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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回应人的本质及其社会职责的问题时，通识教育与核心素养在体现知识整体性的通用能力、人格的
完整性以及对心智的训练方面有其共同之处。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通识性要求，教师核心素养需要具备完整
的知识结构、引导学生深度学习的综合教学能力以及养成有效的反思能力三个方面。本文通过研究通识教育
理论与实践的特点，着重指出，通识教育在教育理论的完整性、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以及“论辩”教学方式的普
及性方面，对推动我国教师核心素养的培养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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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esponding to the question of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and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general educa-
tion and key competence share commonalities in terms of general competencies that reflect the wholeness of knowl-
edge，integrity of personality，and training of the mind． Based on the generalist requirements of students’key compe-
tence，teachers’key competence requires three aspects: a complete knowledge structure，comprehensive teaching a-
bility to guide students＇ deep learning，and the development of effective reflective skills． By studying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education，this paper highlights that the integrity of educational theory，the
flexibility of curriculum，and the universality of the argument-based teaching method can be useful for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key competence among teacher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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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
队伍;大学通识教育，因其倡导知识的整体性和系
统性、注重人格的完整性，以及强调教育在联系
“个体性的情感经历”和“社会实践经验”，其“培
养完整的人”的理想教育目标，不仅是现代大学
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专业教育的补充，
对提升教师核心素养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通识性要求

国际经济与合作组织 ( OECD) 在 1997 年启
动的“素养的界定和选择: 理论和概念基础”项目
( 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
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简称 DeSeCo) 旨
在回应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挑战。报告中写到“全
球化和现代化导致世界日益多样化和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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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要理解和应对这一世界，需要掌握多变的技
术，理解海量的信息”的问题，不仅如此，在“面对
社会共同的挑战”的背景下，“实现目标需要素养
日益复杂，不再局限于某些狭隘的技能”。［1］就此
而言，通识教育的教育理念与 OECD 对核心素养
的界定带有明显的社会适应的倾向，不仅指向个
人职业发展的成功，同时也包括个人生活体验以
及社会良好的运作。也就是说，无论是通识教育
还是 OECD 界定的核心素养指的都不是专业教
育，不是旨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
的能力的教育”; 它们是整个教育中的一部分，
“该部分旨在培养学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和公
民”的教育。［2］

(一)体现知识整体性的通用能力
通识教育 ( General education) 是一个内涵丰

富、但定义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常常与博雅教育
( Liberal Education) 或自由技艺 ( Liberal Arts) 结
合在一起，虽然两者在基本精神上存在古典精英
主义和现代大众民主的区别，但在人才培养目标
方面有着共同旨趣，都代表了“一整套教与学的
体系，提倡对知识的综合性掌握，非常重视跨学科
学习”的教育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博雅教育“假
定一种不以掌握任何具体信息和工具性价值为目
的的‘客观 ( disinterested ) ’学习，即为学术而学
术，知识本身就是目的”。［3］而通识教育因 1945
年哈佛大学的本科课程改革而扬名，时任哈佛大
学校长的科南特( James B． Conant，1893 － 1978 )
在哈佛红皮书《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以下简称“红皮书”) 中
强调，“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在于自由传统和人
文传统的传递”; “教育目标本身并没有创新，创
新之处是这些目标被应用到了全民教育体系之
中”。［4］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红皮书”提出通识教
育旨在培养学生“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能力、做
出恰当判断的能力和价值辨别能力”。［5］这一目
标在之后的实践中，进一步细化为，“提高学生的
理性思维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培养学生对人
文艺术的感知能力，提升他们的创造力”，“提供
在当今这个日益全球化、多元化和碎片化的世界
生存所需的宽广的知识基础”。［6］时至今日，要具
体给出大家都能接受的通识教育定义仍然是一件
困难的事情。但作为一种普遍开展的基础性教

育，围绕通识教育的理念毕竟存在大量共同的理
解，主要包括:通识教育的目的在于通过人才培养
模式体现综合、平衡的知识结构，并经由知识的完
整性来培养学生的完整人格; 人格完整性既体现
在学生个人学识和道德等等私人领域，也体现在
对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社会伦理等等公共领域，
尤其体现在作为现代国家公民的公民身份方面。
因此，通识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学生心智的解放和
包括情感在内的完整人格的成熟。

OECD给出了核心素养需要满足的三个条
件:对社会和个体产生有价值的结果;帮助个体在
多样化情境中满足重要需要; 不仅对具体领域专
家是重要的，而且对所有人都是重要。［7］在 OECD
的界定中，素养“包含了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
观”;关于核心素养的内容，OECD 确立了三种不
同的核心素养: “1、交互使用工具的能力，具体包
括:交互使用语言、符号和文本的能力; 交互使用
知识和信息的能力; 交互使用技术的能力。2、在
异质群体中有效互动的能力，具体包括:与他人建
立良好关系的能力;合作能力;管理并化解冲突的
能力。3、自主行动能力，具体包括:适应宏大情境
的行动能力;形成并执行人生规划和个人项目的
能力;维护权利、兴趣、范围和需要的能力。”［8］在
OECD之后，虽然有众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提出
过不同的核心素养框架，但在数字化和全球化的
背景下，批判性思维( critical thinking) 、沟通( com-
munication) 、创造性( creativing) 和协作( collabora-
tion) 成为公认的核心素养。这与“红皮书”指出
培养“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能力、做出恰当判断
的能力和价值辨别能力”有非常强的相似性。通
识教育与核心素养一样自身不是一个专业，不强
调各种专业能力所对应的某个具体结果，旨在提
供一种协调、平衡各专业的力量。不妨说，在现代
大学中抑制知识专门化的趋势，通识教育在培养
学生不断批判、反思的能力和习惯，摒弃单纯的理
智训练，增强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方面，是对传
统博雅教育做出的最富弹性的变通，本身就显示
了通识教育的成就。

(二)人格的完整性
在人格养成方面，19 世纪思想家纽曼 ( John

Henry Newman，1801 － 1890 ) 在《大学的理念》
(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里倡导一种人才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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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工具性目的，人的智力和人格的完善———这种
目的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按照纽曼的说法，知识
的完善和心灵的健康乃至仪态举止的优雅之间存
在某种关联; 博雅教育通过培养人的“良好的判
断力”从而使人拥有“受过教养的心智”、“精致的
品位”、“正直、公正、冷静的头脑”、“高贵、谦恭有
礼的行为举止”，等等。［9］在纽曼看来，博雅教育
的最终目的是造就文明人，这一点也被通识教育
继承。对通识教育来说，从整全的知识结构出发
培养完整的人( the whole man) ，广博而且统一的
知识本身足以导致基于理解力的愉悦，以致潜移
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心智与思维，进而内化为学生
的思考方式和人格修养。

OECD认为核心素养“拥有心智的自主性，这
包含了一种对生活的主动且反思的取向。核心素
养不仅要求抽象思维和自我反思，而且要求人们
将自身与社会化过程保持距离，甚至于其价值观
保持距离，由此使人成为自身立场的原创者”。
这样，反思性( reflectiveness) 便处于核心素养的中
心位置，“反思性思维需要相对复杂的心智过程，
并要求思考过程的主体成为其客体。”［10］这对个
体心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不人云亦云，又
能顾及不同视阈的不同看法，而且能在此基础上
做独立思考，并对自身行为负责，等等，这要求个
体具有相当的社会成熟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OECD与通识教育追求人格的完整性方面具有相
同的旨趣:无论是追求人的智力和人格的完善还
是以反思性为主的心智自主性，都体现了一种对
于复杂的心智能力以及对人格完整性的追求。

(三)对心智的训练
在纽曼看来，“博雅教育是作为训练的一部

分”去领悟总体，并坚持只有采取一种广泛均衡
的方法才能获得对整体的真正把握，这种方法被
纽曼称之为心智训练。心智的训练有助于我们养
成“良好的判断力、清醒的思维、理性、公正、自
制、有主见，善于用联系和整体的观点看问
题”［11］;正如健康的体魄由通过锻炼身体各个部
分而来，健康的头脑也要靠心智的训练才能获得。
纽曼形象地借助“头脑的健康”这个修辞上的明
喻来表达博雅教育的目的———人人都珍视健康，
因为健康的体魄可以让人在生活中成就很多事
情，然而即使不做任何事情身体健康本身也是可

欲的;健康的头脑也是如此，但头脑的健康需要最
广泛的教育才能获得。［12］

对现代大学来讲，按照纽曼的要求学习古典
语言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通识教育在秉
持“健全知识”( sound knowledge) 的所有分支都
是平等的并具有相同的教育价值时，仍然具有开
创性的意义: 哈佛大学的艾略特校长 ( 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 － 1926 ) 倡导的选课机制反映
了一种课程分配需求的模式，在拓宽知识的范围
的同时，使学生能运用多学科或是跨学科的视角
和方法思考和解决问题，而免于狭隘。更为重要
的是，赋予学生自由选择权，要求学生把所学内容
和实际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在这个意义上说，课
程设置是基于对时代的预测和对学生未来生活所
需经验和能力的基础上，目的是使学生为未来的
社会的共同生活做好准备，这不仅是智力训练，也
是独立人格的培养。这一点正如红皮书所说，如
果心智的训练“不再意味着共同教学内容方面的
知识，它至少应该是共同方法方面的经验”。［13］

二、教师的通识性核心素养

对于人的本质及其社会职责这样的至关重要
的问题，受过教育的人都需要有充分的认识。在
这一点上，通识教育与核心素养的目标是一致的，
都不是为了培养学生掌握任何行业或机构所需的
特定技能。也正是在这一最终目的方面，发展和
落实教师的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不仅教师首先要具备与学生核心素养相一致
的知识结构，而且这样的知识结构在教学的过程
中需要教师转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培养引导学
生掌握深度学习的综合能力的同时，最终教师自
己也通过不断地反思而成为自主和有终身学习能
力的人。

(一)完整的知识结构
学科知识的重要性在教师专业化的讨论中始

终占据重要位置，一系列的研究发现，“具备丰富
学科知识的教师能促进学生在该科目上取得更优
异的成绩。”［14］传统的学科知识结构，其实反映的
是笛卡尔以来近代理性主义认识论的理智主义传
统。通识教育与核心素养都旨在回应单一学科及
其各种机械组合的在知识结构上的不足; 都反对
将知识从经验中剥离，也不赞成过分对知识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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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门别类。一方面，从“红皮书”改革开始，哈佛
大学通识教育就提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三个领域的知识划分。［15］这种做法是把通识
教育的内容限定在一部分经过遴选的具体知识领
域里，通过知识结构而非知识总量体现知识的完
整性，由此向学生展示必要学科领域的必要知识
内容，最大可能地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以使学生能
在最短时间里掌握最重要的知识内容。另一方面
则倡导获取“知识的方法和思考方式”以便学生
能对以下几个方面形成自己的理解: 涉及“人及
其世界”的很多领域中存在着各种知识类型，其
中哪些知识类型是重要的? 这样的知识是如何被
创造的? 又是如何被运用的? 它对个体和社会分
别意味着什么? 最终，使学生“形成较为广博的
视野，并能在一系列较为宽泛的学科领域内开展
有深度的探究，能较为系统地掌握其它学科的视
角和思维方式”。［16］总之，对教师核心素养来说，
要拓宽学生的学科知识，教师自身就需要熟悉较
为宽广的知识领域; 既能够在不同知识领域之间
建立联系，也能够把知识和生活经验结合起来，运
用综合运用多学科的视角和方法来思考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二)引导学生深度学习的综合教学能力
核心素养的提出以及相应的课程改革，使得

教与学的方式也需要随之变化，深度教学因其
“强调知识处理的充分广度、充分深度和充分关
联度，突显学习的丰富性、沉浸性和层进性，通过
突出知识学习的文化敏感性和包容性，增强课堂
的画面感，促进反思性学习和批判性思维，实现知
识的意义生成和多样性价值”，［17］是培养学习者
发展核心素养的关键举措。

具体而言，教师应该通过与特定学生相适合
的教学情境的创设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由此
促使学生主动学习并适时提供恰当的帮助; 教师
也应该脱离标准答案来设计教学中的各类问题，
由此提升学生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
养为本”的时代，课堂教学的目的首先是育人，这
就要求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同时教师要从“以
教为中心”转变到“以学为中心”上来。当教师面
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时，要依据学生各自不同的学
习起点相应做恰当的教学设计并优选教法，而目
的在于，提高其基于真实情境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此，在教学方面，教师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
态度、价值和个人特征的整合”，这尤其赋予教师
“能够在特定情境中专业地和适切地行动，以一
种连贯的方式有效利用它们”的能力。［18］

教师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和态度价值观的
复杂综合。“深度学习”对教学技能来讲，依赖教
师的情境知识，主要表现在教师的教学机智。教
学机智是“教师作瞬间判断和迅速决定时自然展
现的一种行为倾向，它依赖教师对情境的敏感、思
维的敏捷、认知灵活性、判断的准确、对学生的感
知、行为的变通等”。［19］教师需要引导学生体验和
探究具体知识所隐含的思想与方法，以及问题解
决的核心策略。要而言之，运用信息通信技术、教
授跨领域的能力、创设安全的吸引人的学校环境
等能力。“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教师的作用
在于引导学生自主学习、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培
养学生的团队合作意识上。一方面，教师需要建
立起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一整套理念，能在包容性
的基础上处置多样性的问题，在尊重学生多元性
的前提下信任和爱护学生，针对不同的情境和学
生的不同需求，能够做到因材施教; 另一方面，教
师又能坚持自身的职业伦理，认同自己身份的价
值，具有如下的态度和素养: 反思性实践、自主学
习、研究、创新、合作等。教师核心素养研究中存
在的问题和概念界定中一样，过于技术性的表述
和各种细致的分类容易( 也许已经) 误导人们把
“跨学科”、“情境性”等等理解成一个个新的专
业，但其实这些只是强调教师、学生、学科、教学资
源之间需要有一种均衡; 而且针对特殊情境的具
体化、多元性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会使知识碎片化。
对此，通识教育是用基础性、普遍性知识来处理这
方面的问题; “跨学科”和“情境性”这些特殊性恰
好需要在普遍性基础上才能得到贯通的 ( 通识)
的整合: “学生学到的概念越是普遍而深刻，对新
知识和新问题的适应性就越强，通识的能力主要
来源于深厚扎实的基础理论根基。”［20］

(三)养成有效的反思能力
反思能力是一种理性审视能力; 教师任教期

间，需要有意识地对个人从教学到职业等各方面
进行持续的反思评价，在此基础上予以调整和改
进。事实上，任何知识与技能的运用都离不开教
师的自我反思;特定时空中的课堂情境总是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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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糊的，没有任何现成的规则或技术可以被直
接运用到所有情境中，把普遍性规则运用到特定
的具体情境中需要一种判断力，做出一种判断就
意味着对课堂教学的具体情境和普遍规则之间的
关系给出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只有通过反思并对
教育情境的具体需求保持敏感才能给出。每一个
情境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并非每一次教学的所
有内容都是独一无二的; 相反，基本内容、基础知
识是普遍的，反思让我们把普遍的原理、原则运用
到具体的情境中去，就像月映万川。对此教师必
须进行不断的实践，不断反思自己的实践经验。
总之，实践反思要求教师能深入体会和准确把握
各种独特的教学情境，具备融灵活性、适应性和判
断力为一体的实践智慧。同时，教师也要按照教
学目的为学生创设各种教学情境，由此激发学生
的兴趣，促使学生更加主动学习。所有这些都没
有模式或程序可供依循，实践反思只能在具体情
境和行动中不断选择与思考。

在通识教育的理念中，反思本身就是目的，通
识教育的最终目标就是将学生的思想导向哲学性
质的思考，纽曼用“头脑的健康”来形容这一目
标，因为不管是身体还是头脑，健康本身就值得追
求。至于结果是发现问题还是解决问题在通识教
育看来无关宏旨。我们可以说，通识教育的理念
更传统、更笼统，但也不妨承认通识教育的非功利
性主张在今天是更加稀缺的事物。正因为这一非
功利性主张，通识教育才能把自身理解成贯穿人
的一生的过程。核心素养虽然也正当地把自己看
成是需要终身努力的结果，但是它的工具性倾向，
让反思带上一种紧张，可能会误导人们把终身学
习理解成一种终身搏斗。

三、基于通识教育视域下我国教师核心
素养培养的路径分析

通过梳理和研究大学通识教育的理论和实
践，为落实和优化我国教师核心素养的培养路径
提供重要的参考作用。

(一)用一种整体性的、综合性的视角来理解
教师的核心素养

综观上述对通识教育与核心素养的分别梳理
和分析，可以看出两者都强调有效的思考能力、做
出恰当判断的能力、交流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

性，都重视培养学生应对未来社会变化的能力。
两者的差异存在于如何理解有效的思考能力、做
出恰当判断的能力、交流能力和创新能力。

在 OECD看来，“素养不是知识与技能，它是
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利用和调动心理社会资源( 包
括技能和态度) 以满足复杂需要的能力”。这样
理解的核心素养既不是某一特定领域的知识，也
不是单纯的技能，更不是特殊的品格或观念，“素
养包含了知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21］素养是
综合这些方面的整体性品质，但是表达上更接近
一种综合的心理能力。作为信息社会的最新学
说，OECD对有些概念的界定和解释，字面上技术
性比较强，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更尖端的专业或者
一系新技术能力的组合。在一些学者看来，OECD
的核心素养是比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更具高级形
态的内容，“交互使用工具的能力、在异质群体中
有效互动的能力和自主行动能力”不仅体现了方
法层面、也体现了价值层面的内容。［22］或是认为
“素养”最初是指人恰当应对情境需要的综合能
力，本质上是指人的存在状态( a state of being) ，
符合“人为适应环境而合力奋斗”的原初含义; 核
心素养具有情境性，这一点同时也使它具有强烈
的时代特征。在表现上，核心素养是对于知识、能
力、态度的综合与超越，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运
用。［23］然而这些表述之间其实存在一些并非无关
紧要的出入; “存在状态”是比所有能力更基本的
层面，因此情境性必然会与各种可计算的能力相
冲突，不管是物理还是心理能力。对此，杨向东曾
正确地指出“要用整合的视角来理解素养，而不
能将素养理解为它所包含的一系列构成成分的罗
列，这是理解当下所倡导的核心素养的关键所
在”。［24］从这个角度说，传统的通识教育从理念对
此能够有所补充和调适。

通识教育预设世界、生活和知识的整体性，重
视从个人经验里发现整体秩序或者规律，强调任
何事情都可能通向其他事情的联系。更进一步
说，知识整合论把各种知识看作是一个紧密联系
的统一整体;局部和整体一起构成完整的沉思对
象，部分与部分之间也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界限，学
科之间根据各自的本质拓宽自己的范围，重叠和
交叉有时预示了一门新学科的诞生。

(二)通识教育多元化的课程理论和模式为
—16—



2021 年 教师教育研究 第 5 期

培养教师教育的院校提供借鉴
落实教师核心素养的培养，满足基础教育对

以核心素养为目标的课程改革，师范生的培养是
关键。我国教师教育学院分布在各类高等院校当
中，层级、学制、规模和学生入学标准都不尽相同，
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实现高标准的育人目标，在
现实中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因此，在原本已经相
当复杂的教师教育培养体系中融入通识教育的教
育理念，构建教师教育与通识教育相结合的，更具
统摄性和包容性的课程体系，使新的师范教育同
时满足学术、专业和社会三种取向，愈加成为接下
来培养教师核心素养的关键。

从目前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设置来看，主要
有三种课程模式:一是靠学科进行整合，通过拓宽
学生知识、视野的宽度实现预期的目标，这一模式
以哈佛大学的“红皮书”改革和 2007 年的课程改
革为典型。二是以获取知识方式为基础，要求学
生掌握不同学科的思考方式，能够在学科领域内
有较为精深的研究，这个模式以罗索夫斯基的核
心课程最为著名，这两种课程在之前都有过介绍。
第三种课程模式被称为“并行式理念”( parallel i-
deas) ，具体来说就是兼容学科的宽度和获取知识
方式两种课程模式，具体的做法是把通识教育
“分为若干不同大类，不同类别体现不同的理念
或目标”。与前两种单一的课程模式不同，“并行
式理念”的课程框架中不同类别的课程分别体现
了不同的教育目标，但是课程的知识内容可能会
重叠或交叉。具体来说，譬如同样都是数学知识
的学习，然而综合但却不合并两种不同的教学目
标:一个是强调知识的完整性和综合性，要求能围
绕数学进行多学科或跨学科的讨论，如数学史等;
另一个是侧重对数学知识的应用和分析能力的培
养，如统计学等。“并行式”的通识教育课程以灵
活的课程组合模式著称，已被一些师范院校所采
用。［25］

我们今天采用“通识教育”的观念来概括实
现人的整体性发展的教育理论，而非沿用古老的
“博雅教育”或者“自由教育”的观念，主要考虑到
通识教育非精英主义的“普通”性，这一点，正如
科南特强调指出的“将自由的和人文的传统灌输
到我们整个教育系统之中”。在这个意义上，通
识教育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传统博雅教育或自由教

育回应社会需要和公众期望的一条现代途径。
(三) “论辩”:一种普遍推进教师核心素养的

培养方式
我国教师教育培养体系中，小学及其他不同

学段的教师培养占有相当的比重。小学教师培养
的本科化进程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也取得了显
著的成绩，但由于我国城乡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
差距很大，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基础教育的教师都
具有本科学历，都有机会受到正规的通识教育的
熏陶。那么，考虑到教师个人的能力、兴趣及意
愿，有没有一种方式能让更多从事基础教育的教
师接受通识教育呢?

美国学者纳斯鲍姆 ( Martha Nussbaum，1947
－ ) 在强调教育解放思维时候，是把教育、尤其是
通识教育理解为其主要表现方式就是重视“论
辩”( argument) 训练: “理性以深远的方式构建个
性，决定其逻辑性和动力。论辩不仅仅给学生提
供行动的理由;它也帮助他们在某些东西的基础
上更可以能以某些方式行动。以这种深远的方式
培养出能为自己负责并且对自己的理性和感情掌
控自如的人们。”［26］从渊源上说立足于理性的论
辩是博雅教育最为传统的教学方式，可以上溯到
公元前五世纪的柏拉图学院。论辩要求学生在准
确理解教材内容和含义的前提下运用逻辑推理得
出严谨的论证;论辩需要学生有连续不断进行记
忆的能力，所以它依赖于长期的背诵练习;除此之
外，论辩不仅有效地增进教师和学生之间沟通，也
确立了写作的相对重要性。［27］最后，即使是作为
口头形式的论辩也有其长处，这正如纳斯鲍姆在
她的研究中所展示的不同机构的案例一样，在确
保有效论证的前提下，“论辩”作为一种通用的能
力可以融入任何教育教学项目中，使任何科目的
教学都能富有成效。“跨课程写作”( writing
across the curriculum，简称 WAC) 项目便是这样的
一种尝试: “写作能力的培养不应局限在写作课
或语言课程，而是包括专业课在内的各门课程共
同协作发展的能力;同时，写作本身既被看成学习
过程也是一种学习方法，通过不同情景下各个学
科中的多种形式写作，学生才能主动地理解、吸
收、加工运用课程知识，进而建构学习者自身的学
科知识体系并形成专业交际能力。”［28］如何利用
现有的资源，拓宽教师核心素养的培养途径，论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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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在论辩的教学方式
中，“重要的不是新的学习领域，而是教师如何利
用资源来定位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29］论辩作
为一种不受制度性和资源约束的培养方式，也许
不仅能让受到学历限制的教师工作者获益，也能
提升已经在教学岗位上的一线教师的核心素养。

总之，通识教育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对
知识有整体性、系统性的要求，而且无论学习者还
是教育者，其自身人格完整性在此过程中得到全
面塑造，这样一种教育理论，与教师核心素养的培
养要求是相一致的。通识教育在教育理论的完整
性、课程设置的灵活性以及“论辩”教学方式的普
及性方面，既有以往奠定的理论基础，又有近百年
来的多元化实践，充分借鉴这方面的成果，对推动
我国教师核心素养的培养无疑会起到重大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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