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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前不久，太阳谷华夏小学还进行了为

期一周的游学活动，先是走进山东曲阜，
后来到北京观摩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采
访老红军，走近三军仪仗队……然而，参
加游学是需要海选闯关的，这个过程让所
有孩子的内心都得到了成长。

一位家长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儿子第
二轮被淘汰，但第四轮经过自己努力，终
于打通了游学之路的关卡。这个只有7岁
多的小小男子汉，不怕困难，不怕挫折，面
对压力，不是哭泣，而是寻求办法，挑灯夜
战，成功“复活”。更让人欣慰的是，他带
同学回家来，却一直不分享他胜利的消
息，直到同学上洗手间，才凑到我耳边悄
悄说：“妈妈，我通关了！”原来他的同学没
有通关，孩子怕同学伤心，忍住没有说。
孩子长大了，知道努力、成功很重要，知道
顾及别人的感受更重要。

闯过4关即将外出游学的孩子被分成
5个大组进行拓展训练，其中有一项为“生
死抉择”：40名游客坐在船上游玩，船触礁

就要沉没，只有 5人可以乘直升机活着离
开。每个人手中有 3票，可以投给最应该
活下去的人，也可以投给自己，票数的多
少意味生与死的抉择。

游戏开始，40个孩子异口同声地要把
关乎生死的票全部投给老师。实在拒绝不
了的情况下，老师退出游戏。最后，大部分

同学都把票投给了年龄最小的同学，但没
有一个孩子把票投给自己。最小的同学要
乘坐直升机离开时，抱住了哥哥姐姐失声
痛哭，哥哥姐姐们也泪流满面，一遍又一遍
嘱咐弟弟妹妹照顾好自己……孩子们完全
进入了角色，人性的光辉在这场看似游戏
却又充满巨大意义的生死抉择中熠熠生
辉。在场的每位老师都为之动容……

没有坏孩子，只有心灵受伤的孩子；
没有坏孩子，只有心性受到污染的孩子。

这是李显峰的口头禅，也是融入华夏教师
骨髓的一句话。

宁宁，一个白净又文静的男孩，在之
前的学校坐了4年冷板凳，心灵严重受伤，
他把自己封闭得死死的，拒绝看、拒绝听、
拒绝说，用这种方法与外界隔绝……

刚转到太阳谷华夏小学时，宁宁给老

师的感觉是“根本不在状态”，上课不看老
师，总趴在桌子上……然而，于海英惊奇地
发现，宁宁似乎什么都会，做题速度又快又
准，经典背诵、默写也一字不漏，一字不
错。随着自己的优势一点一点地挖掘出
来，宁宁越来越自信，以前从来不敢在人面
前说话，更不敢发言，现在能主持全校的升
旗仪式，声音洪亮，情感激扬，语言流畅。

越走近宁宁，老师们越被他内心的善
良、纯净所感动。每个周末，宁宁都带着

他的小妹妹到小区的周边捡拾垃圾、狗粪
便，有时去公益送餐，义卖挣钱捐给敬老
院和贫困地区……

四年级栋梁班学生然然来自吉林，父
母都是大学教师，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送女
儿到太阳谷华夏小学试读。10 天后中秋
节放假，然然就被爸爸扣在家里不许回
来，因为爸爸舍不得孩子住校。“爸爸，让
我回学校吧，我喜欢那里。”9岁的然然成
功说服了爸爸。

第二天清晨，然然和妈妈有这样的对
话：“妈妈，我昨晚一夜都是浅度睡眠。”

“为什么呀？”“今天就能回华夏了，兴奋
呀！”……

在那里，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天天
都在上演……

“心性教育不是一个单独的学科，它
像水，融于面就做成了面点，融于米就煮
出了米饭，融于树就结出了花果。我们的
心性教育，就是以梦想点亮梦想，以心灵
呵护心灵，以行动引领行动，以人生成就
人生。”李显峰说。

一所小学的“心性教育”

教师有偿补课被严令禁止

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一直是一
个热点话题。对此，教育行政部门的态度
非常明确，各级部门都曾专门发文，严禁
有偿补课。

2015年6月，教育部印发了《严禁中小
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
定》，为中小学校组织、要求学生参加有偿
补课等 6 种行为划定“红线”。去年 7 月，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对中小学有偿补
课和教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进行专
项治理。今年 5月下旬，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会同基础教育司、督导局、纪检组组建
工作组赴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湖北、
湖南6省开展治理中小学有偿补课专项调
研与督查。日前，教育部发布《2017 年上
半年中小学有偿补课治理专项调研与督
查情况》，督查发现，有偿补课行为在一定
范围内仍然存在，对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
存在困难。

为此，各地针对教师有偿补课行为再
出重拳。据《人民日报》日前消息，针对中
小学有偿补课，多地查处了一批顶风违纪
的学校和教师，视情节给予批评、警告、记
过、降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或开除处分。
湖北省武汉市 2016 年对查实从事有偿补

课的64名教师给予相应处分；河南省2015
年以来共对289名教师及有关责任人进行
处理；吉林省强化对失职渎职行为问责，
2014年以来共有154名副校长以上领导被
追究相关领导责任。

教师有偿补课实是“以权谋私”

禁止在职教师有偿补课，是若干年来
各地教育部门始终大力抓的治理项目。
然而，由于补课收益显著，在职教师有偿
补课至今没有杜绝，甚至在一些地方依然
大张旗鼓。不乏教师在正式课堂上为自
己的“小班”打广告，拉来学生以后，获得
比工资高得多的收入。

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课，不仅破坏了
教育生态，也有损师德。为了“引导”学生
参加自己的课外补课项目，有部分教师甚
至在课堂上有所保留，故意不讲完应该讲
授的知识。课堂教育成了应付，有偿补课
才是“正餐”，学生和家长为了不耽误学
习，不得不接受事实，主动或者更大程度
上被动地参加补课。

同时，部分家长为教师有偿补课行为
推波助澜。一位来自安徽的中学语文老
师说，其实真正要求补课的多半是家长。
一则家长希望老师给孩子“补短”，二则感

觉“别人都在补课，自己的孩子也要跟
上”，三则希望老师帮忙在课外监管孩子。

传统上认为，公办学校教师端的是铁
饭碗，因为并不直接掌握公权力，所以他
们也距离针对公务员的反腐较远。其
实，教师掌握的教育权，同样是公共权力
的一部分。教师主要收入来源于财政拨
款，传授知识是在履行公共职责，传授的
知识可以说是一种非物质公共资源。从
事课外有偿补课，就是变卖公共教育资
源，滥用公共教育权力，属于一种变相的
以权谋私。

杜绝有偿补课如何“治本”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治理中小学
有偿补课还存在一些困难与问题，如以考
试成绩、升学率作为评价学校重要指标的
狭隘政绩观，造成学校应试教育倾向、校
际间分数攀比和畸形竞争，部分地方和学
校对有偿补课态度暧昧，甚至默许纵容；
少数教师认为待遇低，所以靠有偿补课赚
钱理所应当；有偿补课行为在一定范围内
仍然存在，高中特别是高三年级存在组织
学生补课并收取补课费的现象，一些初三
年级也不同程度存在这些问题；有偿补课
行为发现和查处比较困难，教师有偿补课

的形式更加隐蔽，举报者担心被打击报复
不愿出面指证或配合调查，一些参与有偿
补课的学生和家长甚至刻意包庇，协助教
师对抗调查；无序发展的校外培训机构利
诱在职教师到培训机构参与有偿补课，假
借公办学校教师之名进行虚假宣传。

有观点认为，有效治理有偿补课，应
建立在保障教师正常待遇的前提之上，从
而让教师全心全意投入到课堂教学中。
如果最基本的待遇都不能保障，那么教师
就会产生以手中的教育权寻租的想法。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日
前发表文章指出，理顺治理教师有偿补课
的逻辑极为重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如果
我国实行国家教育公务员制，要求作为国
家教育公务员的教师不得有偿家教，就将
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公务员法明
确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
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
职报酬，而且权责对等，治理逻辑通顺。

《北京青年报》评论则认为，有偿补课
难禁的原因在于不少人担心“谁禁谁吃
亏”，假如这个县禁止，其他县还在补课，岂
不是本县孩子高考吃亏？所以，要落实教
育部的禁令，归根到底是省里下决心，坚决
做到“一刀切”，在全省刹住有偿补课。

（本报记者黄浩综合整理）

为了探究大数据时代下的基础教育
变革方向，进一步推进大数据技术发展及
应用，7 月 6 日，由福建教育杂志社主办、
极课教育研究院承办的“第三届基础教育
大数据技术及应用研讨会”在福州召开，
各地教育专家、全国知名中学校长等近
300人出席会议。

“十三五”以来，国家积极推动教育行
业向“互联网+教育”方向发展，鼓励学校
利用大数据技术开展对教育教学活动和
学生行为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反馈，为推
动个性化学习和针对性教学提供支持。

此次研讨会中，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
科学学院院长陈明选认为，大数据支持下
的有效教学有四大特征：迭代性、精准性、

即时性、客观性。他指出，技术支持下的教
学不会更轻松，但会更有效，这得益于大数
据能够根据统计结果进行个性化定制。

江苏省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近年来在
个性化定制方面作出卓有成效的探索，该
校副校长沈志斌在报告中着重介绍了学校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如何运用大数据系统实
现个性化教学。“我们学校的许多考试，教
师批改试卷后扫描采集数据，教师可以通
过系统统计学生的错题类型、比例，从而进
行有针对性的指导，而且这样做的效率会
比之前有所提升。”沈志斌介绍，“通过对大
数据系统的常态化运用，教师能够根据学
生个人特点、考试状况的整体把握进行个
性化教学，有针对性地布置作业，学生的总

体成绩实现了大幅度提升”。
据了解，今年辅仁高级中学学生的暑

假作业也实现了个性化定制。学校根据
学生的学习状况统计结果，有针对性地为
学生布置作业，从而查漏补缺。

在“互联网+”背景下，青岛58中也展
开探索。该校副校长吴峰介绍，学校鼓励
教师深入探索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的融
合，打造信息化环境下的高效课堂；鼓励
教师基于数据诊断进行精准教学和相对
精准的分层教学，提高教学质量。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下一线
教师的“数据素养”令人担忧。

长期从事大数据研究的江苏师范大学
副教授杨现民通过调查发现，当下教师的

数据意识相对保守，教师的数据处理能力
较低。华南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徐
晓东则指出，一线教师不仅要培养数据素
养，还要把数据素养逐渐上升为数据智慧，
要培养对数据的敏感性，借助数据洞悉学
生的学习状况，从而采取行之有效的方法。

杨现民提醒与会者，大数据提供给教
育的仅仅是“参考答案”，教育大数据不会
取代教师，但会带来新的分工。

“教育大数据运用的前提应该是不增
加教师的工作负担。”极课大数据联合创
始人李可佳强调，“教师是改革的动力，而
不是被改革的对象，教师要学会主动拥抱
新事物”。

北京中小学第三届美育校
长论坛召开

本报讯（记者 钟原） 7 月 4 日，
“弘扬传统文化，展示美育风采——
北京市中小学第三届美育校长论坛”
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举行，来自北京
市各区的美育主管校长与教师参加
了本次论坛。会上，清华大学附属小
学校长窦桂梅、北京市第一零一中学
副校长许星等就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讲座，美育研究专家高翯、郑小
筠等就如何加强学校美育工作等议
题进行了研讨。与会代表认为，美育
必须借助学生兴趣展开，逐步形成志
趣，并最终成为个人志向。与会代表
还观摩了清华大学附属小学美育微
课程，并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观看清
华附小学生油画展。

中国逻辑学会逻辑教育专
业委员成立

本报讯（记者 褚清源） 7 月 10
日，中国逻辑学会逻辑教育专业委员
会在江苏常州正式成立。中国逻辑
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杜国平，中国逻
辑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
建军，中国社科院博士生导师刘培育
等专家学者出席会议。来自全国部
分高校和中小学的100余名代表参加
会议。专家指出，在中国，逻辑课已
经缺席了数十年之久。中国逻辑学
会逻辑教育专业委员会的成立，将更
好地推动逻辑教育的发展与普及。
据了解，该组织的首批会员中高校教
授与基础教育一线教师会员同等比
例。此次会议除专家主题报告外，还
专门设计了教学观摩与研讨环节，以
具体的教学案例落实逻辑思维在学
科教学中的应用。

湖北武汉中小学体育教师
接受足球专项培训

本报讯（通讯员 冯旭） 日前，由
中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和武汉市教育
局主办，安踏体育协办的2017校园足
球教师公益培训活动在江汉大学举
行，来自武汉市的 300 余名体育教师
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培训采取理
论讲座与实战演练相结合的形式，由
恒大足校青训副总监阿铁达以及亚
足联 C 级教练员讲师刘家琪两位教
练，结合多年执教足球专业队，特别
是青少年足球训练的实际情况，就足
球理念、足球基本技术的练习方法和
要求进行了专业剖析与传授。

北京教育学院发布《学习
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7月9日，
北京教育学院举行了“学习与思维”
课题研究成果发布会。该课题由北
京教育学院原院长温寒江历时 25 年
主持完成，研究成果形成了《学习学》
系列丛书。丛书共 22 册，分为理论
卷、中学卷、小学卷和幼儿园卷。该
课题研究认为，学习问题只有抓住思
维这个核心，才能以简驭繁，提高效
率。北京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在会上
建议，北京教育学院可以结合中小学
干部教师培训内容，将“学习与思维”
课题研究成果融入师干训课程。

贵州名校长工作室联谊论
坛聚焦“办学思想”

本报讯（通讯员 高荣狄） 日前，
贵州省杜鹃名校长工作室联合郑茂
平、龙志军名校长工作室共同开展

“专家深度把脉·凝练办学思想”工作
室联谊校长论坛。3个名校长工作室
成员代表展示办学成果、分享办学思
考。此次活动还从会场展示研讨拓
展到学校现场诊断指导，借助专家力
量为校长办学指明方向。上海市小
学教育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特级
校长张雪龙指出，“校长成长于思想
成熟与学校发展之中，思想形成于理
论提升与实践感悟之中，学校发展于
思想引领与系统运行之中”，引发了
与会者共鸣。

河南邓州利用新媒体推广
安全知识

本报讯（通讯员 赵毅） 7月5日，
河南省邓州市教体局通过“邓教平
安”微信公众号给家长们发送了一条
安全知识信息，利用动画向家长和学
生宣讲“用电”“用火”“饮食”“交通”

“游戏”“上网”等安全知识。邓州市
教体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邓州市教体
局要求全市各学校运用微信、微博、
QQ 等新媒体，每周向家长推送安全
提醒不低于一条，提高家长的安全防
范意识和能力。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本报记者 崔斌斌

海外夏令营、名校一日游、文化体
验……暑期将至，研学旅行进入旺季，五
花八门的研学课程让家长和学生看花了
眼，什么是真正的研学旅行，教师如何设
计有趣好玩的研学课程，学生能从研学旅
行中收获什么？7月 8日，由敬德书院、中
国教师报、《中国教师》杂志社、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家书院、北京明远教育书院主办，清
华大学附属中学协办的“中国教师·敬德会
讲”本年度第三次会讲在敬德书院举行，中
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著名科学家、
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德育与校外教育处调研员荣雷，中国
教育报刊社党委副书记连保军，中国教育
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峡，北京市海淀区教
科院院长吴颍惠，清华附中副校长白雪峰
等共同围绕“知行合一与研学旅行”主题
展开讨论。

“许多学校一开始听说‘研学旅行’
时，就把它看成像‘春秋游’一样简单，但
我想说的是，研学旅行不同于‘春秋游’活
动，更不同于面向少数学生的精英活动，
它不是少数优质学校的特权，也不是学校

课堂的‘搬家’。”曾经主持过研学旅行相
关课题的高峡说，研学旅行注重集体性，
强调在集体活动中让学生获得与同伴相
处的真实机会，过一种真实的集体生活，
让眼、耳、鼻、手、脚、脑等“动”起来，从而
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

在高峡看来，研学旅行在注重集体性
之外，还特别关注学生的个人体验，能够
给予孩子们更丰富的体验感受，这是家庭
和学校课本不能给予的。“在研学旅行当
中，教师应该倡导让孩子用自己的眼睛观
察社会，用自己的心灵感受社会，用自己
的方式探究社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路该怎么走
才最好？考验着学校和教师。今年74岁的
王渝生实地体验了一把“研学旅行”向导的
角色，今年初，他首次以研学旅行团中“学
者向导”的身份，参与前期策划、设计线路，
带领孩子们去意大利进行了一次特别的科
学革命之旅。会讲现场，王渝生的激情分
享，不时引发与会者的阵阵掌声。

“研学旅行，简单地说就是学什么、如
何行。前期要做好充分准备，设计好路

线，去看看这些事、这些人，去领略他们的
精神和品质，这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王
渝生说。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培养学生
的思维，思维可以改变世界。研学旅行的
目的是什么？就是开阔我们的眼界，通过
开阔眼界，使我们的思维更开阔。”顾明
远一语道破研学旅行的价值所在。在他
看来，课堂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但仅有
课堂是不够的，我们要走出课堂，走出学
校，走向社会，要让学生了解世界，了解
社会。“一些教师提出把研学旅行作为一
门课程有计划、有目的地来实施。在我看
来，不能局限于课程，在课外活动里也应
多渗透研学旅行的内容，让更多的孩子走
出去。”

对此，吴颍惠高度赞同，在她看来，研
学旅行是一种课程，但它一定要有别于学
校内部的课程，“研学旅行课程特别强调开
放性和生成性，无论我们研学课程设计得
多么完善，多么严谨，一定不要忽视它的开
放性和生成性，否则我们就只是把学校课
程搬到了野外，搬到了社会”。为此她特别

提醒，研学旅行并不是回避玩，不是不能谈
玩，“孩子们就是去玩的，在研学过程中轻
松地学，自由地学，这样才能保证研学课程
与课堂教学的有效衔接，才能保证校内学
习与校外学习的相互畅通”。

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学校、教师在进
行这样的探索，在本次会讲的“实践展示”
环节，清华附中的王田、唐中云、王敏等三
位教师现场分享了他们课内课外如何在

“行走”中获得新知、在“行走”中促进成长
的经历。无论是“诗画江南·文脉千年”浙
江线，“溯源古皖·寻梦徽州”安徽线；还是

“历尽蜀道·品韵天府”成都线，“塞上江
南·神奇宁夏”宁夏线，学生们细细品味那
些穿越千年、历尽磨难保留下来的石刻，
感受那些耐人寻味、感人至深的故事，学
到了从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感受到了师
生、同学间的友爱，收获了自我人格的成
长和完善。

“推动研学旅行，靠一两所学校是不
够的，需要各方面的配合，需要全社会共
同努力把研学旅行做好，把我们的知识和
行动结合起来。”顾明远说。

研学旅行不是“春秋游”，不是少数优质学校的特权，也不能是学校课堂的“搬家”

研学旅行需要“知行合一”
□本报记者 康 丽

今日话题 老师，请对有偿补课说“不”

一线教师亟须提升“数据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