalbous
Creatica酷课教育研究院院长王墨

芬兰Omnia教育合作组织总监Mervi Jansson-Aalto



2016年WISE教育项目奖分享会（2）

2016年WISE获奖项目代表将分享他们的愿景，以及他
们在解决教育公平、识字水平、数学能力和技能鸿沟
等挑战方面的历程。	

主持人

	一公斤盒子创始人，2016年WISE教育项目奖入围项目代表安猪 

演讲嘉宾

JUMP数学首席执行官Scott McMeekin
Geekie联合创始人Claudio Sassaki
Tara Akshar创始人Victor Lyons

发展校长领导力

主持人

WISE研究总监Asmaa Al-Fadala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课程部主任马鸣燕

WISE学习者项目路演

WISE“学习者之声”项目关注来自不同背景但对教育
有同样热情的年轻人，学习者们会展现他们在一年中针
对重要教育挑战设计的创新项目。

主持人

WISE项目总监Dina Pasic

WISE学习者

Studio Y成员David Lawless
社会合作与创新实验室研究员Vinicius Santos

“为卡塔尔而教”项目教师Farah Mallah
沙特劳工部商业发展分析员Raghad Aljughaiman
青年教育与赋权峰会内容策划陈昱璇

工作坊

CD座一层会议室 15:20 - 16:30

项目展示

宴会厅 15:20 - 16:30

项目展示

第九会议室 15:20 - 16:30



研讨会

四层会议室 15:20 - 16:30

闭幕对谈及图书发布

报告厅 16:30 - 17:15

图书签售及读者见面会

宴会厅 18:30 -  20:00

如何运用集合影响力解决农村学前儿童教育

问题

主持人

乐平公益基金会在线教育与集合影响力中心总监杨国琼

演讲嘉宾

乐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沈东曙

贵州省教育厅学前教育处处长谢旌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李敏谊

创新促进公平

对话嘉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

WISE首席执行官Stavros N. Yannouka

WISE案例书中文版、LIFE案例书

参与嘉宾

《可复制的教育创新：改变世界的重要力量》作者Charles 
Leadbeater及译者李茂

《学以致用：世界教育趋势及令人振奋的实践》作者Valerie Hannon
及译者刘海粟

《重新想象学习：互联社会的学习变革》译者	、《为生活重塑教
育——中国的教育创新》作者之一徐晓红

《为生活重塑教育——中国的教育创新》作者之一江学勤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徐莉

未来9分钟： 九位中国教育创新者的九分钟未

来洞见

分享会

多功能厅 18:30 -  20:00







主办方

在卡塔尔基金会主席谢赫•莫扎•宾特•纳赛尔殿下的倡议下，世界教育创新峰会
(WISE)	 于	 2009	 年正式开幕。WISE	 是一个为激发创新思维、辩论和行动而创办
的国际性、跨领域平台。通过一系列权威性研究和各种全年项目，WISE为教育新
方法提供了全球范例。WISE见证了卡塔尔基金会为促进知识经济而做出的长期努
力，并致力于通过合作来构筑教育的未来。

卡塔尔教育	、	科学和社区发展基金会是一家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1995成立以
来，一直致力于支持和开展教育	、	科研和社区发展这三大领域的项目，以服务卡
塔尔群众。基金会旨在培养卡塔尔未来的领导者，同时，也致力于其他国家地区乃
至全球人民的发展。



LIFE教育创新是一个集研究、倡导和行动于一体的大型公益项目，致力于成为引领
和推动教育创新的跨界合作公共平台。LIFE寓意着教育是关于生命、融于生活和贯
穿终身的。在案例、专题研究和跨国合作研究，以及系列活动基础上，LIFE	每两
年举办一届	LIFE	教育创新峰会。第二届LIFE峰会将于	2017年4月22-23日在北京召
开，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埃尔特教育和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成立于2002年，是以教育公共政策、教育创新研究为主的民办
非营利组织。研究院致力于以独立的立场开展教育研究与政策倡导，聚集教育界内
外的民间智慧，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2014年
和2015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连续两年在上海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
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中，位列中国顶级智库民间智库系统影响力
第2名。



资助方

埃尔特教育（Arete edu）寓意追求卓越、探求人性、完善德行，创始团队来自互
联网和社会创新领域，希望以科技革新教育，目前有在线教育、社区教育、教育研
发和教育投资四个板块。



沪江作为专业的互联网学习平台，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便捷、优质的全方位网络学习
产品和服务。自成立以来，沪江打造了领先的学习资讯、学习工具、社群学习平
台、优质课程平台四大业务体系，涵盖升学、留学、语言、职场、兴趣等丰富的内
容。

澳门同济慈善会是由曹其真女士及友人于2006	年在澳门注册成立的非公募基金
会。同济鼓励和支持有效、创新并能可持续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案和团队，以项目资
助的形式推动教育公平的实现，希望帮助社会性弱势儿童实现“上好学”的目标。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

浙江致朴公益基金会由阿里巴巴六位创始人联合发起，重点支持乡村教育，旨在促
进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成立于2010年，致力于成为社会创新的触媒和社会创新市场的
构建者，希望通过培育社会企业和社会创新市场来最终创造一个包容发展的社会，
让人人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



协办方

独家门户网站合作媒体 独家专业合作媒体

独家杂志合作媒体 独家视频合作媒体独家财经合作媒体

独家海外合作媒体

战略合作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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