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校就读 3 年的学生就要离开，走
向更广阔的舞台。 无论是不爱说话的孩
子，还是调皮的孩子，都让我十分不舍。在
学校的最后一段日子，我们还能为学生做
些什么？催促他们拼命学习和投入复习迎
考吗？ 我想这是不够的，我们还要给他们
初中阶段的重要一课———离校课程。

主题班会课是毕业课程的主要载体，
班主任是毕业课程的主要开发者和实施
者，但是毕业课程更应该贯穿于我们各学
科的教学之中。每一名毕业班教师都可以
是课程的开发者，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课
堂开发离校课程，对学生进行离校教育。

离校课程的内容包括哪些？我想主要
包含以下 4 个方面：

师生情。 我们的爱，是否给予了所有学
生？ 是否让那些对学习失去信心的孩子也
感受到了爱？ 把每一个学生都当“尖子生”
关爱，当他们感受到爱，或许不能让他们在
学业上有太大变化， 但是他们能感受到那
份温暖。 记得我担任初三班主任的时候，有
一年的 5 月份班里组织毕业班会。 班委采
用了类似于《艺术人生》的访谈的形式，问
了我几个问题。 有一个问题是“这一年您最
遗憾的是什么事情？ ”我整理了一下思路，
深情地说：“最遗憾的事情是我没有能够关
心到我们班上每一个同学……” 然后我点
出了几个学习成绩比较差的学生， 并对他
们真诚地表示肯定。 6 月初的一次放学后，
一个平时在班里排名倒数第二、 性格腼腆
却很勤快的小女孩， 跑到我的办公室说，
“老师，我送您一样东西……”然后飞一般
地跑开了。 我打开纸包一看是她的一张彩
照，彩照背面写着几行字：“老师，您是对我
最好的老师，我会永远记住您，也希望您能
记住我。 ”好多年过去了，再没有见过她，但
是这件事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里。

同学情。 对于学生来说，同窗 3 年是
难得的缘分。 回顾 3 年初中时光，每一个
学生都或多或少地给予了别人帮助，也接
受过别人的帮助。 同时，3 年中，或许同学
之间发生过摩擦，让学生向曾经伤害过的
同学道歉， 让学生们像兄弟姐妹一样，相
互鼓励，相互关爱，相约高中，这是离校时
的重要内容。 今年三（1）班的毕业班会上
的一个栏目———“我最想对你说” 给我留
下的印象最深。当一个女孩对另一个女孩
说出从好朋友变成陌路后内心的痛苦时，
另一个女孩流泪了， 然后两人抱头痛哭。
相信她们的友谊会更牢固， 哪怕将来分
开，也一样会是好朋友。

母校情。 3 年来，教师给了孩子们太
多的爱，给了孩子们成长的营养。 运动会
上，艺术节上，小花园里……母校给了学
生难忘的回忆。 最后一段日子，准备留给
母校些什么？ 我们的毕业生，或许他没有
骄人的成绩， 但是他可以有出色的素质、
优秀的品质。 三（7）班的主题班会有这样
一个栏目“该怎样度过初中最后的日子”。
孩子们纷纷发言， 要为学校做一件事、种
一棵树、留一本书……这让我想起了学校
的离校课程：每一名毕业生都要为学弟学
妹们捐一本书，书的扉页上写上对学弟学
妹的祝福，真是个不错的创意。

未来梦。 初中毕业，未来已经为学生
展开了一角天空。每一名学生都有自己的
梦想，如何成就梦想、规划人生是离校课
程的一部分。 昨天三（3）班的班主任在学
生填报志愿的时候， 讲了这样一段话：同
学们，人生掌握在我们手中，我希望同学
们记住我们的理想，做对自己、对他人有
益的事情。 无论你们将来如何选择职业，
选自己喜欢的是最重要的，兴趣会引领你
干好工作。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幸福的人，
同时也是能带给别人幸福的人。

让我们的学生快乐离校，珍藏一份师
生情、同学情、母校情，带着梦想起航，飞
得更高！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巩义市第三初级中学）

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迷上了网络游戏。
根 据 2014 年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发 展 状 况
（CNNIC）统计报告，截至 2013 年 12 月，
中国网民规模达 6.18 亿， 其中 10-19 岁
年龄段的网民占总人群的 24.1%。

研究表明， 网络游戏中的暴力和攻
击主题， 可能让青少年对暴力行为更加
熟悉和接纳， 而网络游戏满足了青少年
虚拟世界中关于成功、 权利、 财富的需
要， 这可能导致他们在现实中失去进取
的动力，逐渐变得丧失学习兴趣、减少人
际交往等。

如何通过合理的课程设置，让沉迷于
网络游戏的青少年逐步养成健康的上网

习惯？学校需要改变过去的说服教育和强
力禁止的手段， 而应根据其心理需要，采
取合适的引导策略。

一是重视学生的成就需要。 成就感
是青少年心理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网
络游戏可以满足学生的控制感和成为英
雄的快感、成就感。 所以，教师要帮助学
生设置难度适中、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通
过努力可以完成的课程，包括体育运动、
文艺活动等， 让学生在现实中有机会施
展多方面的能力， 这样他们就可能不再
迷恋虚拟世界的成就感。 值得注意的是，
太难或者太简单的任务， 都无法激发学
生的参与的欲望。 在学习过程中，教师不

要干涉太多， 而应让学生能够自由地掌
控节奏、 体验到一种通过自身努力而取
得的成就感。

二是重视学生的社交和归属需要。社
交和归属需要是人基本的心理需要，对于
青少年来说，同伴之间的交往，对于形成
自我认同、价值观、友谊等，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而网络游戏恰恰可以满足青少年
在虚拟世界里帮助他人、结交朋友、形成
归属感等需求。教师可以设计一些活动课
程， 让学生可以进行面对面的人际交往，
培养团队合作精神，慢慢形成不同的小圈
子，满足其归属感。

三是重视学生的宣泄需要。 随着学

业压力的增大和身心的变化 ，青少年有
着很强的心理宣泄需要。 教师要尊重青
少年的心理变化 ， 不要过度压制学生 ，
也不要动不动就找家长 ，这种行为虽然
短时间可能奏效 ，但也可能引发逆反心
理 ，导致未来更多的交流障碍 。 教师在
和学生谈话时 ，要采取一种尊重和倾听
的态度 ，努力理解学生的情绪 ，给予其
表达的机会 。 除此之外 ，教师可以鼓励
学生采取多种方法宣泄心情 ， 例如运
动 、击打软枕头 、唱歌 、大笑等 ，帮助学
生释放压力。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
教育与咨询中心）

13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离校也是课
教过六年级的教师都知道，即将离

校的学生最难管理。
我想， 一方面是孩子心理产生变

化，认为反正要毕业了，马上就会脱离
学校和教师的管理，而不自觉地放松了
对自己的要求，甚至无所顾忌。 另一方
面，学校、教师面对学生管理难度越来
越大，抱着“只要不出事就好”的心态，
责任心逐步弱化，也放松了管理。 于是，
一部分学生会出现与教师和家长对抗、
放弃学业、欺凌同伴、偷盗、破坏学校公
物等反社会性倾向或行为。

六年级是一个过渡年级，不论从孩
子的生理、心理、认知方面，还是孩子的
行为、学业、同伴关系方面，都将发生重
大变化。 同时，毕业年级的孩子对学校
而言，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如对校园
重大活动的支持，对其他低年级学生的

正面影响， 优良校风的形成和传承，都
取决于他们。

如何让毕业年级的学生回归教育
常态？ 我们设计和实施了长达一个学期
的离校课程。

开学后， 学校举行离校课程启动仪
式，发动所有毕业班师生：每一个学生
去帮助一个低年级学生；参观一所中学
并动手做一个实验；邀请中学校长为学
生举办如何适应中学生活的讲座；为母
校留下一件艺术品或其他东西；为学弟
学妹捐送读过的书并留言勉励；写下一
个心愿或梦想放进 “心愿瓶”， 相约 20
年后回母校打开……离开母校的最后
一天，是“品玉泉甜饼，话母校情深”活
动，举办告别母校仪式。

春天到来的时候，利用周一校会时
间， 我们隆重举办六年级离校仪式：学

生与全校师生相对而站，学生代表升起
国旗和校旗，宣读了倡议书，级部主任
领读了誓词。 我看到，六年级的孩子们
肃然而立，神情庄严，有的眼睛里闪动
着泪花。

我给孩子们讲了这样几句话：“一
所学校的品质，来自良好的校风；而良
好的校风，是一届又一届毕业年级的学
生凝聚而成。 我们全体六年级的学生要
担当这样一份责任。 我希望六年级的学
生为学弟学妹们树立好榜样，希望你们
在即将离开母校的最后一段日子里，留
下一串闪光的足迹。 ”

我相信，20 年后， 他们已经事业有
成。 我盼望着到时候他们一起相约回
来，打开他们的心愿瓶，那将是多么幸
福的时刻！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小学）

6 月 18 日， 我校的初三毕业生参
加了学校给他们举行的 “最后一课 ”
———离校课程 ， 让他们经历一场人生
的洗礼。

主题班会

早上 7 点前，教师们已经早早来到
教室，按照活动设计摆放桌凳，准备物
品， 装饰黑板， 多媒体屏幕上播放着 3
年来师生们一起学习活动的场景。

主题班会以倾诉为主要方式，设计
了“解开千千结”、“回忆师生情”、“展望
未来路”等几个环节 ，让学生和教师在
面对面的互动交流中实现师生、生生的
真心倾诉。

“3 年来你最感动的事情 ”、“3 年
来你最抱歉的事情”，学生随着教师的
不同指令随机组合成一个个不同的小
组 ，彼此坦诚地打开心扉 ，互诉衷情 。
有的毕业生互相拥抱表达临别感情 ，
有的毕业生对曾经的过错表示深深的
歉意，更多的学生向教师致敬，感谢他
们 3 年来对自己的悉心教导……由于
彼此间毫不设防， 以往不好意思表达
的情意在这里大胆展现出来了。

毕业校会

毕业校会由校长亲自主持，毕业班
师生和家长参加， 由 “同学缘”、“父母
恩”、“师生谊”、“母校情”、“起航”5 大板
块组成。

“同学缘”板块首先讲述了发生在
初二年级的“一个特殊女孩和另外两个

女孩之间的故事”， 这个特殊女孩患先
天性成骨不全症， 稍有不慎就会骨折。
她每天都是坐着轮椅上学、放学 ，必须
靠别人的搀扶才能勉强上下楼梯。 而另
外两个女孩从入学开始就与这个女孩
结下深厚的友谊，主动承担起照顾她的
重任，每天推这个女孩上学、放学，扶她
上楼、下楼，并在课下和周末给她辅导
功课，这一坚持就是两年。 她们之间的
真挚情谊让在场的同学们无不为之动
容。 而后，全场学生同唱《友谊历久一样
浓》，真挚的同窗情谊从旋律中飘出，激
起学生们情感的共鸣。

“父母恩”是不变的话题。 一曲天籁
之音《梦中的额吉》和小主人公乌达木
与他离世母亲的故事牵引着大家的情
绪， 也引出了小文和她的爸爸的故事。
一个父亲 ，用他的细心，把她的文章结
成文集，保留着孩子的每一步足迹。 随
后，在《念亲恩》的旋律中 ，全体毕业生
对自己的父母三鞠躬，表达自己的感恩
之情。 所有的家长和孩子相拥而泣，“一
切尽在不言中”。

“师生谊”充满温暖。 随着教师的照
片与感人事迹在大屏幕上循环播放，伴
着一曲《老师我想您》，教师们齐齐上台
接受学生的献花，全场泪水在感动中飞
舞。 全体学生向培育自己 3 年的恩师三
鞠躬，6 名学生代表朗诵《六月礼赞》，表
达了数不完的感谢，道不尽的情意。 师
生感情在娓娓诉说和互动中再一次得
到了升华。

“母校情”板块中，来自全国各地校
友的真挚祝福通过视频传递给全体毕
业生。 学生会干部宋炳晨代表全体毕业

生向母校捐赠纪念石，并阐释纪念石的
深刻寓意。 在庄重的 “班牌交接仪式”
中，初三毕业生将自己手中的班牌庄重
地交给初二学弟学妹们，这意味着一种
责任的传递。

最后的“起航”板块中，伴着激昂的
音乐，全体集体朗诵《少年中国说》，校会
达到高潮， 每个人都朗诵出自己的豪情
壮志， 每个人都朗诵出对未来的期待与
自信。 随后是毕业证颁发和 “走过毕业
门”仪式，同学们一一走上台，从校长手
中郑重接过毕业证， 然后在班主任的引
领下沿红地毯昂首走过“毕业门”，全体
教师在地毯两边鼓掌祝贺。 最后全体学
生起立宣誓，向母校留下自己的誓言。

校园送别

伴随着校合唱团倾情演唱的一曲
《为明天》，毕业生们走出体育馆。 初一、
初二的学弟学妹们早已等候在“成功大
道”两边，手舞鲜花列队欢送……“我们
将以你们为榜样 ”、“学哥学姐一路走
好”、“这里永远是你们的家” ……一幅
幅温馨的标语映入眼帘，一句句祝福的
话语萦绕耳际。

校长带领教师站在校门口与同学
们一一握手，拥抱作别，伴随着亲切而
又难舍的送别话语响起，毕业生无不感
受到母校浓浓的情意，眼泪再次打湿眼
眶。 相信他们将来无论身在何方，总会
有一根无形的“脐带”将自己与母校相
连，他们都不会忘记，在这里，有他们的
家，也有他们最美好、最纯真的回忆。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广文中学）

□ 王信宝

动人的离校课 □ 高 峰

十一学校，我想说的很多。 不过，我
最想说的是“伟大的学校”。 十一学校的
发展行动纲要上明确写着：把学校建设
成为受人尊敬的伟大学校。

这样的表述颇受质疑， 有人认为
李希贵的心太大了， 十一学校把话说
大了，收不回去了。 我却不以为然。 其
实，李希贵的头脑是非常清醒的，他十
分清楚 ：伟大 ，是指对人性的尊敬 ，是
人的伟大；伟大的学校，是创造最适合
人自由发展的教育，让学生、教师成为
伟大的人。

人是最伟大的。 尼采早就说过：“人
类之所以伟大，正在于他是一座桥梁而
非终点！ 人类之所以可爱，正在于他是
一个跨越的过程而非完成！ ”这就是哲
学和人学上的一个重要命题：人的最伟
大之处在于他的可能性。 其实，教育并
无其他什么目的，教育“对人来说，最根
本的就是人本身”（马克思语）， 就是认
识、发展和开发人的最伟大之处，让人
回到伟大，回到可爱。 帕克·帕尔默在他
的《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中也
论及“伟大事物的魅力”。 他说：“我所指
的伟大事物，是求知者永远聚集其周围
的主体———不是研究这些主体的学科，
也不是关于它们的课本或解释它们的
理论，而是这些视为主体的事物本身。 ”
事物的本身正是伟大的事物，教育这一
伟大事物的本身正是学生、教师，正是
人这一主体本身。 假若，教育远离了人，
远离了人性， 远离了人的最伟大之处，
还有什么伟大可言？ 反之，教育紧盯着
人，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正伟大的。 正因
为此， 李希贵总是在讨论中回到人，回
到人性上去。

这里还涉及另一个既熟悉又陌生
的问题：什么叫伟大？ 还是尼采说得好：
“所谓伟大， 便是指引他的另一条正确
方向———硕大的河流并非原来就这么
伟大，而是中途汇集了许多支流。 精神
上的伟大也和这相仿。 最重要的是能够
让那些支流具有回归自己的向心力，而
且要让他们不分天赋的聪愚，都能信服
于你自己。 ”正确的方向，回归自己的向
心力，还有信服你自己———这些就是伟
大之所在。 不难理解，十一学校的行动
纲要，提出要办伟大的学校，正是为师
生指出了一条正确的方向。 建设伟大的
学校，是十一学校的发展方向，是他们
的价值定位和追求， 是学校的发展愿
景，我们不妨把这叫作“十一学校梦”。
这一学校梦，必定凝聚人心，鼓舞人心，
产生巨大的向心力。 把学校教育的一切
都指向人，指向学生与教师，指向发展，
这是伟大的。

李希贵常说，对十一学校的课改不
能只说每一个学生都有一张课表。 那课
表的背后是什么呢？ 他似乎在给我们一
个答案———十一学校的教师不是在教
学科，而是在教学生。 学科、学生，仅一
字之差，却相去甚远。 教学科，还不是伟
大事物本身，只有教学生，才是超越学
科、超越知识，指向学生发展的。 教学
生，把学生当作人来对待，当作可能性
来开发；这样，校园才能成为学生生长
思想的地方，学生才能在校园里、在课
程里、在课堂里，寻找到自由呼吸的空
间，也才能在无拘无束中发现最好的自
己。 课表只是表象，但它凝结着十一学
校育人的核心理念。 小小的课表，是一
条条通向世界的跑道、一座座通向幸福
的桥梁。 从改革课表入手，创新育人模
式，这难道还不算伟大吗？

李希贵十分重视学生社团活动 。
有教师向他提出，这么多的社团，让人
眼花缭乱，能不能减少一点？ 他的回答
是，眼花缭乱才是正常的，学生在眼花
缭乱中才能学会选择， 将来到社会中
去，才不会迷乱。 有人问他：这么多的
社团，教师怎么管啊？ 他的回答是，教
师不应管， 不需管。 社团充分的自主
性 、独立性 ，不仅体现了社团的性质 ，
更体现了对学生的尊重和信任。 十一
学校通过人塑造环境， 又通过环境塑
造人，以习惯的改变来改变人，来发展
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

以上这些片段，虽不能说明十一学
校改革的全部， 却是一个重要的窗口，
透射着十一学校改革的思想光芒，显现
着十一学校改革的突破与进步。 我能感
受到， 十一学校建设成为伟大的学校，
不只是写在纲要上，它已转化为一个个
具体的行动。

十一学校， 无论是昨天的传统，还
是今天的行动，都应有大追求、大智慧、
大手笔、大格局，都应办成伟大的学校。
把学校建设成为伟大的学校，也应该成
为每个教育人的使命。

（作者系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建设伟大的学校
□ 成尚荣

现象

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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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茶座
□ 周 莉

戒网瘾需要课程引导

“泥鳅也是鱼”———离校也是课，这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教育者的共识。 今天，文明离校、安全离校不仅要成为常态，还应该
成为一门有趣的课程。离校课程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新航道，不仅是安全着陆的终点，更是展翅翱翔的起点。如何赋予离校课
程新的意义、新的目标、新的内容？ 让我们共同探讨。

人生必修课
□ 李继军

情系母校，助梦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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