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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尔顿制教育在中国实验的启示
Ξ

郑国民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5)

　　摘要: 道尔顿制的传入与实验是我国现代教育在发展初期为解决当时班级授课制和

年级制的弊端而进行的大胆探索。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 通过倡导新教育的人们不遗

余力的宣传, 道尔顿制在我国很快得到传播, 并在一些著名的中小学校进行实验。在实

验的过程中, 人们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 并对其进行了适当的改革。这一著名的试图用

外国教育理论解决我国教育实际问题的实验, 对今天的教育改革富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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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 世纪 20 年代, 道尔顿制在我国教育领域开始传播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时的人们

不仅从理论方面对道尔顿制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讨和论争, 而且将其付诸教育实践, 在很多

中小学校实施。由于各种因素的局限, 道尔顿制最终虽然在与班级授课制的抗争中自行消亡

了, 但是, 在这方面所进行的大胆探索和尝试使道尔顿制成为我国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株奇葩,

其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至今还发挥着深远的影响, 洋溢着令人深思的魅力。近些年, 一些学

校依据道尔顿制的原理进行教育实验和改革, 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 1 ]。因此, 在日益重视学生

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的今天, 对于道尔顿制教育进行重新认识和思考无疑是非常必要、迫

切的。

道尔顿制的创始及其原理

道尔顿制的全称是“道尔顿实验室计划”(T he D alton L abo ra to ry P lan)。当时欧美的报

刊大多名其为 T he D alton P lan, 所以, 传入中国时便也因此称作“道尔顿制”。道尔顿制是把

教室变成各科作业室, 将每门学科的内容分解成若干段, 每大段再分成若干小段。每段都有

明确的要求和完成标准, 按月或周分配。学生根据各学科的内容分配, 签定一定阶段的工约,

自由学习。教师在作业室内随时准备个别指导。学生把学习结果送教师处, 教师根据事先定

好的标准评定学生的成绩。学生将每次所得的成绩记在日程表和周表上。学生完成一个工约,

通过考核, 教师认为通过, 则另换新工约。这是以一种契约形式师生双方达成协议, 可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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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以一种类似于工作的学习的责任, 这样的学习会增强学生有目的的意识和完成学习任务

的信心与能力。在各科作业室里, 放着与本学科相关的各种图书、挂图、仪器, 学生随时进

行翻阅和实验, 以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道尔顿制的创始人是柏克赫司特 (H elen

Parkhu rst)。1919 年 9 月, 她开始将道尔顿制试行于一个不分级的残疾人学校。1920 年 2 月,

麻省道尔顿中学校实行此制, 并因此校而名其为道尔顿制。后来柏克赫司特又创办儿童大学

校, 即在小学实行达尔顿制。当道尔顿中学校施行此制不久, 1920 年 5 月英国人来奈到这所

学校参观, 并开始在伦敦泰晤士报教育副刊上撰文介绍此制。此后一个多月, 英国的司脱来

散州立中学 (Strea tham Coun ty Secondary Schoo l) 开始试行道尔顿制。根据现存资料分析,

道尔顿制主要是从美国和英国传入中国的。

道尔顿制不是一种教学法或制度, 而是一种学校教育的组织形式。柏克赫司特说, “实在

讲来, 这是一种使‘教’‘学’的程序互相谐和的教育改组。”[ 2 ] (P31- 32) 柏克赫司特最初在

1913 年创建实验室制时就是以把学校生活完全改组为目的。她认为:“废除现在头轻脚重的学

校组织; 将学校的办法作一种简单的改造; 使生徒得享更多的自由, 得享一种更宜于学习的

环境; 使每一教师为一科专家。更重要的是, 是使学生克服个别的困难, 而使每一学生, 无

论智的还是笨的, 都可有进步的相同机会。”[ 2 ] (P12) 柏克赫司特认为道尔顿制的目标有两个,

一是学校的社会化, 二是把教授和学习联络一致。之所以强调学校社会化, 不仅是因为学校

生活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 应该融合一致, 而且是因为学生在学校可以自主地寻找材料解决

学习上的问题, 从而养成良好的习惯, 以适应未来的社会生活。所谓把教授和学习联络一致,

就是刺激学生的求知欲, 使其按照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安排学习功课。在学生学习过程中, 遇

到困难时, 教师以辅导者的角色去帮助和鼓励他们。整个教和学的过程主要是以学生按自己

的速度, 根据自己的能力去探求知识的过程。所以, 学生的学习不是外界强加给他们的, 不

是时时处于他人的指导和限制之下, 而是自然的和自发的, 由此来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和自

尊心。这样的学习不仅是学生的学习过程, 而且是人生经验的逐渐积累过程。学生在学校中

对知识的探求, 以及所处理的种种关系和事情, 与他们未来的工作和社会生活是一致的。

柏克赫司特认为, 道尔顿制有三大原则: 第一是自由, 第二是合作, 第三是时间的预算。

所谓自由, 是学校使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计划来决定和安排自己的学习内容和任务, 而且

还要从身体和精神方面给予一个宽松的环境, 使其各方面潜能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和发展。所

谓合作, 按柏克赫司特自己的解释是“团体生活的交互作用”。学生遇到困难时, 同学之间互

相帮助, 共同研究, 培养学生具有享受学校和同学提供的各种便利条件的同时要具有为这个

群体尽义务的意识。在这个群体中, 他不仅是一个自由的人, 同时又必须作一个时时自觉的,

对群体负责的合作者。所谓时间的预算, 是培养学生怎样去分配他的精力和时间, 即按个人

的要求充分利用时间。目的是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计划把自己的思维和行动集中在一定

的学科的学习上, 这样他们不但能保证完成学习内容的数量, 而且也保证了学习质量。当教

师把学生应该完成的任务, 以及应达到的标准提供给学生后, 学生会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

法和学习速度, 完成所有的学习任务。

道尔顿制在我国的传播和实验

道尔顿制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初传入我国, 与当时我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发展的具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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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密不可分的。新文化运动作为前导, 为西方教育理论的传入创造了条件。儿童中心主义和

教育即生活等理论在“五四”之后得到了迅速的传播, 并逐渐被教育界的人士接受。从当时

我国教育的具体情况来看, 20 世纪 20 年代, 班级授课制和年级制的弊病成为教育领域里的突

出问题。当把私塾逐渐改造成班级授课制和年级制之后, 班级授课制和年级制的一些弊端逐

渐地被当时教育界的人们所关注。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教学不能适合全班学生的程度, 按照

大多数中等生的水平进行教学, 又不能满足优等生和劣等生的需要。在一个四五十人的班级

中, 欲将每人的需要都照顾到, 无论是怎样好的教师也是不可能做到的①。

这个问题成为当时班级授课制教学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的。清末民初

兴学之后, 虽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了统一的课程标准, 但是各地区, 甚至各学校因办学条件

和教学质量不同, 教学水平和进度存在着极大的差别。不仅同一年级学生表现出明显差异, 而

且同一学生的各个学科之间也呈现出极大的不平衡。“例如某生英文国文, 已达毕业程度, 而

理科、史地相差一年, 数学相差二年 (东大附中即常有此事实) , 此时将如何办理?”[ 3 ] (P17)

“我们学校中有几种学生因为未入校以前的教育不同, 有英文在三年级一学期, 数学或其他学

科在一年级一学期; 我们原想把年限打破, 但因学生各科升级降级都以一学期为单位, 所以

遇着这种学生, 便无办法。”[ 4 ] (P3) 面对当时班级授课制和年级制所产生的矛盾和问题, 教

育界的人们为解决这些问题进行了各种努力和尝试。道尔顿制的传入给当时正苦于解决这些

问题无方的人们提供了思路和答案, 所以当时很快有人进行研究, 并敢于大胆地进行试行。

道尔顿制教育在我国的传播　对于道尔顿制最早介绍到中国的时间, 人们一直据舒新城

在《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十一号所列出的当时有关道尔顿制的资料文献, 认为是刊登在 1922

年 6 月《教育杂志》第十四卷第六号上鲍德征的《道尔顿实验室计划》(此文是从伦敦《泰晤

士报》教育增刊上直接翻译过来的)。后来舒新城曾这样说, “适逢十一年六月, 美国柏克赫

司特女士的道尔顿制介绍到中国。”[ 5 ] (P217) 这应该也是指鲍德征的文章。后来的人们一直持

这种观点。实际上, 最早专门介绍道尔顿制的文章 1921 年 8 月就已刊登在《教育杂志》第十

三卷第八号, 即这期“欧美教育新潮”栏目的《达尔顿案D alton P lan s》一文。此文简单地介

绍了道尔顿制的创始经过及实施情况, 最后说, “以上是巴克哈脱女士实验室法的大概情形;

此案于两年以前, 即为马塞赤撒州达尔顿的中等学校所采用; 依巴克哈脱的希望, 呼之为达

尔顿案。”可能因为此文在目录中是列于“欧美教育新潮”栏目之内, 不太引人注目; 或因其

与一年后翻译过来的名称差别较大, (后来还有一本书是《达尔顿制详解》, 柯剑公译著, 上

海大东书局 1924 年出版。) 所以时人和后人没有注意到这篇文章。

道尔顿制当时传入我国主要通过这样三个途径。首先是一些当时到外国考察教育的人们,

认为道尔顿制教育不仅以其新出现引起了世人的注意, 而且它为解决中国的教育问题提供了

可能和希望, 于是将其介绍到国内。例如林木在他编译的《道尔顿式教育的研究》中说, “西

历一九二○——一九二二年, 我 (著者自称) 到欧美诸国去考察教育状况的时候, 最引起我

注意的是道尔顿式教育。”[ 6 ] (P1)

其次是根据英文原版的书籍和英文报刊上的文章, 经过编译, 出版或刊登在当时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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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黄炎培曾在 1923 年 9 月说, “我们且慢批评道尔顿制的好坏, 先想现行的学校分班授课制度, 究竟好么? 吾平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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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法》, 商务印书馆 1924 年出版。)



域最有影响的几种杂志上, 并将编译的内容通过讲座的形式在中小学教师中进行广泛地传播。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当推舒新城①。1923 年, 舒新城主要根据英文原版的柏克赫司特《道尔顿

制之教育》编译出版了《道尔顿制概观》 (中华书局 1923 年 5 月发行) 他除了大量地译介有

关这方面的内容, 还到很多地方进行演讲。1923 年的 7、8 月间, 舒新城在南京、上海、武昌、

长沙等地演讲达 40 余日。“因为深想知道我国教育者到底对于道尔顿制的态度与疑问何在, 特

别留意于调查听众底意见。”[ 7 ] 舒新城通过调查统计听众对道尔顿制教育研究或实施中所遇

到的问题, 并对每个问题进行了解答, 所以编写了《道尔顿制讨论集》。除此书外, 在 1924 年

一年内, 他还编写出版了《道尔顿制浅说》、《道尔顿制研究集》两本书。另外, 有关道尔顿

制教育的原版英文书也很快被翻译成中文。例如曾作忠、赵廷为译的北京师范大学丛书《道

尔顿制教育》 (商务印书馆 1924 年 5 月出版) , 以及由钱希乃、诸葛龙翻译的爱佛林·杜威

《道尔顿研究室制》(书名原为 T he D alton L abo ra to ry P lan , 商务印书馆 1923 年 5 月出版。)

从当时出版的图书来看, 与道尔顿制相关的书在一二年内几乎都曾经再版, 有的两年内达四

版, 如舒新城的《道尔顿制概观》。另外当时两个最重要的教育刊物《教育杂志》和《中华教

育界》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从 1923 年到 1925 年, 有关道尔顿制的文章大量刊登

在这两个杂志上。《教育杂志》上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主要发表在第十四卷至第十六卷上, 也就

是从 1923 年至 1925 年这 3 年期间, 共发表这方面文章 30 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道尔顿制在

当时众多正在研讨中的新教育理论中的地位和影响。

再次, 1925 年, 应中华教育改进社的邀请, 柏克赫司特来华, 访问了上海、南京、天津、

奉天、北京等地, 分别在教育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第三院、中华教育改进社和艺文

中学, 对道尔顿制的原理、心理根据等内容作了演讲 [ 8 ]。

道尔顿制在我国的实验　道尔顿制传入我国仅仅几个月的时间, 很快就在中小学得到了

实施。在实验的过程中, 有三所学校比较具有代表性。俞子夷回忆说, “道尔顿制最早施行于

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 舒新城花很大力气。他对班级教学颇多怀疑, 后来主张‘新书院制’。

东大附中开办较迟, 实施道尔顿制亦踏实, 北京艺文中学亦做得切实。三校均被推崇为创举

空前, 但亦可说是绝后。”[ 9 ] 根据现有资料, 上海吴淞中学是最早试行此制的, 东南大学附

中的实验是当时水平最高的 (廖世承把实验的整个过程和结果编辑成《东大附中道尔顿制实

验报告》商务印书馆 1925 年八月出版) , 北平艺文中学是施行时间最长的。

由于小学低年级在施行道尔顿制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所以当时施行道尔顿制的小学

大多是在中高年级实施。施行道尔顿制影响较大的是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这

所学校从 1923 年开始在四、五、六三个年级试行道尔顿制, 试行的学科有国语、算术、自然、

社会 (包含公民、地理、历史) 4 科, 其他学科还是班级授课制。在试行了将近一年之后, 他

们整理编辑出版了《道尔顿制试行的经过》(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属小学校出版部 1924 年

5 月出版) , 介绍了此校试行道尔顿制的具体实施情况以及实施后的效果和困难。另外,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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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舒新城之所以在宣传道尔顿制方面不余遗力, 并且首先将其付诸实施, 是与他的教育经历密切相关的。私塾和书
院的学习生活给他留下了美好而且深刻的印象。“在教学方面, 我们反对注入式, 采用自学辅导, 特别注重学生的
自动。我们以为任何学问, 非经过自己的努力与融化, 徒由他人灌注是无用的。这在作过私塾、书院、学校各种
学生的我, 感得尤为深切。⋯⋯但因注重发展学生个性而采用学科制, 发生的困难特多, 有若干竟至无法解决, 常
常使我回想到旧时私塾与书院个别修学的便利与愉快; 但受环境与时代的限制, 又绝不能恢复私塾或书院的教学
方法。”(舒新城: 《我和教育》第 216- 217 页, 中华书局民国三十四年十一月发行。) 道尔顿制正与舒新城原来的
教育经历和其现存的教育理想存在着一致性, 所以, 他能够毫无保留地立即接受道尔顿制, 并迅速地加以宣传、实
施。



江苏省第四师范附小 (见《小学校道尔顿制实施法》, 中华书局 1926 年 12 月发行)、京师公

立第二十九国民学校在当时也较有影响 (见舒新城: 《一个行道尔顿制的小学校》, 载于《中

华教育界》第十二卷第十期)。

根据现存资料, 当时施行道尔顿制的中小学校数量无法精确的统计。后来有人认为“在

十二与十四年中间全国中小学行此制者虽无确切统计, 其数当在数十校甚或百校以上。”[ 10 ]

(P98) 数十校较为可信。从地域分布上来看, 主要集中在一些城市里。依据柏克赫司特来华所

访问的地方来推断, 上海、杭州、南京、武昌、北平、太原、天津、济南、曲阜、奉天等城

市都可能会有施行道尔顿制的中小学校。

道尔顿制实验的启示

从道尔顿制在中小学的具体实施情况可以发现, 道尔顿制具有一定的优势, 但也存在着

许多问题, 而正是这些问题决定了道尔顿制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的命运。

在实施的过程中, 人们发现道尔顿制主要表现出了以下一些优势。第一, 自由研究。不

受课程表和时间的限制, 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 自己定学习任务和计划, 按照自愿的方法完

成。“因为以上诸种缘故, 所以我们在试行‘道尔顿制’这很短的期间, 我们竟得到了平时所

得不着的两种效验, 一是学生对于文艺这门功课引起了极大的注意, 一是学生真正能够发展

他们各人底自由研究的精神。”[ 11 ] 第二, 自动自发。不受教师的限制和频繁督促, 学生对自

己的学习负完全的责任, 因此, 学习变成了学生自己的事, 而不是为完成教师或家长的任务

而学习。遇到问题, 自行努力解决, 从而改变依赖教师的意识和习惯。第三, 发展个性。学

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兴趣去学习, 不受其他同学的牵制和影响。第四, 合作精神。在作业室里,

同学之间互相帮助, 共同讨论, 教师也是以平等的态度帮助和指导学生去解决问题。学校生

活因此变成了社会的缩影, 从而在学习过程中养成团体合作的精神。第五, 学习的效果是切

实的。学习的过程不是教师灌输、学生接受的过程, 而是学生主动去探寻的过程, 故学到的

内容和形成的能力切实有用。在各学科具体实施过程中, 也体现出了一定的优势, 例如小学

国语教学。“我们时常嫌儿童的读书能力薄弱, 而不知他的原因, 是接触文字的机会太少了。

我们相信施行此制后, 儿童读的书, 一定大大的增加, 阅读的能力, 当然要进步的了。”“限

定了时间, 出好了题目, 教儿童去做。这是不能使我们满意的缀法教学。现在儿童做文字的

机会增多, 而所做的都是他们愿意而欢喜做的。”[ 12 ] (P75)

在认识到道尔顿制的优势的同时, 人们也发现了施行道尔顿制后所产生的问题。第一, 教

学设备和参考用书缺乏。这不仅是当时各学校由于经济条件所限, 不能购置必备的教学参考

用书, 更主要的是指当时出版的教学和参考书都不适合道尔顿制。“从前的教科书, 是预备教

员教的, 所以说述不求详, 因为要留着教员讲演的余地。现在既然要使学生自己研究, 教科

书很少适用的了。无论哪一科, 都非另编书籍不可。这是不得不望于教育界和出版界了。”

[ 13 ] (P54) 没有适合学生自学用的教科书和参考书是当时试行道尔顿制的重要障碍之一, 用原

来只有教师讲解才能明白的教科书进行自学, 可想而知其难度当然会增大, 学生因此也会耗

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样的困境在小学校尤为突出。“我们现在指定功课时指定的参考资料,

为事实所限, 只能在现有各种小学用书之中采集, 教者制学习概要时多耗许多无谓的斟酌, 儿

童研究, 亦妄耗许多翻检和寻找的脑精和时间。”[ 12 ] (P143) 在国语学习中, 教师语言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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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不能很好地发挥, 这在小学阶段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道尔顿制中, 教师的语言力量, 应

当特别的扩大。否则一任他自己摸索, 而美其名曰自动; 这简直是盲动而已。教学的意味失

尽了!”[ 12 ] (P77) 第二, 抄袭偷懒。为了完成工约或赶进度, 有些学生总是抄袭别人的笔记。

另外, 一些学生不管明白与否, 只是死抄书, 把教科书和参考书的内容无论相关与否都统统

抄上, 算是完成任务。第三, 上课问题。在总结吴淞中学施行道尔顿制的经验教训时, 当时

的教师深切地感到, 上课是不能完全废止的。“堂课就是通常的上课, 教员对一班同科同程度

的学生作一小时有系统的讲解。事实告诉我们: 无论作业指定编得如何适当, 各科参考书的

取材如何有趣, 解释如何明畅, 分量如何合度, 编次如何联贯, 中小学生决不能无堂课。堂

课对于教员和学生都是很经济的办法, 虽如通常学校那样专有堂课足以养成学生的依赖恶习。

然减少则可以, 全废不但不可能, 且亦不应该。”[ 14 ] 所谓上课困难, 是试行之初, 教师根据

普遍存在的问题, 可以集中上课讲解,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后, 学生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 无

法进行集中讲解。第四, 工作指定的困难。这是最让教师感到困难的, 因为学生每周每日所

要完成的学习任务以及花费的时间, 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 教师只好凭借自己的经验进

行设计, 结果是或轻或重、或深或浅, 学生也产生忽然不堪负重, 忽然轻松自在的感觉。

实验结果给道尔顿制致命的打击。东南大学附中将实验班和比较班做了半年对比实验, 把

每科的两次测试成绩进行统计比较, 最后的结果是, 国文、英文、数学、地理、理科五科成

绩, 道尔顿制的学业成绩, 并不比比较班的好, 初一的国文和英文, 初二的国文、英文、地

理比较班的成绩高出道尔顿制班很多。当时对比实验只是用成绩来衡量, 至于学生的学习态

度、自动能力等方面当时很难测验。就算在这方面道尔顿制班占优胜, 但与其所消耗的人、财、

物力也是无法相称的。在当时全国中学里都名列前茅的东大附中对于道尔顿制的实验和总结

应该说是比较科学的。就各种条件来说, 东大附中做的实验是当时水平最高的。参与实验的

教师在试行道尔顿制方面也是较强的。除了廖世承、舒新城之外, 还有曾在吴淞中学跟随舒

新城试行道尔顿制的国文教员孙 工等。廖世承也认为, “附中参与实验的各教师, 教授经验

大都很丰富, 对于新方法, 也肯热诚研究。”[ 15 ] (P186) 最后廖世承认为道尔顿制适合于特殊

班的学生。“所谓特殊班, 就是指‘天才生班’或‘低能儿班’。特殊班中的学生人数较少, 教

材进行, 不按常则, 所以此制似适宜。”[ 15 ] (P174) 现在看来, 对于这个结果, 有两点值得探

讨。一是学习成绩能否代表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发展的结果。虽然当时是根据两次测验的成绩

进行的比较, 测试的试题不一定能够具有代表性, 根据当时的情况而言, 当时的测验题肯定

侧重于知识, 不可能注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过程, 因此更适合比较班。二是仅仅根据半年的

学习成绩来比较, 也较仓促和片面, 缺少一定的根据。

除了教育的自身问题之外, 经济问题也是道尔顿制停止试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在普及教

育、讲究效率的环境下, 当时大多数学校因经费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 试行比传统教学增加

很多成本的道尔顿制, 就决定了道尔顿制不会有长久的命运。从硬件来说, 要增加许多图书、

仪器等, 原来只要教师具备一套参考书和仪器, 他就可以给学生讲解或演示, 而道尔顿制要

求每个学生都要实际翻查和操作, 所以需要购置一定的图书和仪器。从软件方面来说, 教师

的工作量增加。在每个作业室开放的时间内, 教师都要坐在那里以备随时指导学生。根据东

南大学附中的实验, 在保证不增加教师工作量的情况下, 至少教师人数要比原来增加1ö3, 才

能保证道尔顿制的正常运作。东大附中的教师认为每科教师指导 60 人最为合适, 吴淞中学的

教师也认为指导 50 人比较合适。在中小学教师紧缺的形势下, 增加教师人数, 也就意味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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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学校的经济负担。从教育成本来分析, 经济问题是制约道尔顿制试行的重要原因。

道尔顿制在我国的实施, 从理论到实践都与当时我国的教育实际发生了激烈碰撞。道尔

顿制在我国的传播和实施过程, 典型地说明了当时人们试图用外国教育理论解决中国教育问

题又一次不成功的尝试。现在看来, 道尔顿制注重个性、合作、自由研究等基本理念是符合

现代教育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至今还是中国教育界正在努力而没有实现的理想。例如我国新

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改变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

状,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所以说, 二三十年代道尔顿制的实施是超越了当时

我国教育发展逻辑的一次理想化的创举, 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注定了

道尔顿制的试行必然是有始无终。现在再回头审视当时施行道尔顿制之所以未果的原因, 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 经济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当时现代学校体制刚刚建立, 社会经济状况和社会发

展对人才的需求决定了教育必须采取班级授课制这样批量生产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说, 近

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更多的是需要人才的数量, 强调大多数人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

整个社会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极其宝贵和短缺的情况下, 道尔顿制比班级授课制在各方面

都需要得更多, 因此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

其次, 没有经过消化就原原本本地照搬外国教育理论, 将其硬套于还极其落后的我国教

育, 也是道尔顿制消失的重要原因。从当时实施道尔顿制的中小学校来看, 生吞活剥的痕迹

是显而易见的。吴淞中学开始实施时, 无论是组织实施的负责人还是参与实施的教师, 对道

尔顿制只能说是处于了解的水平上。比如当时吴淞中学国文教员沈仲九说, “我和 工, 对于

‘道尔顿制’, 老实说, 只看过几篇译文, 哪里说得上研究。”[ 13 ] 他们仅凭着感觉认为道尔顿

制优于当时的班级授课制, 就大胆地试行。所以, 在具体施行的过程中, 产生了许多始料不

及的问题。这些未能得到圆满解决的问题, 一方面掩盖、抵消了道尔顿制的优势, 同时也自

然就消减了实施者和旁观者的信心。

另外, 虽然道尔顿制没有完全取消上课, 每周每科还有一或二次集中讲解, 但是, 否认

或将班级集中授课制的作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是形而上学的作法。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的教

学组织形式, 只有充分发挥各种形式的优势才符合客观事实和规律。只看到道尔顿制的优势,

而不充分认识它的局限性, 只能将其推至悬崖边上, 而无回旋的余地。这也是现代教育先行

者们所走过的弯路和失误。

但是不可否认, 当时也不乏很多保持头脑清醒的人士, 对道尔顿制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

议。例如曾与舒新城进行过深入探讨和争论的张东荪曾说, “当吴淞中国公学要首先实行达

(注: 作者译文如此) 尔顿制的时候, 我即向主其事者的舒新城先生上了一个条陈。其中凡要

点有三: 即一宜比较上多加授课时间; 二最好仍留班次; 三必须多备书籍。”[ 16 ] 现在看来, 这

样的建议是正确的, 可屏除道尔顿制的弊病。北平艺文中学校实施道尔顿制 10 余年的事实也

说明, 一定要采取客观的态度, 对其利弊有清楚的认识, 才能不断改进和发展。“道尔顿制教

学, 自有他的优点, 也有他的弱点, 我们不能因为他的弱点而屏弃他的优点, 也不能因为他

的优点而忽略了他的弱点, 我们的实验工作只能把此制优点尽量发挥, 把他的弊病设法解除,

步步推进, 层层敲剥, 务使逼近理想, 提高水准, 这是我们对于实验道尔顿制教学所抱的态

度, 也是我们从事实验教育的趣旨。”[ 17 ] 这些人的思考和作法, 不仅针对并适合于道尔顿制,

对于今天的教育改革也具有非常宝贵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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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 lve the p rob lem of the class and grade teach ing, the D alton p lan w as dissem inated in to

Ch ina, m eanw h ile it w as experim en ted in som e key p rim ary and m iddle schoo ls. A cco 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experim en t, the D alton p lan w as revised and becam e mo re su itab le to the reality. T h is exper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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