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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谈】宏观阐述教育现状、

教育问题。对教育趋势和重大教

育问题的评论和观点。

【争鸣】针对热门事件、热点话

题，进行观点交锋。注重通过说理

进行辩论，避免人身攻击。

【局内人】教师评教师、谈教师的事。

【教育之现状】教育领域的各

种事件，重在描述，可以不议。

【锐评】针对教育热点问题的

犀利评论。

邮箱：zgjsbwptx@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737

“智慧课堂”

需要“智慧”推进
□黄齐超

时评

近日，网友爆料某地部分小

学下发通知，为推进“智慧课堂”

建设，学校要求学生购买平板电

脑，并称这种平板电脑可预防近

视。然而家长称，学校要求购买

的平板电脑售价 2400元，但在专

卖店只卖 1049 元。还有的家长

称，买与不买平板电脑的学生分

班不一样，学校会区别对待。日

前，当地教育局经过慎重考虑，

已暂缓推进“智慧课堂”。

学校推进“智慧课堂”本无

可厚非，科技发展推动教育手段

现代化是大势所趋。这些小学

推进“智慧课堂”不得不暂停，问

题出在哪？

首先，采取超常规的教学模

式且需要学生购买学习设备时，

一定要秉持学生自愿原则，不能

强迫学生参与。这些小学的教

师在宣传、动员过程中方式方法

简单化，没有明确学生自愿原

则，造成了误解。

其次，学校与商业机构合作

历来是敏感点，容易引发家长对

学校从中牟利的质疑。所以，学

校应自觉避嫌。然而，这些小学

指定购买某品牌的平板电脑，甚

至告之家长一定要在指定商店

购买，这本身就犯了大忌。更何

况，家长发现指定平板电脑的价

格竟然与专卖店同规格平板电

脑差距达 1400元，难怪家长有意

见。

当然，价格差距不能仅仅看

硬件。要知道，学校推荐的平板

电脑 2400元，其中包含了软件成

本，即资源平台三年的服务费。

可是，资源平台的三年服务费是

不是值 1000 元？这其中学校有

无利益分成？这些敏感问题，家

长还是无法得出确切答案。

再者，学校因为教学模式不

同，依据是否参与“智慧课堂”分

班教学，这似乎也可以理解，无

法做到全校统一就按特色班教

学。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

学校，是否可以设置“智慧课堂”

特色班？这又是一个有待商榷

的问题。

当地教育局称，个别学校在

宣传时与家长的沟通出现了问

题，导致部分家长的质疑和抵

触。其实，除此之外，家长的质

疑还来自“智慧课堂”的不透

明。由此可见，“智慧课堂”需要

“智慧”推进，这个“智慧”需要沟

通技巧，也需要教育部门的诚挚

之心。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商丘市

睢阳区毛固堆乡黄楼学校）

班干部体罚学生谁之过
局内人

□罗义安

近日，深圳一小学家长报料称，

自己女儿所在班级的班长（女）将班

上的同学集合在一起，以违反纪律

为由体罚他们。30多名同学排着队

挨班长打，男生被扇耳光，女生被用

脚踢。然而，班主任对此的反应却

相当冷淡，认为“孩子之间有些矛盾

很正常”。

孩子之间有矛盾确实很正常，

班长与同学之间有矛盾也很正常。

但是，作为班长对违纪同学采取打

的方式管理，就与学生之间的矛盾

有着本质区别。班长打违纪同学不

是学生之间的普通打闹，而是以管

理的名义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

教师不能打骂、批评学生，有

的班主任便计上心来，把班级管理

权下放给班干部。实行所谓的班

级自治，学生自主管理，班主任“垂

帘听政”，既省事又免责，真可谓棋

高一着。

班干部无论是学生投票选举的

还是班主任任命的，他们只执行班主

任的指令，按照班主任的意图管理班

级。可以说，班干部是“影子班主

任”，是班主任的助手。在班长打同

学的事件中，打人者是班干部，但根

源在班主任，没有班主任的默许，班

干部岂敢动手？班干部没有管理经

验，他们管理班级的过程也是自我教

育的过程，需要班主任的指导和引

导。班长以打代管，不管班主任知情

与否都是失职。

对于班级管理，班主任放手是

可以的。但是，放手不能撒手。然

而，有的班主任放权后便撒手不管，

不问过程只要结果。有的班主任甚

至对班干部体罚同学的行为“睁一

只眼、闭一只眼”。长此以往，有的

班干部认为班主任默许了自己的管

理方法，便形成了体罚思维，以体罚

代替管理，偏离了自主管理、自我教

育的理念。

30 多名同学排着队挨班长打

虽然是个案，但暴露出来的却是

班干部管理的大问题。因此，我

们要特别警惕班干部体罚或变相

体罚同学现象。

班干部体罚同学隐蔽性大、危

害性强。学生被班干部体罚，只要

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被体罚的学

生一般不会告诉家长，家长并不知

情。由于班干部体罚同学的行为没

有得到及时遏制，有的班干部就任

意而为。比如这位班长经常要求班

上同学给自己带零食，如果不带就

撕同学的作业本，甚至打同学，还威

胁不准告诉家长。如此恶劣的行为

不是体罚，而是校园欺凌。

当管理变成体罚，体罚变成欺

凌，班干部变质了，班级管理也变

味了。

禁止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是高

压线，教师不能碰，班干部也不能

碰。因为无论是实施体罚的班干部，

还是被体罚的学生都是受害者，所以

班干部体罚或变相体罚同学的行为

必须禁止。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安陆市紫金

路小学）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

革的指导意见》，就推进普通高中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普通高中教育

质量进行了系统设计和全面部署。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

表示：“在实施普通高中新课程的省

份不再制定考试大纲，学业水平选择

性考试和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试命题都要以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

准和高校人才选拔要求为依据，促进

教考有效衔接。”

高考大纲是高中教学的“指挥

棒”，为高中教学提供了总体思路。

就应试的实际需要看，考纲的确可以

起到纲举目张的指引作用。但是也

要看到,高中教学“以纲为纲”在一定

程度上束缚了教学的主动性、全面性

和创造性。随着高中教育教学的深

入改革，基于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

等多重背景，考纲过多地强调考试显

然已经不合时宜。

为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新时代

高中生，国家层面正在整体推进高中

教育教学的综合改革。选拔性考试

命题以高中课程标准为依据，是改革

的重要信号，传统的高中教育教学工

作应据此进行相应调整。

贯彻落实新的普通高中课程标

准要经历一段阵痛期，传统的教学模

式必然面临改革要求、现实需要和人

才标准等多重挑战。因此，教师要处

理好以下三对关系，才能跟上改革的

步伐，做好教育教学工作。

首先,要处理好新课标与高考的

关系。新课标的落地并不意味着高

考无章可循，更不代表日常教学可

以信马由缰。以课标为依据的新高

考更加注重基础知识、关键能力、思

维品质和学习理念的综合考查，命

题思路从相对封闭走向全面开放。

大量的刷题、千方百计挤占学生时

间、挖空心思预测考试题目等备考

方式，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教师应

及时转变观念，站在“培养什么人，

为谁培养人”的高度思考“怎样培养

人”，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方向，关

注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和终身学习

理念的培养，课堂教学和备考工作

自然就能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其次，要处理好新课标与教材的

关系。不少人认为新教材是遵照新

课标要求编写的，拿来就用即可。但

是，高中教学应该是用教材教，而不

是教教材。培养全面而有个性的新

时代高中生，其标志不在于让学生记

住多少知识点，而在于如何将学生培

养成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全面发展的

人。故此，教师应以新教材为基础，

全面思考梳理新课标的要求，合理运

用、灵活转化教材内容，而不是简单

的“拿来主义”。

再次，要处理好新课标与教师的

关系。高中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对教

师提出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抠考

点”、迷恋“题海战术”的教师不可避

免会有失落感；以钻研“×年真题×年

模拟”为能事的教师恐怕也会被现实

频频“打脸”；一些以学生成绩换取各

类“先进”“名师”等头衔的教师会逐

渐失去市场。从这个意义来看，高中

教育教学综合改革也在倒逼教师牢

记并实践“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

好老师的要求。

当然，破除“以纲为纲”应试教

育倾向的同时，也要防范盲目加重

学生课业负担的基层操作，要突破

脱离考纲就不会教书的思维局限。

加深和拓展对新课标的理论研究，

建立新课标与高考、教材和教师的

有机联系，有助于新课标在基层的

落实。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中山市三乡

镇桂山中学）

□钟洪尧

处理好三对关系，破除“以纲为纲”

请给教育松松绑
□韩 飞

有此一说

现实生活中，家长通过托关系、

找门路、送礼物等途径为孩子选座

位的事件时有发生。其实，“占位

子”并不局限于教室中的那个座位，

还有更多无形的“位子”。

家长跟风择校，盲目攀比

剖析“抢位子”的原因是家长对

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折射出的问

题是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

衡。这种情况下，如果家长望子成

龙的心理急剧膨胀，势必产生“环

境决定论”的片面认识，一味地盲目

跟风、攀比，“不让孩子输在环境

上”，而忽略了孩子自身的学习基础

和个性特长。

成绩优异的孩子在追求优质教

育资源，基础一般的学生也在追求；

家庭富裕的家长在追求优质教育资

源，家境普通的家长也在努力追求，

似乎不这样做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长此以往将造成教育资源的更加不

均衡。反映在一个家庭中，家长高

价购房或租房、异地落户、请假陪

读，可以说是煞费苦心，但这并不一

定能换来孩子的好未来。家长如果

真为孩子着想，应该根据孩子的自

身优势加以培养，而不是盲目跟风。

培训机构火爆，推波助澜

在我们当地，优质教育资源的

争夺主要体现在旗县内家长、孩子

对地级市初、高中教育资源的竞

争。为了提高孩子的胜出率，许多

家长选择提前练兵、强化集训，教育

培训机构应运而生。他们高薪聘请

教师、给学生提供吃住学一条龙服

务，迎合、满足家长的需求，获取了

可观的经济效益，却扰乱了正常的

教育秩序。

近年来，异地求学的学生越来

越多，大有从高学段向低学段蔓延

的态势。择校难、大班额、学区房成

为一个个摆在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

面前难以突破的瓶颈。

孩子苦不堪言，童年“失趣”

记得我们上学时，家庭作业很

少，放学后可以与伙伴跳绳、丢沙

包，星期日可以和同学结伴到小溪

边捉泥鳅。不知不觉中，我们在父

母的陪伴下，在没有太大的压力情

况下，也跨入了大学的校门。

可是，如今的孩子却少了无忧

无虑的童年。我邻居家的孩子读小

学四年级，几乎看不到他在户外玩

耍的身影，每天放学后不是写作业

就是上辅导班。家长也心疼孩子，

但又不得不给孩子报辅导班。虽然

身心疲惫，但是累并全力拼抢着，为

的就是给孩子抢一个好“位子”。

教育应该是一种享受，应该是

孩子在相对和谐、轻松的环境中，在

教师、家长的指导和陪伴下，愉悦地

汲取知识和快乐地成长的过程。请

给教育松松绑，还孩子一个有趣的

童年。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商都县第

二中学）

急功近利的管理要不得
纵横谈

□吴维煊

如今，“撒下几粒米，就要鸡下

蛋”的管理方式较为普遍。这种管理

方式的特点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管理方提供政策或资金支持，即“撒

下几粒米”，被管理方需要定期拿出

成绩，即“就要下出蛋”；如果管理方

在短期内看不到“蛋”，很可能就不再

“撒米”了。

例如基于政策支持，学校通过遴

选获批的教改或双创项目，每学期至

少要进行一次成果汇报；获得经费支

持的课题项目，负责人要定期总结研

究成果；校内的一些课改项目，也要

求教师定期汇报课改成果。为了在

规定时间内拿出成果，教师无法潜心

研究与实践，只能“急功近利”搬别人

家的砖头砌自己家的墙，如拼凑论

文、专著，或整理出一大堆没有实用

价值的“材料成果”。急于求成的管

理方式不仅会让好政策贬值，也催生

了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及泡沫化的研

究风气。

教育不同于其他行业，任何研究

项目及教改实践都不可能在短期内

看到成果，很多项目需要几代人的努

力，其成效可能要在 10年、20年后才

能显现。当下对教育的政策、资金及

人力支持，是对未来教育的奠基。那

种“撒下几粒米，就要鸡下蛋”的管理

逻辑，不仅不符合教育的发展规律，

还会让教师走向浮躁，让教育走向急

功近利。

改变“撒下几粒米，就要鸡下蛋”

的管理模式，才能让教师从容成长，

让教育稳步发展。

首先，要减少行政化管理对教育

的干扰，让懂教育的人管教育。学校

为保持正常运行需要行政化的管理

方法，但学校不同于企事业单位，不

应过多使用行政化管理手段，要让懂

教育的人管教育。无论是教育主管

部门，还是其他提供支持的部门，都

要尊重教育规律，摒弃短期内要成果

的理念，不仅要为项目实施提供政策

及资金支持，还要考虑如何为项目实

施提供思想引领、方法指导和技术支

持，争取把每一个项目做实。

其次，要转变管理理念。管理不

是我给你政策、资金，你就要给我出

成果，而是重在思想与方法的引领。

以学校课程改革为例，课改是教育永

恒的话题，有些学校以布置任务的形

式开展某项课改，后续召开每月例会

让教师汇报课改成果或上交课改材

料，导致教师将课改的着力点由教学

实践转向纸上谈兵，并未切实推动课

改工作。因此，在进行课改管理时，

应转变管理理念，不向教师催要成

果，将重点放在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和文化环境上，给予教师必要的支

持。比如还给教师应有的教学自主

权，让教师在润物无声中实施课改。

再次，要增加项目交流研讨，减

少检查与成果汇报。以课题研究为

例，教育课题研究的周期一般是两

年。在研究周期内，中期汇报是必不

可少的，试想，从立项到中期成果汇

报一年时间，能有什么实质性成果

呢？课题组为了在中期汇报时拿出

成果，只能做材料、填表格，让课题研

究走向材料化、表格化，催生出大量

毫无研究价值的“材料课题”和“表格

课题”。如果将中期汇报改为交流研

讨，让课题组成员分享研究经验，探

讨研究中的重点问题，明确后续研究

的着力点，对提高课题研究质量将大

有裨益。

“撒下几粒米，就要鸡下蛋”催生

的急功近利，使很多项目成了“夹生

饭”，既浪费了教育资源，又破坏了教

育生态。改变这种管理模式，才能让

教育更为从容、稳步地发展。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宿迁经贸高

等职业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