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H

华盛顿州 SEL 实施概要： 面向社区和青少年发展组织
安全和支持的环境有助于学习
研究表明，青少年课程和学校注重营造友好和包容的环境，支持学生的社会情感发展，有助于青少年收获长期成功和
幸福生活。 长期以来，青少年课程和社区一直支持青少年的社会情感健康，并且通过明确意图和加强合作，不断改
善实践。
• 拥有优质课程的强大社区有助于学习。 当一个社区拥有积极的学习氛围，并由成员共担高期望时，学生的出勤
率和参与率就会 提高。1
• 对人的全面支持有助于学习。 当学习的智力和社会情感方面被纳入高质量的课程时，学生会变得更加投入、
更具毅力并收获更大 成功。2
• 青少年的归属感有助于学习。 产生归属感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承担积极的风险并坚持不懈。3

什么是社会情感学习？

华盛顿州 SEL 框架和指导原则

宽泛而言，社会情感学习 (SEL) 是帮助个体获得管理情绪、设定目标、
建立关系和做出负责任的决策所需的认识和技能的过程，这些认识和技
能有助于人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取得成功。（参阅华盛顿州的 SEL 实施指南）

1. SEL 的实施始于能力 建设。

SEL 不是一种“评定”或确认缺陷的方式，也不仅仅是课程或附加课程。
相反，SEL 是一种有意培养学生优势的方法。
SEL 以多种方式支持教育公平4 ： 强调儿童的全面发展、提高对学习的社
会性的认识、推崇所有儿童都能学习的理念、培养年轻人适应社会的所需
技能、改善学生与教育工作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项是保护所有学生的关
键因素。5

华盛顿州 SEL 标准6
自我意识：个人有能力识别自我情
绪、自我优势、成长领域，以及潜在
的外部资源和支持。

社会意识： 个人有能力理解不同
文化、背景的人的视角，并与他们
产生共鸣。

自我管理：个人有能力调节情绪、
思想和行为。

社会管理： 个人有能力对个人行为
和社会互动做出安全且有建设性的

选择。
自我效能：个人有能力激励自我、
坚持不懈 并认可自己的 能力。

社会参与： 个人有能力为他人着想，
并表现出愿意为学校和社区的幸福做
出贡献。

2. SEL 要求家庭、教育工作者、社
区伙伴和年轻一代携手设计和
实施 SEL。
3. 华盛顿州 SEL 的制定须遵循以下
四项指导 原则：
公平：
让每位儿童得到充分发展自身潜能所
需的一切。
文化响应：
视文化为学习资源，而非障碍。
通用设计：
考量并顾及不同个体的学习差异。
创伤知情：
将有关创伤影响的知识纳入政策和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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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儿童服务系统的未来应建立在我们目前对大

脑发育和情境力量的了解之上，包括为成年人提供
支持，以构筑此等发展。”7

对改善社区和青少年课程的 SEL 的入门指导
1. 注重人际关系。 营造积极的氛围，与学生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肯定他们的文化和身份，创造适宜 SEL 发展的环境。 回顾州教育厅
厅长办公室 (Office of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OSPI) 教育
工作者 SEL 在线模块的第 4 节： 将 SEL 整合入文化响应式 课堂。
2. 注重对当前 SEL 工作的了解。 通过阅读我们的 SEL 标准、指标和指
导原则，,了解华盛顿州当前的 SEL 工作，并探讨如何在您的课程
中达到这些 标准。
3. 注重成年人的 SEL。 首先培养工作人员的 SEL 能力，并建立对公
平和偏见的理解，然后反思自己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如何影响您与
青少年的互动。
4. 注重伙伴关系。 与学校和其他社区伙伴携手合作，让全面教育贯
穿青少年的一整天，才能为 SEL 提供最好 支持。
5. 注重质量。 研究表明，高质量的青少年课程可取得积极的 SEL
成效。 回顾华盛顿州课外课程和青少年发展课程的质量标准，
并借助SEL 课程质量评估表，改进工作人员为推动 SEL 所做的 工
作。
6. 注重意图。 有序、积极、集中、明确的 SEL 方可取得最佳成效。
使用规划工具，如 CASEL的 SEL 实施 标准。.
鉴于一切学习活动都具有社会和情感的固有特点，就课程而言，提高
推动 SEL 的意图性非常重要。 研究表明，当 SEL 课程包含四个要素时，
可最有效地产生一致结果 ，这些要素可概括为 SAFE：8
Sequenced（有序），循序渐进，培养技能
Active（积极），通过积极的学习方式帮助学生练习新技巧
Focused（集中），集中时间和注意力，专注技能培养 Explicit
（明确），明确培养社会情感技能的教学方式

助力伙伴关系建立，携手实施 SEL 的
资源
学校-社区伙伴关系 (SchoolCommunity Partnerships)
本刊物系探索支持社会情感和学术发
展的可行实践系列报告的第三份。
借助优质课外课程， 支持社会和情
感 发展
本概要探讨了有关课外课程如何改善
青少年的社会情感发展的研究。
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 (Preparing Youth
to Thrive)
这份实践指南提供将 SEL 纳入青少年课
程的指导和其他资源。
SEL 工具包
明尼苏达大学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的工具包为青少年和工作人员提供用
于促进 SEL 的活动、模板和工具。
建立伙伴关系，随时随地 学习
本概要由美国国家委员会的青少年发
展工作组 (National Commission’s Youth
Development Work Group) 编写，重点
介绍青少年发展组织在青少年成长和
发展中的关键作用。
CASEL 在校和校外时间 实施指南
本系列资源旨在帮助学校和青少年课
程中的 SEL 实施。 可查找针对校外时
间实施情况的 资源。
SEL 课程质量评估 本工具用于评估和
改进基于研究的工作人员实践 ，从而
提高课程设计和 SEL 实施的质量。
SEL 实践：供课外工作人员 反思的
工具
本工具可帮助课外工作人员反思自己
的 SEL 能力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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