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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加坡 %’)’ 年完成了中小学课程改革以后"经过不断的研究$探索$改进"形成了目前精英教育的办

学特色% 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与教育的不断创新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文章在介绍新加坡教育改革情况的同时"着力

分析新加坡精英教育的内涵和特点"并对中$新两国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中寻求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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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在独立后不到 #" 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令

全世界瞩目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成为%亚洲四小

龙&之一#昂首步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新加坡经

济的高速发展#除了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外#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对教育的重视$ 研究新加坡的

教育改革# 对我国的教育及经济的发展是很有借鉴

意义的$
众所周知#新加坡虽然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但

却是一个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 它惟一可以利用的

资源就是人$ 新加坡与世界各国的竞争#在很大程度

上是人才的竞争$ 为此#新加坡制定了自己的人才开

发政策’((精英教育$ %’)’ 年#新加坡用了 & 年的时

间逐步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改革# 决定从基础

教育开始#实施精英教育计划$ 新的课程改革有两项

重大举措$

%’)) 年以前#新加坡的学校制度提供小学 / 年)
中学 # 年)大学前 ! 年教育#并参加相应的小学)中

学)大学前教育三类学校的毕业考试#不合格者将不

允许继续留校或升入上一级学校* 也就是说#所有在

校中小学生#要用同样的速度学习同样的课程#一旦

在毕业考试时出现掉队现象#将被迅速淘汰出局#失

去 了 进 入 上 一 级 学 校 学 习 的 机 会* 新 加 坡 政 府 从

%’(" 年开始#分别在小学和中学实行了课程改革#课

程改革的根本目标是提高新加坡基础教育的质量#
为国家早出人才#多出人才* 改革的表现形式是在因

材施教思想指导下的中小学教育分流制度*
C!D"!#$%
新加坡教育部门对学生的第一次分流是在小学

四年级期末* 具体改革措施是把 %’)) 年以前小学的

单元制教学变为三元制教学#即由以前的统一编班#
统一授课制度变为按学生的程度把他们分别编入三

种不同的班级#实行不同的学制#讲授不同的教学内

容* 这种分流工作从小学三年级期末就开始酝酿了*
学生学完前三年的课程后# 学校要对每一名学生做

出评估#并与家长协商#做好分流的准备工作* 到小

学四年级期末# 举行全校统考# 综合第一语文 !英

语"+第二语文!本民族语")数学和道德教育的考试

成绩#通过鉴定#让学生分别升入五年级三个不同的

课程班,
%-普通双语班$ 升入这个班级的学生#用 / 年的

时间学完小学课程# 参加教育部举办的小学毕业离

校考试!E2F="#合格者升入中学学习$ 这类学生占学

生总数的 ’"G左右$
!-延长双语班$ 小学三)四年级成绩欠佳#但一)

二年级成绩较好者#可以升入延长双语班$ 该班学习

内容与普通双语班相同#但进度较慢#他们用 ( 年的

时间学完小学课程#然后参加 E2F= 的考试#合格者

可升入中学$ 这类学生占总数的 /G左右$
&-单语课程班$ 入小学以来学习困难#经测试将

来也难以通过 E2F= 考试的学生#允许他们进入单语

课程班#只选修一门语文课#用 ( 年的时间学完小学

课程后# 参加小学水平考试# 合格者进入职业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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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学习职业课程!将来成为技术工人" 这部分人占

总数的 !"左右"
#!$"!#$%
第二次分流是在小学毕业升入中学之际" 普通

双语班和延长双语班的学生分别经过 % 年和 & 年的

小学教育后!通过了 ’()* 的考试!根据其小学毕业

成绩!被分别编入中学三种不同的课程班#特选课程

班$快捷课程班和普通课程班"
+,特选课程班"特选课程是专门为那些%天才&少

年开设的" +-.- 年新加坡政府对中小学实行教育改

革时!有 - 所历史悠久的华文学校!成为新加坡的特

别辅助计划学校" 为提高这 - 所学校的英语教学水

平!特许它们开办特别课程班" 小学毕业成绩最优异

的 +/"左右的学生可以读这项课程" 学生在第 ! 年

结束时必须通过剑桥’01*(的%2&级普通教育证书

考 试’0343567 13589:9;683 2: *<=;689>4%2&73?37 *@A
6B94689>4C(!然后进入大学前课程的学习" 他们在中

学除了学习正常的文$理科课程和英文外!还要学习

高级华文$高级马来文$高级泰米尔文中的一种" 英

语和母语都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同时!还要补充大量

的课外学习材料" 个别学校还建议他们学习第三种

语言!如日语$法语$德语等" 因此!这类课程只适用

于那些英语和母语成绩特别好的学生"
D,快捷课程班" 进入快捷课程班的学生也是用 !

年的时间学完中学课程! 在第四年结束时参加剑桥

’01*(的%2&级水平考试"他们与特选课程的必修课

相同! 区别在于学习普通的华文$ 泰米尔文或马来

文!没有大量的课外补充学习材料" 他们将英语作为

第一语言!将母语作为第二语言"
E,普通课程班"普通课程分为学术性普通课程和

工艺性普通课程两种"
学术性普通课程班的学生约占总数的 D/FDG"!

学习四年后参加 01*%H&级中等教育证书水平考试

’01* %H&)*I*)(! 及格者可继续学习一年后参加

01*%2&级普通教育证书考试!少数在 01*%2&级

水平考试中成绩优良者进入初级学院或理工学院学

习" 其余的大部分人完成学术性普通课程的学业后!
可继续接受职业技术教育或就业"

普通工艺性课程班的学生约占总数的 +GFD/""
这些学生在原来的教育体制下是被淘汰的学生!没

有机会接受中学教育" 新课程改革后!他们可以进入

中学学习! 对他们的要求是加强对英语和数学的教

育! 并同时接受职业技术培训" 在四年级期末通过

01*%H&级水平考试!少数有余力者可进入中学五年

级学习!并参加 01*%2&级水平考试"
上述快捷课程和普通课程的班级编在一个学校

中! 可以随时进行调换! 普通班的学生如果成绩优

异!可以调到快捷班!反之!快捷班的学生成绩不及

格者!就要调到普通班去"
特选课程和快捷课程的学生在中学学习四年!

通过英国 01*%2&级水平考试可进入初级学院或理

工学院" 对于普通学术课程班的学生!延长一年学习

期限后!通过了 01*%2&级水平考试并取得了优良

成绩!也允许进入初级学院或理工学院"
通过了 01*%2&级水平考试的中学生必须接受

二年的大学前教育!即初级学院教育" 二年的大学预

科教育结束后!学生必须通过 01*%J&级水平考试!
才能进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或南洋理工大学学习!也

可以进入国立教育学院!接受师资培训"

为不同学力$ 不同学习态度和不同学习兴趣的

学生设置不同的课程! 这是新加坡精英教育的又一

特色" 经过两次分流后!几乎决定了每位学生一生的

发展方向" 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水平进入不同的课

程班!所学的内容也有很大差异!充分体现了精英教

育中因材施教的特点" 根据 D//D 年新加坡教育部课

程规划与发展署颁布实施的)中学华文课程标准*的

要求!仅以识字教学为例!可以看出新加坡教育部门

对三种层次课程的学习要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详见

表 +("

说明!

!""写用字#要求学生会认$会 读$会 写$会 用%教 师 必 须

精教&’认读字(只要求会认$会读$略懂字义%不要求会写$会

用%略教即可)

表 + 中学各课程各阶段应教学的写用字与认读字的数量

+ +& + 外国教育研究 D//! 年 第 &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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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高级华文!快捷华文!普通华文!华文#!基础华

文是这样定位的"#高级华文$是特选课程班的学习内容%高级

华文通过者会给他的学习成绩加分& #快捷华文$指快捷课程

班的华文& 成绩达到 $% 分以上者可进入此班& #普通华文$在

学术性普通课程班开设%一般是成绩中等的学生& 此课程有四

年制和五年制两种& 对两种毕业年限学生的华文要求也有不

同&#华文 #$是非常简单的课程%它是近两年实行的新政策%针

对的是那些出身英语家庭%英文非常优秀%但华文无论如何过

不了关的学生&他们向教育部申请后%可以学习#华文 #$%意在

让他们的华文也过关& 据说过去很多这样的孩子因为华文完

全不行%被大学拒之门外%甚至很多家庭因此而移民英美& #基

础华文$指普通工艺班课程%修读者华文不及格%此课程着重

于听说读%对写不做要求& 考试时只做口试和听力%但程度及

证书不同& 这些学生通常四年毕业%去工艺学院学最基本的出

力多一些的工作&

从表 ! 可以看出!各年级和各种课程班的学生!
根据所学层次的不同!掌握汉字的数量也不同" 各班

级 学 生 毕 业 时 应 掌 握 的 汉 字 量 为 #$高 级 华 文 %为

" #$$ 个!$快捷华文%为 " $$$ 个!四年制$普通华文%
为 % &$$ 个!五年制$普通华文%为 " $$$ 个!$华文 ’%
为 % $$$ 个!$基础华文%为 ! ($$ 个& 这就意味着!同

是中学毕业生!在汉字的学习中!高级班与低级班的

识字量相差 ! &$$ 字!真正体现了根据不同学生的水

平因材施教的指导思想&

)!*"#$%&’
新加坡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分流!在小学和中学!

学生各有一次分流的机会! 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

学习态度和学业水平进入不同的课程学习! 这是受

新加坡国情制约的& 新加坡资源极度贫乏!虽然目前

综合国力在世界处于发达国家行列! 但是他们必须

不停地努力!才能保持国家的高速发展!因此对人才

的培养采用了严格的分流制度! 使精英人才尽早脱

颖而出!成为国家的栋梁!充分开发人才资源!显示

精英的优势&
但小学阶段全员化的大规模分流定向也带来了

一些难以解决的弊端& 他们分流的标准主要依据英

语和数学& 由于分流过早而且分流的标准比较单一!
所以分流的结果可能与学生的实际发展水平不完全

一致& 在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的智力因素和非智力

因素开发的早晚不尽相同!有的孩子懂事’早熟!学

习比较好(而那些比较淘气的晚熟的孩子!可能在小

学前三年学习不好! 但不等于他们的智力就一定有

很大的问题! 他们的学习成绩不佳多半是因为非智

力因素的影响&
此外! 家庭环境对学习成绩的影响也是不容忽

视的& 单亲家庭’离异家庭的子女由于受心理因素的

影响!往往学习成绩差一些!他们一旦被分流到单语

课程班! 将来的出路大体上是到中学学习普通学术

课程或普通工艺课程! 毕业后做技术工人的可能性

非常大&
同时!由于不良家庭环境的孩子过于集中!也会

影响班级学习氛围的形成& 这些被打入$另册%的学

生往往容易失去社会’学校’家长的信任和期望!极

有可能产生自卑心理!不利于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
不利于对他们的教育&

相比之下! 我们国家在义务教育阶段实行全民

教育!让所有的人都接受同样的教育!表面上看体现

了平等的原则! 但实际上对那些最好和最差的学生

是不平等的& 这种不分层次’统一编班的做法!增加

了教师授课的难度!造成在同一个课堂上!优等生吃

不饱!后进生吃不了的局面& 那些学有余力的学生只

能跟着全班齐步走!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这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

生尽管一路小跑!仍然跟不上班级的进度!大家都把

他们当成班级的累赘! 从而导致一部分差等生破罐

子破摔!不求上进&
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新加坡的分流制度!但不要

分流过早!在中学阶段实施为好& 这样可以形成竞争

的局面!促进学生的学习&
+(, )#*+,-./01-234+,56

7
为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设置不同的课程! 这是

儒家因材施教思想的体现& 新加坡的华人把儒家教

育思想运用到自己的学校教育中! 让不同层次的学

生学习难度有别的课程! 使每名学生都能在适合自

己程度的班级学习!这样做有利于学生的学习& 那些

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能够学到更多的内容! 有利于

精英人才脱颖而出!为国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 那

些对学习感到吃力的学生!可以放慢学习速度!减少

学习内容!按照自己的程度进行学习!避免他们因为

学习成绩差! 跟不上班级其他同学的学习进度而产

生自卑心理& 这种课程设置的方法也有利于教师的

讲授!同一班级学生的水平基本相同!使教师授课时

不必为照顾最好的学生和顾及最差的学生而感到为

难!可以有更多的精力研究教材和教法!提高教学质

量&
我国目前还没有实行教育的分流制度! 全班齐

-./(!%$$0 李晓明#新加坡的精英教育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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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的做法!使教师教得很辛苦!学生学得很痛苦"
如何能够按照新课标的要求#面向每一个学生!特别

是有差异的学生$% 笔者认为!在当前分流制度在我

国还难以开展的形势下! 是否可以尝试一下分层次

教学% 不打乱目前的年级和修业年限!只是把每门课

程都开成快班&普通班和慢班!针对这三种班级学生

的不同学习水平!设置不同的课程!规定毕业生必须

达到的最低学术标准后! 各班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水

平适当增加学习的难度! 让所有的学生都能达到满

负荷学习!实现教育的最优化’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

学习水平和兴趣选择适于自己程度的班级!比如!那

些语言天赋比较好的学生可以选择文科的快班&理

科的普通班或慢班( 那些理科比较好的学生可以选

择理科的快班&文科的普通班或慢班) 针对不同层次

的学生分别施教!就不会造成优等生吃不饱!后进生

吃不了的局面了" 为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设置不同

的课程!可以实现新课程改革中提倡的个性化教学!
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 这是一种值得肯定和提倡

的做法"
!!""#$%&’
新加坡的精英教育也不是完全从精英的角度考

虑问题的!它也照顾到那些学习成绩差的学生" 精英

们可以用 # 年的时间学完小学课程! 用 $ 年的时间

学完中学课程( 成绩差的学生可以用 % 年的时间学

完小学课程!用 & 年的时间学完中学课程" 只要通过

相应的水平考试!一样可以升入上一级学校" 对那些

智力开发得晚!头脑不甚聪明的学生!给予充分的时

间让他们努力学习!使他们不至于掉队!这实际上是

给了弱势群体更多的机会"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

的教育还是机会均等的"
新加坡的延长课程班! 用 % 年的时间学完小学

课程!用 & 年的时间学完中学课程!使每一年所学的

内容相对减少!学生容易跟上进度" 而我国的降级制

度是让降级生在同一年级学习两次! 总体的难度没

有减少!但却给学生以重复学习的感觉!容易厌倦!
很不利于学习困难的学生慢慢撵上学习进度"

新加坡采用延长课程班的办法!没有降级生!学

生也不会产生降到下一个年级的羞耻感! 不会对学

生的自尊心造成伤害!有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养成"
总之!中&新两国由于国情不同!教育制度也不可能

完全相同" 我国的经济已走向世界!教育也必须面向

世界! 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尽可能地多借鉴

一些国外先进国家的教育经验! 实现教育事业的健

康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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