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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聊城让留守儿童和爸妈聊聊天
“妈妈，我想你了……”1 月 22 日，山

东省聊城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来到聊城市
东昌府区凤凰办事处郑官屯村留守儿童
程春雨家，帮助她通过网络视频和远在外
地打工的母亲面对面聊天。

（特约通讯员 徐长春）

湖北省利川市凉务小学进行安全
大检查

日前，凉务小学安全组成员在校长的
带领下，依次排查了围墙 、教学区 、宿舍
区、厨房区、厕所等场地及设备设施的安
全隐患， 对校园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假前
“体检”。 （通讯员 曹显彬）

江西省南康市镜坝中心小学关爱
留守儿童

近日，镜坝中心小学开展“关爱留守
儿童”活动，对留守儿童多关心、了解、帮
助、联系，为留守儿童带去真心 ，送上温
暖，尽力弥补留守儿童的情感缺失。

（通讯员 赖华芳）

黑龙江省密山市兴凯湖乡中心学
校为特困教师送温暖

1 月 23 日， 为了让特困教师能幸福
快乐地过好春节，兴凯湖乡中心学校教育
工会开展了为特困教师送温暖活动，给特
困教师送去了浓浓的新年祝福和慰问品。

（通讯员 孙长金）

中国教师报香山会馆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邀读者网上注册，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员和通讯员。 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
舞台。 详情请见 http://bbs.chinateacher.com.cn。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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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题、难题”
扼杀创造性

上榜媒体：光明日报
上榜理由：应试教育使孩子陷入试题的

汪洋大海，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于做各
种各样的题，特别是一些难题怪题更是让他
们殚精竭虑，疲惫不堪。 问题是，这样的难题
怪题对学生的成长有意义吗？

“很久以来，我们都盼望着会有一个改
观，能够还给孩子一个天真烂漫、乐于求知
的时光， 还给家庭一个放松快乐的港湾，还
给学校一个充满朝气、 五彩缤纷的校园，还
给老师一个乐于坚守、 贫贱不移的职业尊
严。 ”内蒙古农大附中王葳老师在给记者的
短信中如此写道。 然而，当前应试教育的主
要表现就是让学生们不停地做题，有很多孩
子被“怪题、难题”搞得头晕眼花，身心疲惫，
创造性流失。 一些承受能力不强的学生很容
易产生厌学情绪，甚至有可能采取轻生的极
端行为。

张天霞在孩子上初一的时候就将她送
出国学习了。 她说，我们的教育一切围着高
考高分来设计安排，老师上课就是为了学生
考出高分，他们会殚精竭虑设计各式各样的
题型，将学生训练成“高分机器”。 “现在回想
起来，我们当时学的东西，工作后真正能用
上的很少。 ”张天霞说，“知识全面是必要的，
但不能学得太偏太难， 考题也不能太刁钻。
现在的孩子，作业多，练习册多，陷入题海不
能自拔。 我痛定思痛，孩子上初中就把她送
出国学习了。 ”

美国学生大部分都解不出中国学生课
本上的难题，为什么却能出那么多杰出的学
者？ 张天霞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
的学生在中小学阶段不会为了考试去死记
那些难题， 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探求和
实践上。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刘文霞老师认为，学
习必须有兴趣才能持久，教育的目的是提高
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强烈的科
学探索精神。 但在应试教育的大背景下，“不
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成为全民共识，应
试竞争甚至提前到了幼儿园。 这不符合学生
的生理、心理和思维发育规律，结果学生探
究、提问的兴趣在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就流
失殆尽了。

在一家媒体做记者的牧兰说，现在的孩
子学习一般的科学原理并不难，难就难在五
花八门的考题 “弯弯绕 ”和解题 “小陷阱 ”
上 。 题做得好就 “优秀 ”，题做不好就 “落
后”。 一刀切的评价标准，使一些偏才、怪才
因为考分不达标而无法进入大学。 从幼儿
园到高中，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得一场接一
场去拼杀“淘汰赛”。 给人的感觉，我们的教
育似乎不是为了培养人，而是为了淘汰人。
这样的 “淘汰制 ”，不知扼杀了多少孩子的
天性。

内蒙古师大教育学博士米俊魁说 ，要
破解应试教育的难题，“唯分数评判” 的选
才制度必须改革。学校教育理念要更新，要
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健康、个性与特长
等事关青少年全面成长的各个方面， 营造
有利于增强学生自信心， 激发学习内动力
的教育环境。

编辑点评：应试教育将教育的目标变成
应对考试，在这种背景下，出题者为了所谓
的区分度或显示自己的水平，频频设计出一
些难题怪题，不是为了考查学生的认知水平
和创造力，而是为了难倒学生。 让学生做这
样的题目， 不仅剥夺了学生宝贵的时间，也
违背了人的心理和认知发展规律，阻碍了学
生身心的健康成长，扼杀了他们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

北京歌华营地体验中心冬令营拉开帷幕
本报讯 1 月 19 日，以“营地教育”体验为主要内容的

北京歌华营地体验中心冬令营在北京中华世纪坛拉开帷
幕。 本次冬令营以“文化、自然、科技”为主题，通过交互艺
术、主题工作坊、教育沙龙、戏剧表演等 240 余场营地教育
体验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一个全面体验营地教育的平台，引
导他们探索自我，挖掘潜能。 此次营地冬令营活动采用体验
式学习方法，设计了包括微观社会区、美丽星球区、奇幻未
来区和艺术互动体验区在内的 4 个主题区域，将面向 3-18
岁的青少年家庭及教育工作者。 （韩世文）

重庆市沙坪坝区：
“卓越课堂”行动共同体携手起航

本报讯 近日，重庆市沙坪坝区中小学“卓越课堂”行
动共同体工作交流暨首期校长论坛在该区教师进修学院举
行。 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钟燕、市教育评估院院长龚春燕、市
教科院书记伉大林、市教委师范处处长李源田、区教委主任
肖长树等出席。 会议由该区教师进修学院院长龚雄飞主持。
沙坪坝区所有中小学校划分出来的 8 个联盟共同体组长分
享了“卓越课堂”启动后的具体做法、成功经验，以及未来规
划等。 （唐海霞）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
举办教育信息化认证骨干教师培训

本报讯 1 月 16 日，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举行教育信
息化认证培训，全区中小学 70 多名一线骨干教师参加。 这
次培训引入了认证培训的方式，将技术培训与应用培训相
结合，将培训者培训和全员培训相结合，将校本培训与片
区培训相结合，将“培（训）”“考（试）”相结合，进行了全面
精细的培训。 培训考核合格者将发给认证证书，同时从中
抽选 20 名优秀学员, 作为翠屏区教育信息化教师骨干，融
入到信息化全员培训者之中， 担当全区教育信息化的辅
导、考核教师。 （特约通讯员 陈楠）

山东省寿光市羊口中学：
学生评教为教师“把脉”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升教师素质， 搭建师生情感沟通
的平台，近日，山东省寿光市羊口中学积极开展学生评教活

动，给教师教育教学行为“把脉问诊”。
活动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组织学生对自己的任课教

师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评价内容涉及师德师风、专业技
能、课堂教学、辅导情况等方面。 学校对问卷进行了汇总、梳
理，并将评教的结果及时反馈给每位教师，要求针对存在的
问题认真进行反思和整改。 同时，也把此项内容作为教师师
德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 （通讯员 赵金怀）

江苏省姜堰市官庄中心幼儿园：
举行素质教育成果汇报活动

本报讯 1 月 21 日， 江苏省姜堰市官庄中心幼儿园以
班为单位举行了“素质教育成果展示”汇报演出。

本次活动以唱歌、舞蹈、讲故事、韵律操、区角游戏等形式
向家长展示幼儿园一学期素质教育成果，孩子们童真、童趣的
展示得到家长充分的肯定和赞扬。 近年来，该园依托小班化教
育，坚持以“为孩子打造智慧、快乐、没有遗憾的童年”为办园宗
旨，在“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思想引领下，积极为孩子们创造
自我发展的空间，定期举办幼儿家园趣味运动会、绘画比赛、故
事会、玩教具制作比赛等，不仅促进了幼儿的能力发展，也积淀
了丰厚的幼儿园文化，为孩子们搭建起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受
到家长一致好评。 （通讯员 徐忠林）

山东省无棣县车王镇小学：
为教师购买图书丰富寒假生活

本报讯 为了让教师过一个愉快且充实的寒假， 山东
省无棣县车王镇小学日前为全体教师购买了李镇西的名作
《我的教育心》等 7 大类图书共 600 多本，为教师的寒假生
活送上了一份珍贵的精神大餐。

据悉，该校开展“让阅读成为习惯，共建书香校园”活动
以来，就把广大师生的读书学习列为首要任务来抓。 启动了
全校规模的“红领巾读书行动”，为每个班级制作了书橱，开
展“捐一本，读百本”活动，丰富了班级图书角，最大限度地
利用图书资源。 建立起“班级读书档案”，逐步实现学生读书
课外与课内的结合。 与此同时，学校专门为教师购进大量专
业书籍，开展“读书交流”活动。 （通讯员 李月元）

湖南省沅江市共华镇中心小学：
安全教育不放假

本报讯 日前，为确保学生寒假安全，湖南省沅江市共
华镇中心小学对学生上好安全教育的“最后一课”，校长王
亚民利用学校广播进行了半个小时的安全宣传， 教育学生
在快乐的假期中注意安全，防止玩烟花爆竹时被炸伤；在春
节走亲戚过河过渡时，要注意不被挤进河水，严防人身安全
事故。 最后，该校组织近 800 学生，在学校大电教室，认真观
看了寒假防水防火安全教育宣传片。 （通讯员 谢乐夫）

学校规模小，教师人数少，不少学科教师是单人单
岗，教学活动往往是单打独斗，教研活动无法有效开展。
这是制约农村学校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解决这一难题，
北京市昌平区 4 所农村学校自发组织“四校联盟”，开展
合作教研活动，效果显著，走活了农村学校合作教研“这
盘棋”。

百善学校、阳坊中学、长陵学校、亭自庄学校分别位
于昌平区的东、西、北和中部，分属农村、山区学校。随着
昌平本地出生人口的减少， 生源数量也呈下降趋势，许
多农村学校、边远地区学校生源数量逐年递减。 4 所学
校都面临着同样因办学规模越来越小所带来的教研和
发展困境。为加强学校之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的沟通
交流，资源共享，促进学校发展，几所学校在昌平区教委
分片教研理念的启发下， 萌发了校际联盟合作的想法。
从 2005 年开始，为了共同的发展目标，几所学校自发地
走到了一起，成立了校际联盟。

四校联盟合作的起点是联合阅卷。 联盟成立之初，
区统考统阅只针对初三部分学科，其他年级、其他学科
没有安排统阅， 致使学校很难全面客观公正地评价教
师，为了促进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全面提升，激发教师
工作的内驱力， 他们把联合阅卷作为联盟合作的切入
点，初一、初二所有学科纳入联合阅卷活动中。

联合阅卷由 4 校轮流承办， 共同制定统考统阅方
案，统一规范考场，统一规范监考程序，统一规范封卷标
准，统一规范阅卷标准，统一录入学生成绩，共同进行试
卷分析，深入研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召开总结大会。

联合阅卷促进了 4 校各学科教学质量的提升，为

教师的学习交流、取长补短搭建了平台，唤醒了教师自
我发展的需求和动力，增强了竞争意识，激发了教师主
动工作的干劲和热情。 联合阅卷也为学校客观公正评
价教师、评价教学效果，进行科学有效的教学管理提供
了重要依据。

合作教研活动的开展，把四校联盟的合作引向了深
入。 4 所学校都存在青年教师多、市区级骨干教师少、学
科发展不平衡、课堂教学有效性较低、课堂教学质量有
待进一步提高等问题。 为了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增强课
堂教学实效性，本着“资源共享、取长补短、注重实效、共
同发展”的原则，他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联合教研活动。

他们组织教师集体备课，开展课例研究，进行基本
功培训，注重评价引导，组织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
组织教师到外地的学校参观学习， 之后进行汇报交流
活动；发挥骨干引领，骨干教师在联盟校做示范课、研
究课；扩大资源交流，校际间互派教师深入课堂，学习
交流。

针对 4 校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开展课堂教
学诊断活动。 每学年第一学期的“课堂教学诊断期”，由
4 校教研组长组成课堂教学诊断组进行诊断和跟踪。 教
师从开始的避讳、躲闪到自觉自愿地申请诊断，组长的
诊断意见也从简单的优劣性评价发展到今天的直击问
题深入剖析，教师和组长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 课例研
究、跟踪指导、课题引领、专题研讨等被四校联盟确定为
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的教研方式。他们开展了走进长陵
学校“三生课堂”和感受亭自庄学校“幸福课堂”活动，召
开了以阳坊中学“两个优化、五个落实和七要四不”为教

改策略的有效课堂教学研讨会，在百善学校进行了心理
健康教育课程学习交流。 除此之外，4 校教师的网络教
研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教研方式。

阳坊中学教师张琳琳说：“多次走进长陵学校高效
课堂听课、评课、研讨，每次我都积极参加活动，就‘如何
将课堂还给学生’ 等问题与课改教师进行深入交流，得
到了很大启发。通过不断学习，我转变了教学观念，并结
合自身特点和学生实际，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实验：从开
始的‘一帮一’师徒结对，到‘异质’分组合作学习，再到
‘一帮一’师徒结对与‘异质’分组相结合。在今年初三的
教学中，我又针对难度较大的知识内容推出了‘同质’分
组，为不同层次学生安排不同教学内容，做到了人人有
的学，人人都想学，人人能学好。我的课堂上呈现出了教
学相长、民主和谐、师生共赢的局面。 ”

随着教育形势的发展，百善学校、长陵学校、亭自庄
学校 3 所学校由初中校发展为九年一贯制学校，于是联
盟由初中扩展到小学， 联盟活动关注到中小学的衔接，
开始尝试中小学教师互换岗位、合作教研。

如今，4 校的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由教学扩展到德
育，开展了 4 校班主任培训、教育案例交流、主题班会评
比、班级文化建设、学生操行评语现场书写等系列活动；
由教师活动扩展到学生活动，在阳坊中学开展了英语朗
诵比赛，在百善学校开展了学生特色活动展示、生存岛
拓展训练活动， 在亭自庄学校开展了感恩教育活动，在
长陵学校开展了“构筑学校防火墙，人人争当安全员”的
安全教育活动。 不断发展的四校联盟，使联盟校各项工
作上了一个新台阶。

合作教研破解农村学校发展难题
———北京市昌平区农村四校联盟合作教研侧记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 刘海英

声 明
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2004年 11
月25日颁发的”社会团体分支（代表）机
构登记证书（正副本）社证字第3905-48
号”：因故遗失，特此声明。

中国教育学会初中教育专业委员
2013 年 1 月 28 日

筅校园新闻

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让学生在魅力作业中迎新春
□ 关爱学 薛文军

寒假即将来临，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中小学校园
里不仅有快节奏的考前复习，也有一项项充满人性关爱
的“别样作业”扑面而来。

“安全作业”打“头阵”
1 月 16 日，襄州区双沟镇第二小学的孩子们收到

了一份特殊“礼物”———寒假的“安全作业”，他们要将
春节期间的活动情况记录在上面， 等到开学后交到学
校里。

该校为切实保障学生假期生命安全， 组织力量将
日常安全教育编成小册子， 里面设计有 “安全警示教
育”、“我的安全日记”、“我和亲人话安全” 等小栏目，
意在时时提醒孩子们注意交通安全，严防煤气中毒、食
物中毒和传染病，不到沟渠、堰塘、河边摸鱼摸虾、捞冰
块、滑冰。

在襄州区，各中小学都积极采取新措施，拿出新方
案，为 10 万学生系好“寒假安全带”。

张家集镇王岗小学开展了与留守儿童“结亲”活动，
该校以班级为单位， 每位教师负责 3-5 名留守儿童假
期的教育和引导。 假期中，教师不定期到留守儿童家中
开展“安全教育”，并和监护人一起让孩子们从家中走出

来，去农家书屋、大自然和教师家中体验一番别样的生
活快乐。

伙牌镇中心学校向全镇中小学教师发出倡议书，帮
助忙于事业的家长照顾好孩子，主动参加“千名教师大
家访”活动，积极承担教育职责，用爱心关爱孩子，以行
动回报社会。从义务家教、义务心理辅导、义务呵护孩子
安全等方面为社会提供志愿服务。

“能力作业”唱“主角”
为了将寒假还给学生， 襄州区教体局通过 “禁补

令”，禁止中小学利用节假日补课，也不得为各种社会机
构举办复习班、辅导班等提供场地和条件。 在城区热点
学校，教体局还发动教师向学校递交了杜绝假日补课承
诺书。

这个寒假 ， 取代书面作业的是更多的 “能力作
业”：参与实践活动、亲情沟通、外出参观考察，利用假
期走访参观、感悟风土文化、感受社会生活、参加实践
并写出切身体会， 让学生在快乐体验中掌握知识，增
长才干。

张家集镇何营小学校长王国光多年来坚持布置“让
寒假更有书籍的温度”的作业，通过读、写、说、画、演等

形式，把学生引进经典读本中，撰写读书心得体会，在孩
子们稚嫩的心灵播下传统文化的种子。

程河镇中心小学鼓励学生参与“知襄阳、爱襄阳、兴
襄阳”倡议活动，在节日中宣传低碳知识，参与“2013 年
寒假‘绿色田野’环保行”公益活动。

“特色作业”绘“幸福”
近日，石桥镇中心学校给学生布置了洋溢着“年”味

的“寒假作业”：到孤寡老人家中拜年，学会一种乡土文
艺，自创家庭春联，参加民俗活动等。这些充满“年”味的
作业，丰富了学生的节日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出健康、祥
和的节日氛围。

“学生要放假了，手中事情还很多！ ”伙牌镇郜营中
学周开斌老师说。原来他为寒假中见不到父母的留守孩
子拍了“爱心照片”，这几天忙着筛选冲洗，留守孩子们
将把照片和“给家长的一封感恩信”一起寄给远在外面
打工的父母。

“我们鼓励各校围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布置作业，
让学生走出课本小天地，走进社会大课堂，过一个安全、
健康、快乐而有意义的多彩假期生活。”该区教体局一位
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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