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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着力于“超常”学生的选拔和培养
———兼论“钱学森之问”的破解

笮杨德广 宋丽丽

摘 要：“超常”学生可以概括为“三高”，即高智商、高情商和高创造力。将本来就客观存在的“超常”学生选拔出
来进行早期培养、及时培养，可以说是一项为国家未来造就一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基础工程。“超常”学生需要“超常”
教育，但长期以来，我国在“超常”教育方面存在严重的不足，究其原因，在于传统“均衡论”观念、“左”的思想以及形
而上学的观点影响和贻误了“超常”教育；与此同时，招生工作中“稳定压倒一切、分数高于一切、公平主导一切”也被
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导致“超常”教育不能实施、不敢实施。为此，要做好“超常”教育，破解“钱学森之问”，一要树
立实施超常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二要转变思想观念，破除“三个一切”；三要制定“超常”学生的选拔标准和操作
办法，大力创建“超常”学校；四是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善待“超常”学生并加大培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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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之问”已成为国人高度关注的课题，许
多有识之士一直在努力探索和破解这一难题。钱学
森提出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
才，这里包含两个方面问题：一是学校如何选拔人
才，二是学校如何培养人才。我们必须从源头上找
问题，因为杰出人才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经过选
拔和长期培育出来的，要从人的儿童时代就开始选
拔和培养，尤其要着力于早期“超常”学生的选拔和
培养。
翻开世界教育史，发达国家对“天才教育”、“英

才教育”十分重视，培养了许多拔尖创新人才，对社
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当今世界各国激烈的竞
争中，关键是人才竞争，我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高端
人才、尖子人才严重不足，我国教育存在的一大问题
是忽视了对“超常”人才、尖子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过
度关注教育的“稳定、平等、公平”。本文主要论述“超
常”学生的特点，“超常”、“超强”教育的意义和作用，
介绍美国等发达国家实施“超常”教育、英才教育的
理念及经验，在此基础上，梳理我国在这方面存在的

问题并提出如何实施“超常”、“超强”教育的建议。

一、何谓“超常”学生

古今中外一直有“超常”教育，但对“超常”儿童
的称呼不尽相同。中国古代有“神童”一说，认为特别
聪明和有才能的儿童是“天神”赐予的。外国则有“天
才”之说，认为禀赋极高的人是先天遗传的，是“上
天”赐予的，故称“天才”（gifted）。[1]1978年以后，中国
学者首先提出“超常”儿童和“超常”教育的概念，认
为儿童的非凡才能不完全是天生的，而是先天因素
和后天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显然，这种冠以“超常”
之名的提法要比“神童”和“天才”更科学。
那么，何谓“超常”学生呢？综合国内外学界的不

同观点，大致有四种：一种是“智商论”。即主要以“智
商”高低来判断儿童是否是天才儿童，如美国心理学
家特曼就认为，智商指数超过 140的儿童就是天才
儿童。二是“创造”论。如托伦斯认为，“天才”儿童具
有很强的创造才能，但他们的智商测试并不见得很
高，如果仅以智商为标准，那么 70%具有创造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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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才”儿童将会被排斥在“天才”儿童的范畴之
外。三是“情商”论。上世纪 70年代，美国一位心理
学家任朱利（J.S.Renzu）认为，要定义“天才”儿童就
必须考虑他们的“情商”即“非智力因素”。他认为，天
才儿童有三方面特征：（1）中等以上的智力；（2）对任
务的承诺，包括动机、兴趣、责任心和自信心，以及坚
毅性、吃苦耐劳精神等非智力因素；（3）较高的创造
性。四是“综合论”。 1983 年坦纳鲍姆（A.T.
Tarmebaum）指出，天才是由一般能力、特殊能力、非
智力因素、环境因素以及机遇因素等五种因素交互
作用产生的。还有的心理学家指出超常儿童具备六要
素：一般智慧能力、特殊的学业能力、创造性思维能
力、领导能力，视觉和表演艺术及心理动作能力。[2]

我国的心理学家提出的“超常”学生，是指“智能
明显超过同龄常态儿童发展水平或具有某种特殊才
能的儿童”。“超常”儿童是针对常态儿童而言的，是
指在儿童或青少年群体中有常态（一般）、低常、超常
三类，居于超常智商（占 5%左右，天才占 1%左右）
界定为超常儿童、天才儿童。[3]他们首先要有较高智
商，至少占同龄人口总数的 15%- 20%以内。除此之
外，还有不少超常儿童的智商并不最高，但在某一方
面却有特殊才能，比如拥有很强的创造性思维和创
造能力（如创造发明），所以也被称为“超常”学生。
综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笔者将“超常”学

生概括为三高:高智商、高情商和高创造力。高智商即
思维力、记忆力、学习力、吸收力超过常人，智商分数
在 130分以上；高情商是指有正确的价值观和奉献
精神，有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领导能力，心胸开阔，
相容性大；高创造力是指有目标追求，有进取精神、
执着精神、吃苦精神，有好奇心。还有一些“超强”学
生，是指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专特长、强烈的兴趣爱
好和超强的能力，而在智商方面不一定就“超常”。那
么，“超常”学生或“天才”儿童是如何产生的？我认为
“超常”学生的产生有两方面因素：一是遗传因素，在
智商和身体素质方面，遗传基因有一定的作用；二是
后天环境，一个人能不能成为“超常”和“天才”，取决
于后天的作用，包括教育、环境影响和本人的努力。

二、古今中外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一）我国“超常”儿童教育发展概况
在古代，“神童”即“超常”儿童，是指他们在其人

生的某一时期、在科学技术的某个方面创造过辉煌
的业绩。如汉朝张衡创制世界第一个测定地震的地
动仪；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算出了精确度较高的圆
周率近似值，创制了《大明历》；郭守敬则是元朝著名
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水利工程专家，他创制的授时
历比罗马教皇颁布的格里历还早了 300多年。这些
人在少年时代都是当时的“神童”。据《中国古代神童
小辞典》记载，早在西汉时期就有对神童进行有目
的、有计划的选拔和培养。“超常”儿童出现率最高的
是唐宋时期。有据可查的唐朝“神童”有 49名，宋朝
有 43名，[4] 在当时，培养和推荐神童也成为社会风
尚。同时，中国古代家庭也十分重视对“超常”儿童的
培养。根据中国古代 172名“神童”家庭出身的调查，
绝大多数出身于官宦门第或学士名流、书香门第，他
们大都具备优异的遗传基因，更重要的是他们大都
拥有良好的家庭环境及其所带来好的教育条件。[5]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急需
各类人才，当时的教育资源全部用于满足各行各业
对人才的需求，对“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则无暇顾
及。“文革”期间，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我国各级
学校不敢对“超常”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认为这是走
“白专道路”，是搞“个人奋斗”，从而严重影响了拔尖
人才的成长，导致高校毕业生普遍存在“平而不尖”
的状况，也导致我国科技领域缺乏高水平、高素质的
领军人才和创新性拔尖人才。

1978年 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提出
“必须打破常规去发现、选拔杰出的人才”，打破了我
国在“超常”儿童培养上的禁锢。也就是在这一年，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少年班。1984
年，天津实验学校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超常儿童教育
实验班。1985年，当时的国家教委颁发了《同意北京
大学等 12所院校举办少年班》的文件，但目前只有
中国科大和西安交大仍在招收少年班。1985年，北
京八中建立了第一个缩短学制的中学超常少儿实验
班。此后，华中理工大学、天津津耀中学、上海实验学
校、东北育才学校、北京育民小学等也开展了“超常”
教育、英才教育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八中开办的“超常”教育实

验班，目标是“使超常儿童潜能得到最佳发展，成长
为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高中毕
业生”。其办班理念是“以体育为基础，德育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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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为重点，为培养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竞争能
力的一流人才打基础”。[6]北京八中注意与顶尖机构
合作办好“超常班”，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北
京市教科院等合作，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善的超常儿
童鉴别方法。超常班的招生对象为 10岁左右且具有
四、五年级文化水平的智力超常儿童，入学后接受四
年的弹性学制，读完小学五、六年级加上中学 6年共
8年的课程，即 14岁左右完成高中阶段的全部课
程。每年招一个班 30人，14岁参加高考，均超过北
京市高考成绩最好的高中。[7]

上世纪 90年代成立的中国“超常”儿童研究协
作组，专门编制了两套工具书：一套是《鉴别超常儿
童认知能力的测验》，一套是《鉴别超常儿童非智力
个性心理特征问卷手册》，其中包括幼儿、小学、少年
三种测验，都填补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空白。
（二）国外“超常”儿童教育概况
1.美国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早在 150年前，即 1868年，美国就有了天才教

育计划。时任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学校校长威廉姆·
哈里斯（W.T.Harris）就提出：为有天赋且学习能力强
的学生提高教学进度，缩短教学课程，从而开创了美
国天才教育的先河。1901年，美国第一所天才儿童
专门学校建立，揭开了美国天才教育的帷幕。1954
年，美国国会颁布了《国家科学基金计划》（NSFP），
明确提出要加大力度支持“天才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要求由联邦政府给地方拨款进行资助。

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惊呼为
什么在航天领域落后了，认为根源在于教育落后。于
是在 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案》，其中包括加强
对天才学生的培养力度，重点培养在科学、数学和外
国语言等方面有特殊才能的学生，由联邦政府为他
们提供专项资金。该法案提出：“保证任何天才不因
经济问题而失去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1965，美国
国会通过在小学和中学实施“发展天才教育方案”，
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成立了“白宫资优及特殊才
能特别委员会”，对天才教育事业进行监督和指导，
目的在于不要让有天才的人消失，要把每一个有天
才的人落实到天才教育中，并明确规定要加强天才
教育的研究工作，由教育委员会负责指导。1969年，
美国联邦法案规定，由美国教育委员会指导天才教
育研究工作，并支持州政府发展天才教育方案，旨在

切实加强天才教育。1972年，美国联邦教育部成立
“天才儿童教育局”，专门管理天才儿童的选拔和教
育问题。1973年美国教育署设立“天才教育处”。
1978年联邦政府颁发《天才教育法案》，规定要给天
才教育更多资金资助，责令成立州及地方教育机构
与公立、私立学校形成合力，共同实施天才教育。
1986年，《Jacob Javits英才学生教育法》规定，应加
大力度教育与培养天才青少年，使之为国家和社会
发展贡献更多力量。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有关天
才教育的法案，增拨 790万基金，重新组建“优资及
特殊才能联合办公室”。1990年成立了由美国教育
部牵头的美国国家“英才研究中心”，用以开展英才
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
为切实开展好天才教育，美国也很重视天才儿

童教育师资的培养。早在 1979年，美国就有 100多
所高等院校培养天才教育的师资，从而也形成了一
支具有培育天才能力的专职教师队伍。2011年，美
国还提出《授权教师给予天才和高能力学生帮助法》
法案，不仅重视天才教育教师队伍的培养，而且赋予
他们一定的权力，不仅在经济上给予保障，而且还建
立了“天才儿童资料库”。
美国把同龄儿童学习成绩的前 10%确定为英

才学生，排在同龄人前 1%- 3%的英才学生则会受到
重点关注和特别培养。美国对“超常儿童”、“天才青
少年”培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1）设有特殊班级
的英才学校。把超常儿童、天才青少年集中在一起学
习、培养，有专科（单科）性质的（如数、理、艺术等），
也有综合型的。这种专门培养英才、天才的学校，智
商一般要在 130以上的儿童和少年才能入学；（2）普
通学校内的超常教育。不把超常儿童专门放在一所
学校里培养，而是与其他学生放在一起，但可以让他
们提早入学，并对他们加强个别辅导。如为他们建立
可供自由选择的弹性课程，根据需要开设特殊科目，
允许跳级，鼓励他们独立开展研究等；（3）家庭型学
校。即在家上学，主要由家长（或外请教师）教和自
学。有些家长认为自己的孩子有特殊的才能、特别的
兴趣爱好，而学校教育又满足不了孩子的需求和发
展，于是就把他留在家中接受教育。
美国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之所以比较成功，

一是在思想观念上承认有超常儿童和天才的存在，
对每一个天才儿童因人而异，因材施教，给予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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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二是重视法制建设，以法律形式为培养天才青
少年提供政策保障和支持；三是加大资金投入，从国
家到地方政府，从企业到基金会，都拨专款支持天才
教育的研究和实施。

2.英国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英国将英才教育列入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

分。英国于 1999年出台“追求卓越城市教育计划”
（EIC计划），要求学校任命一名英才教育协调员，选
拔 5％- 10％的在校生为“英才学生”，并设置不同的
教学规定和教学计划。截至 2004年，英国有 40％的
中学（约 1300所）、15％的小学（约 1800所）所启动
了 EIC计划。2002年，英国创办了国家青年英才学
院，为全国 11- 19 岁的英才学生提供特殊课程服
务，政府每年提供 500万英镑支持此项工作。2008
年，英国有 78万学生被鉴定为英才学生。为提高英
才学校教育质量，英国十分重视英才教育中的师资
培训，要求教师必须树立英才教育理念，并纳入教师
专业标准。英才学生教育教学能力成为衡量优秀教
师的重要指标。英国的“超常”教育还体现在公学这
种学校教育模式上。英国的公学是实施“超常”教育、
“英才教育”的私立学校，培养了许多有超强创新力
的学生。这里有一流的生源、一流的办学条件和教学
环境，有一流的教师，学费昂贵，选拔严格。入学考试
内容广、要求高，偏学术性。

3.新加坡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新加坡于 1984年实施天才教育计划，目标是致

力于培养英才儿童，使其充分发掘和实现自己的潜
能，以更好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到 2001年，新加坡
已经有 9所小学和 7所中学成立了“天才教育计划
中心”。新加坡教育部认为，英才儿童应具备六个条
件：综合能力、特定的学术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领
导能力、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方面的能力、心理活动
能力。在新加坡，对英才儿童的选拔是从小学阶段四
年级开始的，即从学生总人数中选出 1%作为天才
教育计划的入选对象。考试科目有英语、数学和综
合能力测试。此外，为了更好地推行它的天才教育计
划，新加坡国立大学附属数理中学还与一些世界一
流大学建立了毕业证书认证机制。[8]

4.新西兰对“超常儿童”的培养
新西兰是一个多民族的发达国家，对教育和人

才培养也非常重视。1997年成立了新西兰“英才教

育咨询小组”。2000年该国教育部印发了《英才学
生，新西兰学校满足他们的要求》，用于为所有英才
教育学校提供指导。2001年，其教育部正式组建了
英才教育工作小组。2002年，新西兰政府颁布了《英
才学习者促进法案》，强调要保障所有的英才儿童均
能接受到合适的教育。[9]

三、超常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智力“超常”儿童、能力“超强”儿童是客观存在
的，如果能及时把他们选拔出来进行早期培养、及时
培养，必将有助于他们的茁壮成长。由于“超常”儿童
的智力开发和培育具有时效性，如果错过拐点期就
难以激发他们原有的强烈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也
就失去了培育和成长的最佳时期。从过去到现在，我
们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体育天才、音乐天才、艺术天
才、棋类天才或科学天才，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少儿
时期就被发掘出潜能并加以培训和引导，同时为他
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改善了，资源

丰富了，这些都为儿童早期的智力开发奠定了良好基
础，也带来了良好条件。如果我们能及早地把这些“超
常”或“超强”儿童选拔出来，根据其兴趣爱好和专特
长，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他们就能在适合的环境里茁
壮成长。反之，如果让这些“超常”儿童混合在其他普
通儿童之中接受一般教育，把大量时间消耗在他们早
已掌握或根本不喜欢的教学内容上，他们就没有多余
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钻研自己的兴趣爱好，从而也
就错失了无法挽回的最好的发展时机。
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的教育千万不能忽视对百

分之几“超常”和“超强”儿童的选拔和培养。美国教
育的一个成功之处就是着力于 5%天才儿童的培
养。有不少人认为，美国的教育是失败的，基础教育
质量不高，远不如亚洲和其他发达国家。但是，美国
5%的英才教育却是成功的。正是这 5%的英才，支撑
和推动了美国科技、国防和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因此
在世界的竞技舞台上长盛不衰。若论高等教育而言，
美国的英才教育主要集中在二三十所顶尖大学。全
国各行各业，包括政界、经济界、军界、科技界的杰出
人物，绝大部分来自于这二三十所顶尖大学。由此可
见，英才教育、拔尖人才培养对美国的发展和强盛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如一位学者说的，人才是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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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英才是高层次人才，居于金字塔的塔尖，是人
才大军中一支“特种部队”，有卓越的创造能力，是人
才资源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力资
源质量的关键要素。[10]再如，上文所述的英国私立学
校“公学”是中学阶段的英才教育，学生人数仅占英
国中学生总人数的 1.4%，且分别获得牛津和剑桥
50%与 55%的招生名额。上世纪六十年代，英国外交
官中的 95%、将军中的 87%、法官中的 85%以及政
府高官中的 87%，都毕业于以“英才教育”著称的
“公学”。可见，“超常”教育、英才教育在培养高端人
才、尖子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已经经历了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

济时代、再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过渡。如果说农业经济
的发展主要依靠劳动力，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
资金，那么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主要依靠知识和高
科技。当今社会己进入信息化时代、人工智能时代，
引领和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主要靠各类拔尖创新人
才、精英人才。在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都必须有一
批精英人才，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如果没有精英人
才，这个社会和国家不可能有高水平、高品质的快速
发展。我国必须有大批具有创新思维、创新能力的拔
尖人才，才能在激烈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中取胜。
而大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育必须从小抓起，从超常
儿童的选拔培养抓起。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的培养
措施，没有让他们自主学习，自由活动，发展自己的
兴趣特长，就必将泯灭他们的才智和潜能。
实施“超常”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可以及早将

那些未来精英人才的苗子选拔出来，然后精心培育，
把他们潜在的专特长以及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发掘
出来，从而使他们不断成长，成为拔尖创新人才，成
为国家栋梁之才。我国目前最紧缺的就是世界一流
的高科技和核心科技，为此急需培养和造就能创新
高科技的杰出人才，而加大培育超常儿童和天才青
少年，正是培育有创新精神、有创造能力的高科技人
才的基础工程。

四、我国“超常”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超常”教育方面尚存在严重的不足和问
题。在精英教育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
15%以下，如 1978年仅 1.56%，1998年仅 9.6%，直
到 2002年才达到 15.03%。当时大学生多数属于“超

常”学生，但没有根据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给予
“超常”培养。因为各行各业人才奇缺，高校必须培养
面向社会需求的专门人才，难以实施特殊的“超常”
教育和英才教育。现在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后
期，毛入学率在 48%以上，每年招收 700 多万大学
生，完全可以将 1- 3%的“超常”学生选拔到英才学
校或英才班、尖子班，给予特殊培养。但这项本可以
实施的工作，至今没有真正开展起来，究其原因是多
方面的。主要是对“超常”教育的认识存在思想观念
上的偏差。
一是受传统“均衡论”观念的负面影响。中华民

族有许多优秀的文化传统，但由于两千多年封建主
义思想的影响，也有不少对后人产生很大影响的消
极观念，其中包括“均衡论”。长期以来，社会上一直
存在不担心财富不多，只担心财富分配不均匀，反映
在教育和人才培养方面，即不担心“拔尖人才”出不
出来，只担心录取、招生标准和规则不公平。一旦招
收偏才、怪才、“超常”人才时，由于他们的考试分数
不是最高，就会受到不少人的质疑、谴责、批评。在
“教育公平”的声浪中，这些有望成为“杰出人才”的
人往往被扼杀在摇篮中，排斥在校门之外。
二是“左”的思想影响至今还没有肃清。在不少

人的头脑中，仍然把培养拔尖人才、实施“超常”教育
认为是在搞特殊化、搞特权，认为这样做还会出现
“捅路子”、“递条子”、“开后门”等各种不正之风，从
而污染社会风气，滋生社会腐败现象。邓小平早就主
张要办好重点学校，把最优秀的人才送去学习。[11]但
反对办重点学校、反对优先录取优秀生的呼声不断。
正是这种“左”的思维定势，阻碍了“超常”教育、英才
教育的发展。
三是形而上学的观点贻误了“超常”教育。改革

开放后，许多有识之士批评完全按分数录取的招生
制度，埋没了有专特长的人才，提出要实行自主招生
制度，对专特长学生加分或降分录取。这些措施对选
拔和培养“超常”学生和尖子学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并取得一定实效，对挖掘学生潜能、激发学生专特长
的发展也产生了良好的效果。但试行了一段时间后，
由于少数地区和学校出现了一些问题，于是一些主
管部门就取消了自主招生，取消了对专特长学生的
加分，又恢复到以前的“以分为本”的招生制度。许多
能够展示青少年学生才华、有助于早期发现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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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被取消了，唯恐出视“走后门”、“潜规则”等问
题。实际上，这些向题是在改革过程中发生的，是局
部的、个别的，完全可以通过完善规章制度、加强监
管予以解决。殊不知，这种简单化的“一刀切”式的做
法，很可能导致许多“超常”学生（高智商学生）和“超
强”学生（专特长学生）被排除在校门之外，也泯灭了
他们的聪明才智。另外，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也
是违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
出“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在一定的条
件下，矛盾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互相转化。”
以上这种片面的、静止的、孤立的思维方式显然阻碍
了“超常”教育和英才教育的发展。
四是“三个一切”观点阻碍了“超常”教育。近些

年来，在招生中把“稳定压倒一切、分数高于一切、公
平主导一切”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超常教育和
天才教育不能实施、不敢实施。“超常教育”就是要选
拔和培养尖子学生，这是一项很繁杂的系统工程，对
正常的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及教育秩序也会带来一
定的冲击和影响，工作难度较大，当然也会在社会舆
论中产生不同的看法和争论。这都属于正常现象，不
必惊慌失措。当今升学制度仍是以“分数为本”，“分
数高于一切”，教育主管部门下发的文件中虽然有对
学生“素质”要求，但这是软指标，因为人人“素质”都
合格，招生录取时依然是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然
而有专特长、有兴趣爱好的“超常”学生、“超强”学
生，往往在考试分数上考不过那些潜心读书的“学
霸”和应试生中的考试“高手”。在“分数高于一切”、
“公平主导一切”桎梏下，“超常”“超强”的有特长学
生得不到特殊照顾，迫使这些学生只好在提高考分
上下功夫，而不是在发展专特长和兴趣爱好上下功
夫。于是，这些学生由于得不到进一步培养的机会，
“超常”、“超强”的优势逐渐退化，变成平常人、普通
人。我们不能以所谓的“教育公平”违背人才成才规
律、违背教育发展规律。如果我们的教育以及考试招
生选拔制度不鼓励、不激励 1- 3%的“超常”学生，而
是用所谓的“公平”“分数线”挡住他们前行，实际上
是在扼杀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钱学森之问”岂能
破解？

五、我国如何实施“超常”教育

实施超常教育并非仅仅是招生考试的问题，也

并非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而是一个从思想观念
到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问题，是一个国家从人才发
展战略制定到精细化实施方案的落实问题。解决好
这一问题，必须既有战略高度，又要齐抓共管，落到
实处，力戒空谈。
（一）要树立实施超常教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善待“超常”儿童和学生
要认识到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

表现在经济、国防、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竞争，我国
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核心科技领
域差距更大，主要原因在于缺乏拔尖创新人才，因此
要有一种紧迫感和危机感。我国要在未来四五十年
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就必须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
抓起，着力实施超常教育，让尖子人才脱颖而出。
为此就要树立实施“超常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从学前教育教师到各级教师，认识到超常教育的
重要性，善于发现“超常”学生，及时选拔推荐，实施
“超常”教育。首先，各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要善待“超
常”儿童和学生。若将他们适时地招收到合适他们生
存和发展的学校，如禾苗获得阳光、雨露，茁壮成长，
大有所为;若将他们与常人一样看待，都固定在同一
个班级学习同样的课程、考同样的试卷，并以分数作
为升留级和升学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些“超常”学生
必定就会为了追求高分数而不得不花大量时间和精
力去应对作业、考试，被强迫地学习自己不喜欢的课
程和专业，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专特长去发
展自己，虽也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他们的兴趣爱
好和专特长却被磨灭了，从而也错过了最好的成才
时机。最有希望培养成杰出人才的“超常”学生就这
样被耽误、被淘汰了。这就是钱学森说的“为什么我
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具备杰出人才
素养和基础的“超常”“超强”学生不着力挖掘和培
养，如同对藏有金子的矿石不去开采，而着力开采一
般的石矿和铁矿。不去挖掘开采金子何以出金子？不
去选拔培养杰出人才何以出杰出人才？我们必须有
培养杰出人才的紧迫感和责任感，才能善待“超常”
学生，重视“超常”教育。
心理学研究成果告诉我们，13岁以前是“超常”

儿童成长的关键时期，4岁、7岁和 13岁是发展期的
三个拐点。包括科技精英、国学大师、体育尖子、文艺
尖子，概莫如此。我国有一支“珠心算部队”肩负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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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国防使命，他们的年龄仅 8岁左右，都是从“超
常儿童”中用超常的方法选拔出来的，并以超常的方
法强化培养，突破一般学校的招生、培养模式。“超
常”儿童少年的成长是有时间节点的，必须抓住节点
和拐点，针对他们的兴趣爱好和专特长，及时培养和
训练，促使他们快速成长。相反，如果不及时培养、犹
如农作物种植过了节气，失去了生长发育的时机，导
致无可挽回的损失。
善待“超常”儿童就是要用超常的方式及早发

现，用超常的方式及早培养，不能以考试分数束缚他
们的“超常”发展。否则本可以成为“杰出人才”的“超
常”儿童、“天才”少年被扼杀在“以分数为本”的应试
教育之中。“超常”学生具有超出同龄人、常人的智商
和创造力，必须采取超出常人、超出常规的培养方
法。对超常学生应从智商、情商、创造力方面考核他
们，不能仅以考试分数、“全面发展”考核他们。
概而言之，中国不缺“千里马”，而缺识“千里马”

的“伯乐”；中国不缺“超常”“超强”人才，而缺选拔、
培养人才的机制；中国不缺金矿、银矿，而缺开采意
识和能力。只有树立高度的为国家培育杰出人才的
责任感和紧迫感，才能高度重视“超常”教育工作。
（二）要转变思想观念，破除“三个一切”
一是关于“稳定”问题。实施超常教育可能会产

生不同的看法，对管理工作、教学工作带来一些麻
烦，这是正常的。只要讲清这项工作对人才培养的
重要意义，制定好完善的规章制度、操作程序，是不
会影响稳定的。但现在有些人把工作中出现的一些
问题小题大做、惊慌失措，莫须有地与“维稳”挂钩，
反对搞“超常”教育，这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同
时，还要警惕个别制造不稳定的人。有些人的孩子智
力很平常上不去，又不让智力“超常”的孩子上去。一
旦别的孩子上去了，嫉妒心理爆发，就吵闹不休，“不
公平、不平等”帽子满天飞，甚至制造事端。我们不能
以“维稳”为名姑息迁就这些人，不能妨碍“超常”教
育的发展。不要把不属于“维稳”范畴内的事，夸大
其词上升到“维稳”问题。目前的义务教育阶段，把
“超常”儿童与普通学生放在一起培养，前者“吃不
饱”，后者“受不了”，于是出现一批“超级”学校的“超
前”教育，这样就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反而会导
致不稳定。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重视“超常”教育，国
家培养不出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我国科技一直就处

于落后状态，受制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国家和社
会能稳定吗？只有办好“超常”教育，培养出大批杰出
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使我国真正
稳定、繁荣，长治久安。
二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问题。升学考试以考分

为主要依据是正确的、必要的，但不能绝对化、简单
化，否则就会把那些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排除在校门之
外。“超常”儿童往往在某一方面有强烈兴趣，出类拔
萃，对这些特殊人才必须用特殊的方式加以培养，如
果完全按分数录取，许多有望成才的“超常”儿童、英
才青少年被剥夺获得合适教育的机会，必将引导所有
的学生放弃自己的特殊爱好和专特长，去应付升学考
试，追求分数，将来就会成为“平而不尖”的“合格”人
才。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借口，耽误对拔尖创新
人才的选拔和培养。这是典型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
思维定势，是“以分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进而言
之，我认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是个伪命题。
“人”不是由分数决定的，分数不能全面客观地体现出
一个人的本质，有高分低能者，也有高分缺德者，分数
仅仅反映人的智商的一部分。仅仅以分数的高低来评
判人、选拔人，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三是关于“公平”问题。有人认为“按考分录取是

最公平的”。这种貌似公平的做法实际上却是不公平
的。究其原因：一是不同的学科专业、不同的行业对
学生的素质、知识结构的要求是不尽相同的。以考分
为本，完全按分数录取学生，对学科专业和用人单位
是不公平的，因为有些毕业生不能满足他们的发展
需求；二是对“超常”儿童少年来讲也是不公平的。他
们平时把大量时间、大量精力花在发展自己的专特
长和兴趣爱好上，比常人艰辛许多，他们如果把大量
时间、精力用在课业上，完全可以考出高分。不善待
“超常”学生，不因材施教，本身就是不公平，对国家
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这些“超常”学生中有奇才、怪
才、天才，培养好了将来对社会、对国家，甚至对全人
类做出卓越贡献，现在用所谓的“公平”不为他们提
供适宜他们发展的气候土壤，甚至排除在校门之外，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是社会和国家的损失。
（三）要制定“超常”儿童的选拔标准和操作办

法，大力创建“超常”学校
为了确实把那些“超常”儿童选拔出来，推荐到

“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大中城市可设置专门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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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测试出“超常”学生的智
商指数，凡达到标准的便可获得相关证书，方有资格
报名“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以防“递条子”、“走后
门”等不正之风。
鼓励创建用来专门培育“超常”儿童的“育英学

校”、“英才学校”、“特色学校”等。这类学校应以民
办、私立学校为主，把现有的质量较好的民办小学和
民办中学改为以培育“超常”学生为主的学校。一些
公办学校在校内也可以开设“育英班”、“英才班”或
“尖子生班”。全国有 2亿多小学生和中学生，其中
智力“超常”学生有 600多万，为此要办上万所英才
学校及“英才班”、尖子班，这样才能满足各方面的需
要。然而我国目前还太少太少，发展潜力很大。
为了确保“超常”教育在招生、教学、管理、质量

保障等方面能够正常运行，应在入学条件、选拔制
度、办学规则、教学内容、培养目标、教师规范、学生
守则等方面制定操作办法，同时包括制定筛选制度、
淘汰制度、退出机制，以确保真正的、有发展前途的
“超常”儿童能进入到这类学校和班级学习和升造。
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不会出现“开后门”、“通路子”等
不正之风，或出现许多家长都认为自己的孩子很优
秀而千方百计将其送进“超强学校”。但只要制定好
相关的制度和措施，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如果家长
把没有专特长的、智商不高的、没有强烈兴趣爱好的
孩子送到这类学校，根本就无法适应高难度、高强度
的学习环境，甚至会耽误自己孩子的学习。有人说，
创办“超常”学校（班级）很有必要，但如何应对“双二
代”（“官二代”“富二代”）利用各种关系和手段纷至
而来。这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现实问题。我认为
只要规范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制度和实施条
例，加上党风党纪管控严格，日益好转，这些问题完
全可以解决。凡符合条件的“双二代”准予入学，不得
拒收；凡不符合条件的“双二代”一律不予录取，不得
照顾。教育主管部门不能因为“双二代”问题望而生
畏、怯而止步。更不能以此为借口，不敢开展“超常”
教育，这是不敢担当、不作为的表现。
（四）要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加大“超常”儿童

的培养力度
一是从政府层面设立专门从事“超常”教育管理

的部门和机构。如可以在国家教育部设立“英才教育
司”，在地方教育厅（局）设立“英才教育处（科、室）”，

专门管理“超常”儿童教育、英才学生、天才学生教
育。要把超常教育列入教育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之
中，制定“超常”教育教育的相关政策、法规、条例；审
批“超常”学校或英才学校举办的条件；检查督促英
才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确保“超常”儿童能及时得到
相应的合适教育；组织交流“超常”教育的经验，推动
其健康发展；帮助和扶持各类英才学校办出水平、办
出特色、办出成效，培养出尖子人才，输送到最适合
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深造。我国”超常”教育能否像
发达国家那样蓬勃健康地开展起来，政府的作用是
至关重要的。政府主管部门要把“超常”教育作为份
内工作、重要工作。但在教育部下达的主要文件中、
年度工作计划中，几乎从不涉及“超常”教育、英才教
育。尽管高校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比较重视，但
“超常”教育必须从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抓起，并沿续
下去。到了大学再抓固然也会有作用，可是许多本可
以成为拔尖人才的“超常”儿童少年，由于没有“超
常”教育早被流失了。到了大学才想起来培养拔尖
人才，为时已晚。
二是在学校层面，各级学校都要善于发现“超

常”儿童，要建立学习档案，及时选拔推荐他们到适
合的学校和环境学习和深造。为此，学校一方面要加
强大脑开发、思维训练、能力发展，增加知识点、扩大
知识面等智力因素的培育；另一方面也要对这类儿
童和学生加强理想信念、品德品行、意志毅力、身心
健康等非智力因素方面的培育，尤其要有艰苦奋斗
精神、吃苦精神。
三是在社会层面，建议在中国教育学会及中国

高教学会这些全国性学术组织下设立“超常”教育、
英才教育、拔尖创新人才教育等类似专门性的研究
会、联盟、协作会等研究机构，搭建互相交流、互相学
习的平台。同时，鼓励和引导企业、基金会、社会贤达
积极扶持、资助这些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学
校及相关机构。我国是高度集中管理、行政领导力很
强的国家，这种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实
事，效率很高。我国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权利也很
大，对增加教育投入、加快教育改革发展起了很大作
用，如果能够着力于“超常”教育、英才教育，一定会
取得好的效果。教育主管部门应采取切实措施，从学
前教育、小学教育阶段抓起，及早发现、及早培养“超
常”“超强”学生，并与高等院校、科研部门、相关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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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Selection and Cultivation of“extraordinary”Students:
On the Crack of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Yang Deguang & Song Lili
（college of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 Institute of Education,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Abstract: The"extraordinary" students can be summarized as "three high", namely high IQ, high EQ and high creativity. The

selection of "extraordinary" students who have been objectively present for early training and timely training can be said to be a basic
project for creating a group of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country's future. "Extraordinary" students need "extraordinary"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have been serious shortcomings in "extraordinar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for a long time. The reason is
that traditional "equilibrium" concepts, "left" ideas, and metaphysics have influenced and delayed i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enrollment work,"stability overwhelmseverything, scores aboveeverything,and fairness dominates everything"has been placed in the
supreme position, which also has led to the"extraordinary" education can not be implemented and dare not be implemented. So, in
order to do a good job in "extraordinary" education and crack "the Asking of Qian Xuesen". First, we should establish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urgency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traordinaryeducation. Second, we should change our thinking and concepts, and
do away withthe "three everything".Third, we should formulate the selection criteria and operatingmethods for "extraordinary" students,
and vigorously establish "extraordinary" schools.Fourth, we should create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treat"extraordinary" students
kindly and strengthen the power of cultivation of them.

Keywords: "extraordinary" students, "extraordinary" education, top-notchtalentsculti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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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衔接，协同培养、连续培养。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要加快建成适合每个人的

教育，努力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同素
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接受符合自己成长需要的教育。
开展“超常”教育，正是习总书记强调的“每个人的教
育”。”超常”教育是教育规律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决
定的。背离了规律就是错失了“超常”人才培育、发展
的机会。据悉，新创建的杭州市天元公学，将实行从
幼儿园、小学、中学“一条龙”办学模式，作为“超常”
教育、“每个人”教育的示范学校。“探索实施个性化

潜能教育实践，使不同性格禀赋、不同兴趣特长、不
同素质潜力的学生都能成长成才”。期盼这一新型的
学校在新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为我国“超常”教育、为
杰出人才选拔培育，注入新的元素，探索新的路子。
建议每个省（区）市都要创办“超常”学校，有条件的
小学、中学都要办“英才班”、“特色班”。这样，我国大
批精英人才将会如井喷一样涌现出来，“钱学森之
问”也将迎刃而解。

（责任编辑 南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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