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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自由玩耍是一场教育
� � 玩是儿童的天然需要，不会玩的学生，也许学习成绩优秀，但未必有创造力。在学习与玩耍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 教师与家长是否给孩子设置了太多的规则
与枷锁？ 如今，在游戏渐渐被重视的前提下，如何让孩子更自由地玩耍，更全面地发展，成了摆在教育者面前的新任务。

■中外教育细节对比（二）

高效课堂100问

27. 如何设定小组目标？
答：设定小组目标时，需要

注重 “清晰程度” 和 “可操作
性”。 过于复杂的目标会让组员
陷入迷茫和混乱， 失去前进的
方向， 而缺乏可操作性的目标
则容易变成夸夸其谈， 久而久
之， 目标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
意义。

在小组建设中， 小组目标应
该让小组成员既能自主完成 ，
又拥有一定的参照标准， 这样
更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
力和主人翁意识， 也利于教师
对各小组目标的完成情况做出
科学、合理的评价。

在设定目标的过程中 ，教
师不能越俎代庖 ，代替小组长
和小组成员 ，事无巨细地亲自
操刀设计 ，而是应该帮助学生
理清思路 ，形成计划 ，达成共
识 ， 充分利用学生 。 只有这
样 ，才能更充分地发挥学生的
作用 ， 推动小组文化建设 ，形
成小组自身的文化特点和内
驱力 。

28. 如何有效沟通？
答 ：不同的学生 ，其领悟

能力和执行能力也不同 ，所以
在小组建设中 ， 需要遵循了
“组内异质 、 组间同质 ” 的原
则 ，在评价时 ，也要多进行团
队捆绑评价 ，这样才能更好地
利用学生 ，让小组成员相互帮
扶、共同进步。

然而在实际操作时 ，因为
组员性格 、能力的差异 ，经常
会出现沟通不畅的情况 ，从而
导致小组建设事倍功半 、事与
愿违。

沟通的目的之一是让小
组成员对小组目标及操作方
法达成共识 ，并取得其他组员
的信任 ，从而能够积极 、主动
地达成目标。 沟通不是简单的
转达 ， 因为在转述过程中 ，经
常会造成信息遗漏或信息误
解的情况。 所以沟通需要注重
交流技巧 ，这是一个复杂而长
远的锻炼过程。

有效沟通不仅有利于目标
和思路的清晰表达 ，还可以点
燃小组成员的激情 ，让他们产
生新思路 、新想法 。 沟通可以
解决 “为何做 ”、“如何做 ”、“做
到何种程度 ”等问题 ，所以良
好的沟通可以提升组长的亲
和力以及组员之间的信赖感
和归属感。

（江苏省昆山花桥前景学
校校长 柏见军）

Tips
观点
教育家深谷昌志： 儿童时期的游戏经验有

助于培养其写作能力和社会适应力。
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儿童在游戏时，会超越自

身对世界的理解， 将许多文化与技能融入于游戏
之中，从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观察和思考世界。

美国“天才少年强化中心”管理者阿瑟·卡
利什： 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愿望， 调动个人能
力，鼓励他们进行游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日本埼玉大学教授川合章： 设置游戏的目
的是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而不应该是提高他
们的学习成绩。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教授道格拉斯·比伯：
儿童的游戏活动经常以情感为基础， 他们融入
情感，扮演角色，得到极大的快乐。

完全自由游戏的特点
1. 儿童自己选择并可以随意参加或退出；
2. 规则由儿童自己设计，并可以随时改变

规则；
3. 游戏者要完全投入，与其他活动分隔开；
4. 游戏应该设置一个特殊的情境，不同于

日常生活；
5. 游戏可以让儿童充分享受快乐。

□ 李奇勇□ 李奇勇■奇思漫咏 1

聚焦 1

儿童需要游戏吗？ 很多教育者都认
为，“游戏活动是儿童成长过程中必不可
少的内容”。

日本教育家深谷昌志在《儿童世界流
行的游戏》一书中指出，儿童时期的游戏
经验对其成长过程有很多正面的影响，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培养儿童
的协作能力和社会适应力，二是有利于儿
童的身体发育。 瑞士心理学家 Jean Piaget
（让·皮亚杰）在《游戏和发展心理学》一书
中也有类似的表述。

苏联著名心理学家 Vygotsky （维果
斯基）致力于研究儿童教育与教育心理，
他认为，儿童在游戏时，会超越自身对世
界的理解， 将许多文化与技能融入于游
戏之中， 从而用一种全新的眼光观察和
思考世界。

国外一份研究报告称，如果一个人在
儿童时期缺少游戏活动，那么在他的成长

过程中， 很可能会缺乏想象力和自信心。
同时，适当的游戏活动可以显著改善儿童
的专注力与主动性，还会培养他们各方面
的能力。

对于教师和家长最关心的成绩问题，
一份国内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将接受调
查的学生成绩分成优秀、普通、较差三档，
那么在这三档中，经常玩游戏与基本不玩
游戏的学生比例分别为 22.4%与 18.8%、
58.3%与 64.5%、19.3%与 16.7%。

通过这份数据可以看出 ，经常玩游
戏对学习成绩的影响并没有想象中的
大 。 虽然经常玩游戏的孩子中 ，学习较
差的比例略高 ，但是 ，在学习成绩优秀
的孩子中 ， 同样有较多的学生经常玩
游戏 。

这也许说明，游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会占据学生学习的时间，但同样也会激发
孩子的创造性，使得学习更加高效。

美国“天才少年强化中心”在创新教
学方法方面有很多建树，该中心的管理者
Arthur Kalish（阿瑟·卡利什）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称， 为了刺激学生的学习愿
望，调动他们的个人能力，鼓励他们进行
游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他们经过研究得出，几率游戏（如掷
骰子 ）引导学生认识概率 ；脑力游戏 （如
魔方 ）吸引学生进入数学领域 ，学习转
换 ；棋牌游戏 （如汉诺塔 ）引进递归过程
（recursion），达到数学归纳的结果 ；电脑
软件（如 Geogebra）则帮助学生学习基础
和高级的几何工具。 这些都是深受学生
喜爱的。

适当的游戏活动不但会让孩子的成
绩更加优秀，也会让他们的生活充满轻松
与愉快，进而全方面地发展自己。 这其实
才是关系到孩子一生的事情，比单纯的学
习成绩更加重要。

张萌（化名）是一名中国小学生，她的
成绩一般，性格内向，不大喜欢上学。 后
来，她的父母到英国定居，张萌自然也转
学到了一所英国私立学校。 没想到的是，
转学后的张萌，每天都很期待上学，无论
成绩还是交际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谈到张萌的转变， 她的父亲介绍说，
在国内，老师有时候不大重视孩子的听课
感受，所以张萌在学校很不开心。 英国的
教育方式与国内不大一样，上课时，老师
不会强迫学生学习，而是通过一些有趣的
游戏，让孩子自愿地、主动地学习。 “比如
美术课上， 老师不会规定每个孩子画什
么，而是让他们自由玩耍，然后选择自己
感兴趣的东西画， 每个孩子画的都不一
样”，“有时候， 学校还会开设专门的活动
课，比如折纸、滑冰、棒球等，这些都是选

修课，学生可以自己选择”，“回家后，老师
也会根据每个孩子的爱好、特长，给他们
布置不一样的作业， 可能是读一本书，画
一幅画，或是参加一场足球赛……这些都
是孩子喜欢的事情，他们喜欢这种自由玩
耍的感觉”。

这种边玩边学， 甚至玩多于学的模
式 ，中国家长会接受吗 ？ 美国哈佛大学
博士后 ，曾经是美国纽约一所私立学校
校长的蔡维忠告诉记者 ， 刚一开始 ，不
少中国家长会很疑惑 ，担心孩子学到的
知识不扎实 。 但是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
会发现 ，孩子更开心 ，也更愿意上学了 ，
心中的疑虑自然也就会慢慢消失 。 “美
国的教育界也在不断思考 ，之前的小学
教育比较注重游戏形式 ， 只要热闹 、精
彩就可以 ， 现在也慢慢开始注重结果

了 ，让孩子玩得开心是一部分 ，如何通
过游戏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提高各种
生活能力和技巧是更重要的内容”。

在日本，也有同样的思考。许多年前，
日本曾经推行过“心灵教育”模式，即让学
生在学校以玩为主，而不考虑玩的内容和
目的。 但是，在之后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OECD）的学生学识到达度调查
（PISSA）中，数据有所下降。所以，近年来，
日本学校的游戏设置还是会更多地考虑
如何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这在日本教育
家板仓圣宣的《快乐学习的思想》和埼玉
大学教授川合章的 《儿童的发展与教育》
等教育类著述中都有所提及。需要注意的
是，大多数日本教育者认为，设置游戏的
目的是提高孩子的学习兴趣，而不应该是
提高他们的学习成绩。

儿童需要游戏吗

聚焦 2
玩的目的是什么

美国许多学校的校园布置、作息安排
等都会考虑到孩子的娱乐活动。每天早上
大约有 1 小时是学生的自由活动时间，教
师会事先把玩具布置好， 并将教室分成
若干区域 ，如积木区 、涂鸦区 、读书区
等 。 在这段时间 ，孩子不需要遵守其他
人的要求 ， 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游戏 。
在校园里 ，也经常会布置沙池 、秋千 、滑
梯 、沙袋以及小推车 、轮胎等娱乐设施
和娱乐器材。

到了假期，各国孩子的娱乐更是五花
八门，多种多样。

中国的家长倾向于让孩子参加培养
某种技能（如书法、朗诵、绘画等）的夏令
营，并借此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与他人
的交际能力。

韩国一项名为“暑假计划”的调查显

示， 超过 80%的学生有较多的学习安排。
但是韩国家长也比较关注孩子的全面发
展，所以在假期中，他们会根据孩子的特
长和爱好，安排他们进行歌唱、舞蹈、运动
等活动。

日本学生暑假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寓
教于乐。 学校会组织各种陶冶性情、锻炼
意志的活动，如登山、野营等。

法国孩子在假期中一般没有作业 ，
家长也不会对他们的假期做太多的干
涉 ，大多数孩子会尽情地玩耍 。 也有些
家庭条件较好的孩子会选择去其他国
家旅游。

俄罗斯的家长会安排孩子去乡下和
市郊度假或劳动， 让他们充分接触自然，
并锻炼出强健的体格。

美国孩子在假期中 ，会参加一些公

益活动 ，如去社区做志愿者 ，去福利院
做义工 ，等等 ，目的是熟悉社会 ，加强
对社会的责任感 ， 培养一些基本的生
活技能 。

社团活动也是学生娱乐的重要方
式之一 。 比如在日本 ，大多数学校放学
时间为下午 3 点 ，此后 ，很多学生会参
加自己的社团活动。 日本学校的社团种
类繁多 ，包括各种乐器类 、球类 、田径
类 、歌舞类 、语言类等等 ，孩子可以自由
选择。

在美国，除了社团活动，学生还经常
会参加各种娱乐或社交聚会，以便尽早融
入社会。 Art Kiland（阿瑟·卡利什）介绍，
以纽约州长岛为例，很多学区的学生都会
参加沙拿县的聚会活动，他们自己创建游
戏、创设情境、建立规则。

聚焦 3
外国孩子怎么玩

目前， 国内有些教育者已经渐渐认识到游
戏对于儿童发展的重要性， 他们尝试设置一些
游戏让孩子去玩耍。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因为
现在大多数的游戏，都是设计好规则，让孩子在
约束和禁锢下，戴着“镣铐”玩耍。

许多教育研究者认为，规则下的游戏，可以
培养孩子的各种技能， 但是对孩子情感和内心
的培养，就显得力不从心了。 其实在儿童阶段，
更重要的是一种完全自由的， 没有任何规则限
制的游戏。孩子可以自己设置规则，自己决定时
间，充分发挥想象力，沉浸在游戏娱乐之中。

美国教育家 Sutton Smith （桑顿·史密斯）为
完全自由的游戏总结出以下几个特点： 儿童自己
选择并可以随意参加或退出； 规则由儿童自己设
计，并可以随时改变规则；游戏者要完全投入，与
其他活动分隔开；游戏应该设置一个特殊的情境，
不同于日常生活；游戏可以让儿童充分享受快乐。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教授 Douglas Biber
（道格拉斯·比伯）通过研究指出，儿童的游戏活
动经常以情感为基础， 他们融入情感， 扮演角
色，得到极大的快乐。 年龄稍大一些的孩子，还
会通过自由规则的游戏， 发展包括幽默感在内
的许多积极情感。

此外，一些心理学家的研究报告指出，无规
则限制的游戏， 在帮助儿童治愈情感创伤和疏
导消极情绪等方面也有很大作用。 有实验结果
表明， 让自闭的孩子在沙池或游泳池中自由玩
耍，可以明显消除他们的不安感和对立情绪。当
这些孩子愿意与他人分享情感的时候， 他们就
可以渐渐走出自闭的阴影了。

教育不仅是阅读、写作、计算，更应该成为
学生全面成长的一种推动力。 现在，“游戏是儿
童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已经成为教育
界的共识。 那么，将游戏的时间还给孩子，取消
各种游戏的人为限制， 让孩子自由、 欢乐地玩
耍，更应该成为教育者追求的目标。

（金锐 综合报道）

聚焦 4
呼唤自由下的无规则玩耍

开学了，各地在部署工作时大都会谈到
减负的问题。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来
却成为中国基础教育挥之不去的困扰。尤其
是最近的“减负京八条”，更是引发了人们对
减负的强烈关注。

减负为什么不奏效

减负减了很多年，不奏效，为什么？
社会、家长甚至学生本身，评价一个学

校好坏，一地教育工作优劣，无不将升学率
作为第一标杆。 升学率从何而来？ 从不断提
高的相对分数中来。 相对高分从哪来？ 从不
断增加的学生课业负担中来。 可见，学生课
业负担的加重，是由多个因素决定的。

一方面，大家认识到，学生课业负担重，
学习时间多，睡眠时间少，锻炼时间少；孩子
的书包越来越重，眼镜片越来越厚。 把学生
从过重的课业负担中解放出来，已经成为基

础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方向和首要任务，刻
不容缓。

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学生的本职工作
就是学习，就该多学一点、考好一点。学校担
心，自己减负其他学校没减，升学率会落后，
减负的执行动力不足；家长担心，自己的孩
子减负别人没减，将来难以竞争，减负的配
合意愿不足。

有很多人忧虑，虽然通过教育行政部门
的认真贯彻、严格督查，“减负京八条”应该
可以落到实处，但升学率的诱惑和分数的压
力，会使课外辅导班呈现升温的趋势，学生
“校内减负校外补”，校外培训、补习机构将
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

一个教育的伪命题

这真是一件吊诡的事情。 最后，升入好
学校的，受到表彰鼓励的，很可能是那些私
下里、背地里、校园外“多学狠学往死里学”
的学生。减负好像是在和教育工作者的事业
追求开玩笑。

当代中国，任何一个对教育发展和学生
生存状况有些许了解的人， 都不得不承认，

今天的课业负担，确实已经成为了学生健康
成长的障碍，减负是大势所趋。 全国各地实
施多年的减负措施，不可谓不具体，不可谓
不有力，但为何年年减年年“负”，屡屡陷入
治标不治本， 治校内不治校外的尴尬境地？
这恐怕要从政策设计的逻辑原点来思索，也
就是我们常说的顶层设计。

我们的教育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命题展
开的： 学得越多就越容易成功，“书中自有颜
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事实上，在全民进校
园、知识大爆炸的当代，这是一个伪命题。

把内容和难度减下来

今天，学习和成功的概念，已经丰富到
一万个人就有一万种理解和认识的程度。人
生怎样才算成功？ 有钱、有权、有面子的生
活？不，这只是陈旧的世俗的所谓成功。真正
的成功是什么？现代文明社会早就给了我们
更多的选项，社会主义的教育也绝不能给孩
子世俗的导引。

退一步说， 就算我们要追求世俗的成
功，那么，成功与学习间有怎样的逻辑关系？
大量读书就一定可以换来成功吗？ 如果是，

那究竟要读到什么程度？
再进一步追问，学习对人的成长到底有

什么作用？我们究竟要学什么，怎么学，学多
少？ 这些难道不应该说清楚、想明白吗？

现代基础教育是人人参与、人人过关的
大众教育，其职责在于提供一个人由生物人
转化为社会人的知识、技能和过程，换句话
说，就是教孩子如何离开父母、走出家庭、融
入社会，如何认知自我、懂得与人打交道、在
社会中生存。 那么，现代基础教育的学习内
容和难度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基础教育
阶段不可能提供人们对所谓成功的学习追
求，只能用一种大一统的学制、课堂、教案和
评价标准，推行大众的学校学习。 这就要求
我们把教育教学的内容和难度减下来，让孩
子在学校里懂得爱自己、爱父母、爱伙伴、爱
师长、爱自然，进而爱故乡和爱国家。这已经
足够了，至于培养大师、成名成家，那不该是
基础教育的职责。 只有这样的基础教育，才
不需要学校再高举“减负”的大旗，孩子们在
学校的快乐成长也才会成为可能。

（作者系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

开栏语：在这里，关注教育热点。 从本
期开始， 我们为贵州省教育厅副厅长李奇
勇开设专栏， 与读者分享他对教育热点问
题的所思所想。

减负减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