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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在指向核心素养的教育改革背景下，发达国家纷纷在战略层面制定政策促进 ＳＴＥＭ人才的培养。
在此情境中，学习成绩能否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以及两者间内在作用机制是值得关注的课题。本研究选择初
一和高一学生作为样本，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学习成绩、ＳＴＥＭ兴趣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
现，学生学习成绩对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具有直接效应，成绩越好作用越大，ＳＴＥＭ兴趣越浓；ＳＴＥＭ兴趣在提
高学习成绩和促进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提升方面具有中介效应，使成绩优化、兴趣增加与技能提升三者之间构成良
性循环，且学习成绩越好，其ＳＴＥＭ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提升的中介作用越大。因此，激发中学生 ＳＴＥＭ兴
趣，教会他们学习，对于提高技能、发展能力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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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为应对信息时代的全球竞争、人工智能和知识

社会带来的挑战，国际教育界出现了以２１世纪技能
为导向的教育改革运动。这是一场从知识性和基础

性的 ３Ｒ（Ｒｅａｄｉｎｇ，ｗＲｉｔｉｎｇ，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运动变革为
２１世纪的技能性和高阶性的 ４Ｃ（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运动，是一次重大教育范式
和课程领导范式的变革（彭正梅等，２０１７）。有学者
指出，美国２１世纪技能的内涵框架包括三套技能：
学习与创新技能、数字素养技能和职业与生活技能。

学习与创新技能是２１世纪技能的精神内核，包括三
项具体技能：批判性思维与问题解决、沟通与合作、

创造力与创新。数字素养技能是２１世纪技能的技
术基础，包括三项具体技能：信息素养技能、媒体素

养技能、信息与交流技术技能。职业与生活技能是

２１世纪技能的实践环境，包括五项技能：灵活性与
适应性技能、主动性与自我指导技能、社会交往与跨

文化技能、产出能力与问责技能、领导力与责任技能

（贺巍等，２０１１；张义兵，２０１２）。
尽管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２１世纪技能内涵的

阐释有所差异，但总体而言，２１世纪技能是为应对
变动不居的世界以及未来生活与职业挑战所需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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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技能，具有综合性、广泛性、丰富性，核心要素涵盖

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沟通协作、创新创造等关键

技能。不论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提出，还是国

际上有关２１世纪技能的讨论，都反映了育人目标由
强调知识过渡到注重能力。而素养与技能的培养通

过何种教育模式或方式有效实现，难有定论。从国

际教育改革热点和一些国家教育实践看，ＳＴＥＭ教
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创新意识、批判

性思维、信息技术能力等未来社会必备技能。教育

首先是学习知识，特别是扎实的、系统的知识，中学

作为学生成长的关键阶段，对其２１世纪技能的培养
至关重要。本研究选择初一和高一学生作为样本，

重点分析学习成绩、ＳＴＥＭ兴趣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
的相互关系。

二、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一）研究假设

１．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的关系
成绩，更多指的是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一定

程度上反映学生学习某一科目的能力。知识的获得

与能力的形成均是教育的目标，学习就是要使学生

具备知识迁移的能力。陈瑞丰等（２０１９）认为知识
建构是能力生成的必要基础。没有知识建构，能力

生成就丧失了前提。２１世纪技能框架注重培养全
面发展的学生，强调在知识学习中学会思考，使知识

获得和能力养成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１：成绩中等或优异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
水平显著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２．学习成绩与学习兴趣的关系
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中最现实和最活跃的因

素，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到愉悦感，能够使他们在

该领域取得较多的学业收获。反之，学业成就的取

得也能激发其学习兴趣。克勒尔等（Ｋｏｅｌｌ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０１）研究表明，至少从七年级到十年级，学业成就
会影响学习兴趣，即高学业成就者比低学业成就者

表现出更浓厚的学习兴趣。费雪等（Ｆｉｓｈｅｒ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研究发现，数学技能可以预测数学兴趣，数学
兴趣和数学能力之间的互惠关系可能在学龄前就已

存在。常卫国等（２０１０）对高一学生调查的结果显
示，成绩好的学生数学学习兴趣浓，学生数学学习兴

趣和他们的数学成绩互为因果。成就感激发学生的

学习动机进而导致学习成绩的提高，学生的数学基

础和学习兴趣正相关。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２ａ：成绩中等或优异学生的数学学习兴
趣显著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假设Ｈ２ｂ：成绩中等或优异学生的科学学习兴
趣显著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假设Ｈ２ｃ：成绩中等或优异学生的工程与技术
学习兴趣显著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３．学习兴趣与２１世纪技能的关系
兴趣作为非智力因素的重要方面，能够形成强

大的精神力量，是培养能力的先导，能够有效促进知

识向能力和素养的转化。积极的学习兴趣会使大脑

处于活跃状态，激发学习动机，提高注意力，促进学

生主动学习和思考。克拉普（Ｋｒａｐｐ，２００５）认为兴
趣对学生的认知表现和情感体验具有积极的促进作

用。因此，培养兴趣，建立学习自信，增强学习内驱

力，是形成能力的先决条件。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Ｈ３ａ：数学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水平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Ｈ３ｂ：科学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水平具
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Ｈ３ｃ：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
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４．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
ＳＴＥＭ教育使传统的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

学科教育不再停留于学科内部，而是加强其内在关

联与融合，帮助学生综合学习与运用不同学科知识，

培养科学探究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创新意识、批判

性思维等未来必备技能。在课程与教学中，ＳＴＥＭ
课程注重探究学习和项目学习，将学习情境与真实

世界联系，强调科学技术与工程、数学的整合，培养

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徐金雷等，２０１７）。本研
究认为，中小学 ＳＴＥＭ教育的核心功能在于它为学
生综合知识与全面发展能力培养之间架构起桥梁，

在学生从掌握知识到应用知识养成能力的转化上起

到助推作用。ＳＴＥＭ学科兴趣浓厚的学生，更有可
能获得较好的学习成绩，具备更高的２１世纪技能。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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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Ｈ４ａ：数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
技能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假设Ｈ４ｂ：科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
技能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假设Ｈ４ｃ：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与
２１世纪技能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二）分析框架

通过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发现，学生学习成绩

（较差、中等、优异）与２１世纪技能水平之间存在关
联性，而学习兴趣可能是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水
平关联的中介。本研究以中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学

习成绩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

兴趣、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为中介变量，以学生性

别、年级、校外活动、父亲职业 ＩＳＥＩ指数、母亲职业
ＩＳＥＩ指数为控制变量，研究它们如何作用于提升学
生的２１世纪技能，分析框架见图１。

图１　本研究分析框架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为了解中国 ＳＴＥＭ教育发展状况，课题组编制
了《中国ＳＴＥＭ教育调查问卷》，内容包含学生基本
信息、ＳＴＥＭ学习情况、ＳＴＥＭ学习兴趣与职业倾向
三个维度，具体为１１项指标４９道题，并于２０１９年
９－１０月间，通过四阶段分层抽样向全国七大区域
（华北、华东、东北、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初一、高

一学生发放问卷，累计回收中学生问卷１６１２２份，剔
除质量不佳问卷和不符合分析需求的问卷，得到有

效问卷１４４１８份。
（二）变量设计

１．被解释变量
学生２１世纪技能量表采用五点计分。其中，１

表示强烈不同意，２表示不同意，３表示既不同意也

不反对，４表示同意，５表示强烈同意。分值越大，说
明学生２１世纪技能水平越高。

对学生２１世纪技能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可行性
检验结果显示，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９５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
检验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题目的可靠性分析α信度系数为０．９５５，信度较高。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学生２１世纪技能量表得
到一个公因子的特征值为７．６２，方差贡献率为６９．
３１％（见表一）。

表一　学生２１世纪技能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一级
指标

问卷题项
因子
载荷

方差
贡献率

α信度
系数

２１
世纪
技能

我相信我能带领别人实现目标 ０．７６４

我相信我能鼓励他人尽最大努力 ０．８４３

我相信我能做出高质量的成果 ０．８０８

我相信我能尊重同伴的差异 ０．８４０

我相信我能帮助同伴 ０．８５６

我相信我能在做决定时把他人的
观点考虑在内

０．８６２

我相信我能在事情未按原计划进
行时做出合理调整

０．８６５

我相信我能自己制订学习目标 ０．８２６

我相信我能在学习或做事情时科
学安排时间

０．８２２

面对很多任务时，我可以决定先完
成哪些

０．８４１

我相信我能与不同背景的同学很
好地合作

０．８２７

６９．３１％ ０．９５５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的有效性，ＲＭＳＥＡ、ＳＲＭＲ、ＣＦＩ以及 ＴＬＩ
（ＮＮＦＩ）指数均拟合成功，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见表二），其路径见图２。

表二　学生２１世纪技能量表模型拟合效果

模型拟合指数 拟合成功建议值 指数值 拟合判断

ＲＭＳＥＡ渐进残差均方和平
方根

＜０．０５，优良
＜０．０８，良好 ０．０７０ √

ＳＲＭＲ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０．０５ ０．０２１ √

ＣＦＩ比较拟合指数 ＞０．９０ ０．９８１ √

ＴＬＩ非 规 范 拟 合 指 数
（Ｎ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７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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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学生２１世纪技能量表路径

　　２．核心解释变量
学生学习成绩调查采用五点计分题项。其中，１

表示名列前茅，２表示稳居中上，３表示中等水平，４
表示不太理想，５表示波动较大。结果显示，学生表
示自己学习成绩名列前茅的占１１．５７％，学习成绩
稳居中上的占 ２９．５７％，学习成绩中等的占
３５２５％，学习成绩不太理想的占１７．７８％，学习成
绩波动较大的占５．８３％。可见，学生学习成绩基本
符合正态分布。

为便于分析，本研究把成绩名列前茅和稳居中上

的合并为成绩优异的群体，把成绩不太理想和波动较

大的合并为成绩较差的群体，即学习成绩共分为三

类，其中，１表示成绩较差，２表示成绩中等，３表示成
绩优异。结果显示，４１．１４％的学生成绩优异，３５．
２５％的学生成绩中等，２３．６１％的学生成绩较差。

３．中介变量
本研究分别考察 ＳＴＥＭ教育学生数学学习兴

趣、科学学习兴趣、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作为中介变

量时，对学生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关系是否
具有中介效应。

１）数学学习兴趣
数学学习兴趣量表采用五点计分。其中，１表

示强烈不同意，２表示不同意，３表示既不同意也不
反对，４表示同意，５表示强烈同意。分值越大，说明
中学生数学学习兴趣越高。

对数学学习兴趣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可行性检验

结果显示，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８７５，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题目
的可靠性分析 α信度系数为０．８８１，信度较高。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数学学习兴趣量表得到一

个公因子的特征值为４．４０，方差贡献率为５４．９６％
（见表三）。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的有效性，ＲＭＳＥＡ、ＳＲＭＲ、ＣＦＩ以及 ＴＬＩ
（ＮＮＦＩ）指数均拟合成功，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见表四），其路径见图３。

表三　数学学习兴趣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一级
指标

问卷题项
因子
载荷

方差
贡献率

α信度
系数

数学
学习
兴趣

数学一直是我最差的科目 ０．７４１

我会选择运用数学知识的职业 ０．６３０

数学对我来说很难 ０．７４０

我是那种能学好数学的学生 ０．７６０

我能学好大多数科目，就是学不好
数学

０．６３７

我相信我可以做数学方面的高级
工作

０．７５４

我可以在数学上取得好成绩 ０．７９１

我擅长数学 ０．８５４

５４．９６％ ０．８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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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数学学习兴趣量表路径

表四　数学学习兴趣量表模型拟合效果

模型拟合指数 拟合成功建议值 指数值 拟合判断

ＲＭＳＥＡ渐进残差均方和平
方根

＜０．０５，优良
＜０．０８，良好 ０．０７２ √

ＳＲＭＲ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０．０５ ０．０２７ √

ＣＦＩ比较拟合指数 ＞０．９０ ０．９８１ √

ＴＬＩ非规范拟合指数（Ｎ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６６ √

２）科学学习兴趣
科学学习兴趣量表采用五点计分。其中，１表

示强烈不同意，２表示不同意，３表示既不同意也不
反对，４表示同意，５表示强烈同意。分值越大，说明
中学生科学学习兴趣越强。

对科学学习兴趣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可行性检验

结果显示，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９３６，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ｐ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题目
的可靠性分析 α信度系数为０．９３６，信度较高。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科学学习兴趣量表得到一

个公因子的特征值为５．５４，方差贡献率为６９．２８％
（见表五）。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的有效性，ＲＭＳＥＡ、ＳＲＭＲ、ＣＦＩ以及 ＴＬＩ
（ＮＮＦＩ）指数均拟合成功，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
（见表六），其路径见图４。
３）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量表采用 ５点计分。其

中，１表示强烈不同意，２表示不同意，３表示既不同

意也不反对，４表示同意，５表示强烈同意。分值越
大，说明中学生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越高。

表五　科学学习兴趣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一级
指标

问卷题项
因子
载荷

方差
贡献率

α信度
系数

科学
学习
兴趣

我学科学时感到自信 ０．８０６

我会考虑从事科学事业 ０．８２６

我希望毕业后能运用科学知识 ０．８６５

掌握科学知识有助于我谋生 ０．８１３

我将来的工作可能需要科学知识 ０．８５８

我知道我能把科学课程学好 ０．８５９

在我一生的工作中科学知识都很
重要

０．８３６

我相信我可以做科学方面的高级
工作

０．７９３

６９．２８％ ０．９３６

表六　科学学习兴趣量表模型拟合效果

模型拟合指数 拟合成功建议值 指数值 拟合判断

ＲＭＳＥＡ渐进残差均方和平
方根

＜０．０５，优良
＜０．０８，良好 ０．０７９ √

ＳＲＭＲ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０．０５ ０．０２０ √

ＣＦＩ比较拟合指数 ＞０．９０ ０．９８４ √

ＴＬＩ非规范拟合指数（Ｎ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７１ √

对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量表进行因子分析可行

性检验结果显示，ＫＭＯ检验值为０．９３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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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科学学习兴趣量表路径

检验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
题目的可靠性分析α信度系数为０．９３０，信度较高。
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量

表得到一个公因子的特征值为５．７７，方差贡献率为
６４．１６％（见表七）。

表七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量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一级
指标

问卷题项
因子
载荷

方差
贡献率

α信度
系数

工程
与
技术
学习
兴趣

我喜欢想象创造新产品的情景 ０．７４９

如果我学习工程知识，那么我就可
以不断改进人们每天使用的东西

０．７８８

我擅长建造和修理东西 ０．７４５

我对机器的工作原理感兴趣 ０．８２０

产品结构设计对我将来的工作很
重要

０．８２５

我对电子产品的工作原理很好奇 ０．８３０

我希望将来的工作会运用创造力
和创新能力

０．８２５

如果知道如何综合运用数学和科
学知识，我就能发明出有用的东西

０．８１３

我相信自己从事工程类工作能取
得成功

０．８０８

６４．１６％ ０．９３０

表八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量表模型拟合效果

模型拟合指数 拟合成功建议值 指数值 拟合判断

ＲＭＳＥＡ渐进残差均方和平
方根

＜０．０５，优良
＜０．０８，良好 ０．０７５ √

ＳＲＭＲ标准化均方根残差 ＜０．０５ ０．０２４ √

ＣＦＩ比较拟合指数 ＞０．９０ ０．９７７ √

ＴＬＩ非规范拟合指数（ＮＮＦＩ） ＞０．９０ ０．９６６ √

　　本研究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探索性因子分
析结果有效性，ＲＭＳＥＡ、ＳＲＭＲ、ＣＦＩ以及ＴＬＩ（ＮＮＦＩ）
指数均拟合成功，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见表

八），其路径见图５。
４．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包括学生个体和家庭两个层面。个体

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为性别、年级、校外活动；家庭

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为父母职业类别。

本研究将父母职业类别转换为国际标准职业分

类代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ｃｃｕ
ｐａｔｉｏｎ，ＩＳＣＯ－８８），采用的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ＩＳＥＩ指数）是由甘泽布姆等（Ｇａｎｚｅｂｏｏｍｅｔａｌ．，
１９９２）基于职业的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收入计算而
来。“军人”职业没有给出ＩＳＣＯ－８８与ＩＳＥＩ指数的
对应值，因此将这一职业对应的父母 ＩＳＥＩ指数设为
缺失值（见表九）。

表九　父母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父母职业分类 对应的ＩＳＥＩ指数

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 ５５

专业技术人员 ７０

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４５

商业、服务人员 ４０

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 ２３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 ３１

军人 缺失值

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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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量表路径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见表十。从性别
看，男生 ７２９６人，占 ５０．６０％；女生 ７１２２人，占
４９４０％；从年级看，初一学生 １００７３人，占 ６９．
８６％；高一学生４３４５人，占３０．１４％；每月平均参加
校外活动的次数为２．０８次。父亲职业 ＩＳＥＩ指数平
均值为３７．８４，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平均值为３５．００。

表十　控制变量描述性分析

控制变量 观测值 百分比（％） 均值 标准差 区间

个体

层面

性别
０＝男 ７２９６ ５０．６０

１＝女 ７１２２ ４９．４０

年级
０＝初一 １００７３ ６９．８６

１＝高一 ４３４５ ３０．１４

校外活动 １４４１８ ２．０８ １．４７９ ［１，８］

家庭

层面

父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１４２４８ ３７．８４ １７．０４２ ［２０，７０］

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１４３８０ ３５．００ １５．５１６ ［２０，７０］

四、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

中介效应模型是量化研究常用的分析方法，已

有较完整的分析流程。本研究构建以ＳＴＥＭ兴趣为
中介变量，引入控制变量，研究学习成绩与学生２１
世纪技能相互作用的多元回归模型。其中，核心解

释变量学习成绩由三类变量组成，将其虚拟化得到

的ｓｃｏｒｅ１、ｓｃｏｒｅ２、ｓｃｏｒｅ３分别表示成绩较差、成绩中
等、成绩优异，以成绩较差为基准组，将成绩中等、成

绩优异引入回归模型，得到公式（１）。其中 Ｃｏｎｔｒｏｌ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学生性别、年级、校外活动，

父母职业ＩＳＥＩ指数）。本研究应用多元回归模型，
在引入控制变量后，探究成绩中等或成绩优异学生

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是否显著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系数ｃ２、ｃ３为成绩中等或成绩优异对２１世纪技能
水平的总效应。若ｃ２、ｃ３显著，说明总效应显著，从
而验证假设Ｈ１。
ｓｋｉｌｌ＝ｃ２·ｓｃｏｒｅ２＋ｃ３·ｓｃｏｒｅ３＋Σβ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１ （１）
本研究将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趣、工程与

技术学习兴趣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应用多元回归

模型，在引入控制变量后，得到公式（２）、（３）、（４），
探究成绩中等或优异学生的三科学习兴趣是否显著

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系数 ａ２ｉ、ａ３ｉ（ｉ＝１，２，３）为成
绩中等或成绩优异对中介变量 ＳＴＥＭ兴趣的效应，
从而验证假设Ｈ２ａ～Ｈ２ｃ。

ｍａｔ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２１·ｓｃｏｒｅ２＋ａ３１·ｓｃｏｒｅ３＋Σβ２１·
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２１ （２）

ｓ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２２·ｓｃｏｒｅ２＋ａ３２·ｓｃｏｒｅ３＋Σβ２２·Ｃｏｎ
ｔｒｏｌ＋ｅ２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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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２３·ｓｃｏｒｅ２＋ａ３３·ｓｃｏｒｅ３＋Σβ２３·Ｃｏｎ
ｔｒｏｌ＋ｅ２３ （４）

本研究将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中介变量

全部引入模型，得到公式（５）、（６）、（７），根据系数
ｂｉ（ｉ＝１，２，３）探究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趣、工
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是否有显著
正向影响。系数 ｂｉ是在控制了成绩中等或成绩优
异的影响后，中介变量ＳＴＥＭ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水
平的效应；系数ｃ′２ｉ、ｃ′３ｉ（ｉ＝１，２，３）是控制了中介变
量ＳＴＥＭ兴趣的影响后，成绩中等或成绩优异对２１
世纪技能水平的直接效应；同时 ＳＴＥＭ兴趣的中介
效应等于间接效应，即等于系数乘积ａ２ｉ·ｂｉ、ａ３ｉ·ｂｉ（ｉ
＝１，２，３）。中介效应、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的关系
为：总效应（ｃ）＝直接效应（ｃ′）＋间接效应（ａ·ｂ），
从而验证假设Ｈ３ａ～Ｈ３ｃ。

ｓｋｉｌｌ＝ｃ′２１·ｓｃｏｒｅ２＋ｃ′３１·ｓｃｏｒｅ３＋ｂ１·ｍａｔ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Σβ３１·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３１ （５）
ｓｋｉｌｌ＝ｃ′２２·ｓｃｏｒｅ２＋ｃ′３２·ｓｃｏｒｅ３＋ｂ２·ｓ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Σβ３２·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３２ （６）
ｓｋｉｌｌ＝ｃ′２３·ｓｃｏｒｅ２＋ｃ′３３·ｓｃｏｒｅ３＋ｂ３·ｅ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Σβ３３·Ｃｏｎｔｒｏｌ＋ｅ３３ （７）

表十一　数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２１世纪技能 数学学习兴趣 ２１世纪技能

核心解释变量
成绩中等 ０．０５０ ０．１５５ －０．００３

成绩优异 ０．１９８ ０．３９９ ０．０６２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０３ －０．２０６ ０．０６８

年级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９

校外活动 ０．１５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１８

父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５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３

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１ ０．０３８

中介变量 数学学习兴趣 － － ０．３４１

Ｆ值（ｓｉｇ） １６３．３４ ４７１．５２ ３６１．１２

Ｒ２ ０．０７５ ０．１８９ ０．１６９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７４ ０．１８８ ０．１６９

　注：、、分别代表在５％、１％、０．１％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

（二）ＳＴＥＭ兴趣中介模型检验
本研究参考温忠麟等（２０１４）中介效应检验流

程检验ＳＴＥＭ兴趣是否对总效应存在中介效应，从
而验证假设 Ｈ４ａ～Ｈ４ｃ。表格十一、十二、十三中，

模型１对应公式（１），是检验总效应，即成绩中等或
成绩优异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是否显著高于成
绩较差的学生；模型２对应公式（２）、（３）、（４），模型
３对应公式（５）、（６）、（７），共同用于检验间接效应。
其中，模型２是检验系数 ａ２ｉ、ａ３ｉ（ｉ＝１，２，３）的显著
性，模型３是检验系数ｂｉ（ｉ＝１，２，３）的显著性，也用
来检验直接效应，即系数ｃ′２ｉ、ｃ′３ｉ的显著性。
１．数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检验
数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十一。根据以上分析得到

数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模型路径见图６。

图６　数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路径

从模型１看，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成绩中等（ｃ２
＝０．０５０）或成绩优异（ｃ３＝０．１９８）对２１世
纪技能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总效应显著，从而验

证假设 Ｈ１，即成绩中等或成绩优异学生的２１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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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水平显著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从间接效应

看，回归系数 ａ２１＝０．１５５，ｐ＜０．００１，表明成绩中等
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显著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回

归系数ａ３１＝０．３９９，ｐ＜０．００１，表明成绩优异学生的
数学学习兴趣显著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回归系数

ｂ１＝０．３４１，ｐ＜０．００１，表明数学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
技能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ａ２１·ｂ１、ａ３１·ｂ１
均显著，说明间接效应显著，验证假设 Ｈ２ａ和假设
Ｈ３ａ，即成绩中等或成绩优异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
显著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数学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
技能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直接效应看，回归系数 ｃ′２１＝ －０．００３，ｐ＝
０．７３１，表明成绩中等学生相比于成绩较差学生的
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回归系数 ｃ′３１＝０．
０６２，ｐ＜０．００１，表明成绩优异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
平显著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表十二　科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２１世纪技能 科学学习兴趣 ２１世纪技能

核心解释变量
成绩中等 ０．０５０ ０．０３９ ０．０３０

成绩优异 ０．１９８ ０．１６０ ０．１１８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０３ －０．１４１ ０．０６８

年级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

校外活动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６ ０．０８１

父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９ ０．０２７

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８

中介变量 科学学习兴趣 － － ０．５０３

Ｆ值（ｓｉｇ） １６３．３４ １７７．３２ ７８７．８９

Ｒ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８０ ０．３０７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８０ ０．３０７

注：、、分别代表在５％、１％、０．１％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

根据以上分析，数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中等

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只存在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具
有溢出效果。数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优异与２１
世纪技能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且数学学习兴趣

有较强的中介作用，从而验证假设Ｈ４ａ，即数学学习
兴趣在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水平之间存在中介
效应。

２．科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检验
科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十二。根据以上分析得到

科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模型路径见图７。

从间接效应看，回归系数 ａ２２ ＝００３９，ｐ＜
０００１，表明成绩中等学生的科学学习兴趣显著强于
成绩较差的学生；回归系数 ａ３２＝０１６０，ｐ＜０００１，
表明成绩优异学生的科学学习兴趣显著强于成绩较

差的学生；回归系数 ｂ２＝０５０３，ｐ＜０００１，表明科
学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由此ａ２２·ｂ２、ａ３２·ｂ２均显著，说明间接效应显著，验
证假设Ｈ２ｂ和假设Ｈ３ｂ，即成绩中等或成绩优异学
生的科学学习兴趣显著强于成绩的较差学生，科学

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技能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图７　科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路径

从直接效应看，回归系数ｃ’２２＝００３０，ｐ＝０００１，
表明成绩中等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显著高于成
绩较差的学生；回归系数ｃ’３２＝０１１８，ｐ＜０００１，表
明成绩优异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显著高于成绩
较差的学生。根据以上分析，科学学习兴趣在学习

成绩中等或优异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存在部分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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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从而验证假设Ｈ４ｂ，即科学学习兴趣在学习成
绩与２１世纪技能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３．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检验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在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

之间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十三。根据以上分析

得到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的中介模型路径见图８。

图８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路径

表十三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２１世纪技能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 ２１世纪技能

核心解释变量
成绩中等 ０．０５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４１

成绩优异 ０．１９８ ０．１１８ ０．１２８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００３ －０．１７７ ０．１０３

年级 －０．００４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９

校外活动 ０．１５４ ０．１８０ ０．０４７

父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７ ０．０２９

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９ ０．０２６

中介变量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 － － ０．５９７

Ｆ值（ｓｉｇ） １６３．３４ ２１７．０３ １１６６．９４

Ｒ２ ０．０７５ ０．０９７ ０．３９７

调整的Ｒ２ ０．０７４ ０．０９６ ０．３９６

　注：、、分别代表在５％、１％、０．１％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

表十四　ＳＴＥＭ兴趣的中介效应分解

直接效应（ｃ’） 中介效应（ａ·ｂ） 总效应（ｃ） 中介效应／总效应（％）

Ｓｃｏｒｅ２ｍａｔ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ｋｉｌｌｓ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５０ １０６．００

Ｓｃｏｒｅ３ｍａｔ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ｋｉｌｌｓ ０．０６２ ０．１３６ ０．１９８ ６８．６９

Ｓｃｏｒｅ２ｓ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ｋｉｌｌｓ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５０ ４０．００

Ｓｃｏｒｅ３ｓｃ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ｋｉｌｌｓ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０ ０．１９８ ４０．４０

Ｓｃｏｒｅ２ｅ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ｋｉｌｌ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５０ １８．００

Ｓｃｏｒｅ３ｅｔ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ｋｉｌｌｓ ０．１２８ ０．０７０ ０．１９８ ３５．３５

从间接效应看，回归系数 ａ２３ ＝０．０１４，ｐ＝

０１７８，表明成绩中等学生相比成绩较差学生的工程
与技术学习兴趣影响系数不显著；回归系数 ａ３３＝
０１１８，ｐ＜０．００１，表明成绩优异学生的工程与技术
学习兴趣显著强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回归系数 ｂ３＝
０．５９７，ｐ＜０．００１，表明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对２１世
纪技能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结果可知 ａ２３不
显著，需要用非参数百分位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直接检验ａ２３·
ｂ３的联合显著性，检验结果为ｚ＝－９．３５，ｐ＜０００１，
说明间接效应显著。ａ２３·ｂ３、ａ３３·ｂ３均显著，说明间
接效应显著，验证假设 Ｈ２ｃ和假设 Ｈ３ｃ，即成绩中
等或成绩优异学生的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显著强于

成绩较差的学生，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对２１世纪技
能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从直接效应看，回归系数 ｃ′２３ ＝０．０４１，ｐ＜
０００１，表明成绩中等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显著
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回归系数 ｃ′３３＝０．１２８，ｐ＜
０００１，表明成绩优异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显著
高于成绩较差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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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分析，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在学习成

绩中等或成绩优异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存在部分中
介效应，从而验证假设Ｈ４ｃ，即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
在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水平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表十五　各类模型中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汇总（被解释变量为２１世纪技能）

变量
（ａ） （ｂ） （ｃ） （ｄ）

２１世纪技能 ２１世纪技能 ２１世纪技能 ２１世纪技能

核心解释变量
成绩中等 Ｅ Ｅ Ｅ Ｅ

成绩优异 Ｅ Ｅ Ｅ Ｅ

控制变量

性别 Ｎｏｂ ０．０６８ ０．０６８ ０．１０３

年级 Ｎｏｂ ０．０１９ Ｎｏｂ ０．０１９

校外活动 ０．１５４ ０．１１８ ０．０８１ ０．０４７

父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５１ ０．０４３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９

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８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６

中介变量

数学学习兴趣 Ｎ Ｅ Ｎ Ｎ

科学学习兴趣 Ｎ Ｎ Ｅ Ｎ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 Ｎ Ｎ Ｎ Ｅ

　注：Ｅ表示模型中已纳入此变量；Ｎ表示模型中未纳入此变量；Ｎｏｂ表示模型中纳入此变量但不显著。、、分别代表在５％、１％、

０．１％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

（三）ＳＴＥＭ兴趣的中介效应分解
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趣、工程与技术学习

兴趣在学习成绩中等或优异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存
在部分中介效应，且数学学习兴趣的中介效应比重

很高，其次是科学学习兴趣，最后是工程与技术学习

兴趣（见表十四）。对于成绩中等学生来说，数学学

习兴趣中介效应系数ａ·ｂ与直接效应系数ｃ’的符
号相异，理应报告遮掩效应，但直接效应系数ｃ’（－
０．００３）不显著，因此对于成绩中等学生的数学学习
兴趣不报告遮掩效应、中介效应／总效应的比重。科
学学习兴趣对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中介效应占
总效应的比重为４０．００％。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对
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
为１８．００％。

对于成绩优异学生来说，数学学习兴趣对提升

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６８．
６９％。科学学习兴趣对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中
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４０．４０％。工程与技术学
习兴趣对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中介效应占总效
应的比重为３５．３５％。

从上述结果可以判断，学生学习成绩越好，

ＳＴＥＭ兴趣对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中介作用越
大。另外，学习成绩对２１世纪技能有显著正向影

响，表明学生学习成绩的提高可以促进２１世纪技能
水平的提升。这一方面说明通过提高学习成绩来提

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离不开学生 ＳＴＥＭ的学习兴
趣，再次验证了２１世纪技能是学习和兴趣共同作用
的结果；另一方面说明培养和调动学生的 ＳＴＥＭ学
习兴趣，更有利于学习成绩促进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
提升。

（四）控制变量的影响

表十五展示了被解释变量为２１世纪技能，不含
中介变量的模型（ａ）和以数学学习兴趣（ｂ）、科学学
习兴趣（ｃ）、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ｄ）为中介变量的
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及显著性，（ａ）列对应
表十一、十二、十三中模型１的数据，（ｂ）、（ｃ）、（ｄ）
列分别对应表十一、十二、十三中模型３的数据。

学生性别在回归结果（ｂ）、（ｃ）和（ｄ）中的系数
显著为正，说明女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高于男生。
年级在回归结果（ｂ）和（ｄ）中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
高一年级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高于初一年级学
生。学生校外活动在回归结果（ａ）、（ｂ）、（ｃ）和（ｄ）
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增加校外活动的次数会

提升学生的 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父亲职业 ＩＳＥＩ指
数、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在回归结果（ａ）、（ｂ）、（ｃ）和
（ｄ）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父亲或母亲职业
ＩＳＥＩ指数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助于提升
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

表十六展示了被解释变量分别为数学学习兴趣

（ｅ）、科学学习兴趣（ｆ）、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ｇ）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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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六　各类模型中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汇总（被解释变量为中介变量ＳＴＥＭ兴趣）

变量
（ｅ） （ｆ） （ｇ）

数学学习兴趣 科学学习兴趣 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

核心解释变量
成绩中等 Ｅ Ｅ Ｅ

成绩优异 Ｅ Ｅ Ｅ

控制变量

性别 －０．２０６ －０．１４１ －０．１７７

年级 －０．０６７ Ｎｏｂ －０．０３７

校外活动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６ ０．１８０

父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２３ ０．０４９ ０．０３７

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 ０．０３１ ０．０４２ ０．０３９

　注：Ｅ表示模型中已纳入此变量；Ｎｏｂ表示模型中纳入此变量但不显著。、、分别代表在５％、１％、０．１％置信水平上的显著性。

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及显著性，（ｅ）、（ｆ）、（ｇ）
列分别对应表十一、十二、十三中模型２的数据。

学生性别在回归结果（ｅ）、（ｆ）和（ｇ）中的系数
均显著为负，说明女生的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

趣、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低于男生。年级在回归结

果（ｅ）和（ｇ）中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一年级学生
的数学学习兴趣、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低于初一年

级学生。校外活动在回归结果（ｅ）、（ｆ）和（ｇ）中的
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增加校外活动的次数会提高

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趣、工程与技术学

习兴趣。父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在
回归结果（ｅ）、（ｆ）和（ｇ）中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
父亲或母亲职业 ＩＳＥＩ指数越高，社会经济地位越
高，越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

趣、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全国中学生抽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实证检验了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水平之间的关
系，探讨了学习成绩对于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影响机
制，应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 ＳＴＥＭ兴趣的中介作
用，结论如下。

（一）学生学习成绩对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具
有直接效应

学生学习成绩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存在显著正
相关，对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具有直接效应。成绩
中等的学生比成绩较差的学生２１世纪技能水平高
５．０％，成绩优异的学生比成绩较差的学生２１世纪
技能水平高１９．８％（见表十一、十二、十三中的模型
１）。这可能是因为学习成绩好的学生具有良好的

知识接受能力，能更好地获取与积累知识，知识储备

量日渐优于其他学生。而知识的集中载体之一就是

课程与教材。一般而言，对课程和教材掌握与理解

程度较高的学生，才能获得更好的成绩，在更大程度

上继承了前人传递的间接经验与智慧。这些经验与

智慧成为学生认识、理解及探索未知世界的有效

渠道。

（二）学习成绩越好则ＳＴＥＭ兴趣越浓
学习成绩与 ＳＴＥＭ兴趣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不

同学习成绩学生的ＳＴＥＭ兴趣差异显著。成绩中等
学生比成绩较差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

趣分别高１５．５％、３．９％；成绩优异学生比成绩较差
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趣、工程与技术学

习兴趣分别高３９．９％、１６．０％、１１．８％。可见，学习
成绩中等或优异的学生在ＳＴＥＭ兴趣上显著高于成
绩较差的学生。学习成绩中等或优异的学生更有可

能获得教师、家长及同伴的肯定与赞赏，从而产生更

强的获得感与自信心，进而体会到学习的乐趣；而成

绩较差的学生可能会承受更多的埋怨、批评、质疑等

心理压力，逐渐失去学习信心与兴趣。因此，提高学

习成绩是培养学生ＳＴＥＭ兴趣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ＳＴＥＭ兴趣有助于提升学生２１世纪技能
数学学习兴趣、科学学习兴趣、工程与技术学习

兴趣与２１世纪技能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因 ＳＴＥＭ
兴趣激发的动力和探索精神可以促进学生积极主动

地投入到增强技能活动中，有助于学生２１世纪技能
水平提升。这可能是因为ＳＴＥＭ教育倡导项目式学
习，这种学习方式以技能或能力为中心。为了完成

ＳＴＥＭ课程的项目式学习任务，学生需要开展沟通、
交流、协作，持续地进行研究、资源管理，ＳＴＥＭ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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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学生，更乐于和同伴沟通，更积极地参与小组

合作，表现出更多主动探究和寻根究底的学习行为，

而合作能力、批判思维等２１世纪技能通过这样的学
习过程和学习行为得到孕育发展。

（四）ＳＴＥＭ兴趣在学习成绩促进２１世纪技能
水平提升方面具有中介效应

中介模型分析表明，不仅学习成绩可以直接对

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起到提升作用，而且学习成绩越
好ＳＴＥＭ兴趣越高。同时，ＳＴＥＭ兴趣的提高将强
化学习成绩对 ２１世纪技能的提升作用。可见，
ＳＴＥＭ兴趣在学习成绩促进２１世纪技能水平提升
方面具有中介效应，使成绩优化、兴趣增强与技能提

升三者之间构成良性循环，且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

ＳＴＥＭ兴趣提升２１世纪技能水平的中介作用越大。
对此结果可以这样理解，对 ＳＴＥＭ学科有兴趣的学
生，更乐于参与相关学习活动，更可能取得优异成

绩。而优异成绩的获得，又会增强其对 ＳＴＥＭ学习
的信心与兴趣，使其在 ＳＴＥＭ学习活动中更愿意沟
通、表达、协作、展示，在此过程中２１世纪技能得到
提升。因此，激发学生 ＳＴＥＭ兴趣，强化动机，开启
心智，教会学习，对于提高各类技能、发展能力有着

积极意义。

（五）增加校外活动可以提升学生２１世纪技能
水平

增加校外活动的次数可以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

兴趣、科学学习兴趣、工程与技术学习兴趣，通过增

强ＳＴＥＭ兴趣，进而提升学生的２１世纪技能水平。
这可能是因为，年幼学生处于兴趣特长培养的关键

期，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为他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

尝试机会，在不同的活动尝试和体验中，发现自身兴

趣和特长所在（康建朝，２０１９）。如果家长能正确认
识儿童的成长规律，尊重儿童的个体差异和天性，树

立科学正确的教育观念，儿童校外生活就更丰富，就

不会让做作业成为儿童唯一且过重的校外生活，更

有利于儿童的全面发展（肖凤秋，２０１９）。因此，为
了更好地促进学生２１世纪技能发展，安排合理、内
容丰富、注重劳逸结合的校外活动，应成为常规学校

教育的有益补充。为实现这一目标，教育评价应突

破“唯分数”的窠臼，注重情感与能力维度，校内及

家庭课业负担也应适当减轻，为参与校外活动提供

时间保障。

（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学生２１世纪技能获
得具有重要影响

父亲或母亲职业ＩＳＥＩ指数越高，社会经济地位
越高，较好的家庭环境为子女提供了更好的学习资

源，使其处于高质量的学习氛围中，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ＳＴＥＭ学习兴趣，进而提升学生 ２１世纪技能水
平。正如安东尼·塞尔登等（２０１９）所说：“来自社
会经济地位较高家庭的孩子，父母对他们的教育更

重视，他们在家中有机会参与更多激发智力的对话，

建立起广泛的社会关系，父母在其教育上的资金和

时间投入较多等，从而使他们在接受学校教育过程

中能够更好地发挥优势、获得优异成绩，并在职业获

取、社会交往等非认知技能方面更胜一筹。”然而，

这也警醒我们，因家庭社会资本不同导致的教育结

果差异，应该成为推进教育公平进程中的关注点，给

予弱势家庭的孩子更多政策支持与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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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ａｒｅ，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ｒｏｌｅｏｆ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ｋｉｌｌ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ｍｈｏｗｔｏｌｅａｒｎａｒｅｏｆ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ｓｋｉｌｌ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ＴＥＭ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ｓｋｉｌｌｓ；ｍｉｄｄｌｅｓｃｈｏｏ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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