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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找你要作业
并不难
■王必闩

提及作业， 很多人会情不自禁地将其与“负
担”、“压力”、“无奈”、“痛苦”甚至“反感”等词语联
系在一起。回想学生时代，当年自己类似的感受至
今记忆犹新。最近无意间读到一件事，让我惊讶之
余很受启发。

据悉，一位小学一年级教师上完《要下雨了》
这一课之后，设计了两项作业供学生选择：

（1） 请你回家后把今天和小白兔一起碰到的
趣事讲给你最喜欢的人听。

（2）你还想知道下雨前其他动物的表现吗？回
家让你的爸爸妈妈告诉你。

第二天一上课，学生围住老师，主动汇报作业
的情况。后来，孩子们意犹未尽地说：“老师，您再
给我们布置新的作业吧！”

我很羡慕这位老师———学生主动要作业。深
思之后，感到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业。要让作业
有趣，乐于被学生接受，教师并非无计可施，关键
在于教师有没有动脑筋。 结合自身体会与工作实
践，我认为以下几点不可忽视：

尊重学生并事先征求意见。教师在布置作业之
前，最好通过讨论、谈话、问卷调查等形式，征求学生
的意见，集思广益，问问学生最需要、最喜欢什么样的
作业，在此基础上，再确定作业的形式与内容。以往作
业得不到学生的青睐，往往因为教师“一厢情愿”。只
有建立在学生广泛讨论并加以约定基础上的作业布
置，才更有生命力，更有实际效果。换言之，建立在尊
重学生基础上的作业，本身就是一种突破与进步。

更多用心与创新。 单一甚至单调的作业形式
与内容，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教师在作业布置时
如能体现出更多的用心与创新，情况会大不一样。

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形式呈现，其实际效果
会有很大差异。究其原因，形式的作用不可忽视。
形式终究为内容服务。作业的选定与布置，应尽可
能丰富多样。单以暑假作业为例（平时作业也可仿
照），我想不妨可以采取这样几种方式：一是“规
定”动作。重要乃至核心的教学内容，必须进行强
化巩固的，可布置适量的书面作业，要求全体学生
按时保质完成。二是“自选”动作。教师结合所任教
班级学生的基本特点，尽可能提供多种作业形式，
供学生选择。例如，让学生自编习题、精选习题、列
出学习中的问题或困惑、摘录所阅读书籍中的精华
语句或观点、撰写几百字的读后感、写学期学习感
悟及暑期日记等。三是“独创”动作。主要给学生尤
其那些有一定自主性、动手能力强、有创造力或创
新性的学生较充分的施展空间，允许他们“独创”。
例如，调查某一项研究课题、收集有价值或感兴趣
的材料、写外出旅游发现等。多给学生一些自由支
配的空间，他们就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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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 地
区， 初中思想
品德课退出了
中考， 这让本
来就严重畸变
的德育雪上加
霜。 什么样切
实可行的教育
方式可以促进
学生思想品德
的养成， 是一
个需要探讨的
问题。

初中思想品德课急需怎样的改革
■于国柱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思想品德课被
应试教育严重异化， 思想被抽空， 品德
被淡化， 变成了简单而枯燥的“画画、
背背、 考考” 格式下的纸上谈兵。 这种
状态造成了许多学生知识与行为的严重
脱节， 于是， 出现了大学生伤熊， 甚至
是杀母、 杀人案例。 人们惊呼， 我们的
社会怎么了？ 德育的功能和价值何在？

作为一名有二十余年教龄的思想品
德课教师， 我亲身经历了这门课程的转
型， 对其中的一波三折， 独有感触。

传统思想品德课的变异
多年以来， 初中思想品德课都在怎

么上呢？ 面临中考， 初四 （笔者所在地
区是五四制） 上半学期就要赶完全学期
的教学任务， 以便留下足够的时间反复
进行做题或者练习。 因为赶课和应对考
试， 教师的课堂教学往往是画题、 问题
归类、 组织答案， 然后让学生背诵、 默
写检查。 临近考试阶段则是猜题、 押
宝———把近年来的中考题找来， 一一对
比哪些是考过的， 哪些是没考过的。 应
试思维里的中考好比是王位上方的达摩
克利斯剑， 即便是登上领奖台的老师，
也只能保持劫后余生的庆幸， 教师作为
价值判断者和思想引领者的独立与高贵
在应试体制之下不复存在。

在学生心目中， 如果没有中考这一
硬性要求， 思想品德课早已被排斥在自
己的兴趣之外。 枯燥单调的知识结构，
纸上谈兵式的空洞说教， 隔靴搔痒式的

泛泛而谈， 唯一能催促学习的就是那考
试分值。 个性思维被既定答案束缚， 完
整人格被考试技能捆绑， 学生作为情感
体验者和生活实践者， 本应鲜活与生动
的学习生活在应试教育之下却变得索然
无味。

变革过程中的迷惘
2014年上半学期， 山东省淄博市

开始了思想品德课程大变革， 主要措施
是思想品德课不再参加中考， 和音乐、
体育、 美术一样只是作为考查科目。

不再参加中考， 意味着在升学考试
中不再占硬性分值； 考查科目， 意味着
可有可无。 变革与传统思维方式解读，
让思想品德课老师们忽然失重， 从原来
的负重难行一下子变成了茫然若失。 如
同一个原来有沉重背负的人， 一下子拿
去了背负之物， 一时间竟不知所从。

还有一些学校和老师面对学生及家
长的问询， 都不敢说不考试了， 怕没有
了考试的度量， 思想品德课就会失去公
众的认可。

秋季学期开始了， 有的学校开始借
势搞课程整合与开发， 也有的学校在悄
悄减少思想品德课的课时， 有的教师申
请转行教其他学科， 更多的教师在相互
观望……一切都在表明， 思想品德课进
入了变革初期的迷惘不安。

当然， 思想品德课教师中不乏有识
之士， 他们早就认识到因为考试而产生
的重知识轻情感、 重记忆轻实践而带来
的教育弊端。 根据 《课程标准》 要求，
思想品德课是一门开放性、 情感性、 实

践性很强的人文学科， 主要任务是通过
丰富多样的教育教学， 使学生确立正确
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培养符合
时代需求的合格公民。 因此， 他们更愿
意把思想品德课称为“公民课”， 认为
从概念上讲， “公民课” 能够更准确全
面地表达该课程的思想理念与价值功
能。

其实， 从更大的角度看， 思想品德
课程改革所表现出来的不安， 并非自身
特有。 应试教育机制下， 各地、 各学
段、 各个学科都呈现出了一个共同教育
特征： 远离自然与社会。 现实中很多的
教育困惑， 多缘于囿于教育论教育， 实
质是教育思想与实践的脱节。

思想品德课改的尝试
笔者认为， 思想品德课不再参加中

考之变革， 是发挥学科教育功能的本真
性回归。 它将摆脱应试教育对知识的简
单圈点， 回归到对人性的真切关怀。

换言之， 就是使人成为思想与行为
的主人， 不再是知识识记性考试评价束
缚下的“知识附庸”。 笔者坚信， 从我
国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来看， 所有学科
都将逐步淡化单纯的知识考试性评价，
思想品德课只是先行一步。 一段时间以
来， 笔者尝试主题漫谈式的思想品德课
教学， 小心探求着如何实现“教育功能
的本真性回归”。

主题漫谈式教学， 可以概括为五个
特点：

其一是凸显教材主旨。 依据教材
内容 ， 师生共同确立一个概念主题

（名词或语句）， 作为一节课的学习重点。
这样既不脱离教材， 又避免了对教材的依
赖， 可以发挥师生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创
新性。

其二是贴近生活实际。 主旨、 主题为
师生教学确立了核心和切入点， 但所谓的
漫谈并非天马行空， 而是在围绕主旨、 主
题过程中自由展开。 实践中发现， 贴近学
生生活实际的内容教学效果更好。 这就要
求课堂上要明确解决一些现实问题， 所以
师生漫谈中应当涉及“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样” 的问题。

其三是避免虚浮热闹。 为了深化、 内
化思想品德主旨与主题， 在课堂的某些节
点， 比如问题的转换之际或激烈讨论之后，
教师应引导学生静下来， 闭上眼睛， 如放
电影一样， 回忆、 沉淀刚才内容， 并且冷
静地想一想， 自己到底赞成什么样的观点。
课堂讨论， 应避免课堂热热闹闹， 课后一
了百了。 这个短暂的过程， 有利于学生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其四是激活学生情感。 主题漫谈式教
学， 因为脱离了具体知识的“桎梏”， 给人
以抒发的自由， 较容易激活学生的情感。
学生的情感闸门一旦打开， 他们的活泼个
性及天真率性也随即而至。 教师要善于捕
捉随机性问题， 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其五是强调知行合一， 付诸实践性作
业。 思想品德课课改的方向， 是摆脱纸上
谈兵式的说教与文词默写式的评定所带来
的弊端， 强调知行合一， 重点在行。 在不
断的实践中， 强化内心、 规范言行并最终
养成良好习惯， 成就社会人格。

（作者单位： 山东省临淄区第一中学）

教育不必补齐
学生所有短板
■王新有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之类的教育理论与实践
经常受到人们的推崇，但是在我看来，这并不一定
符合教育教学规律。

依据木桶理论，一只木桶盛水量的多少，取决
于那块最短的板。木匠师傅若要补齐那块板，得搭
上好多的工夫和时间， 但更重要的是如何选择补
短板的材料，若材料不够结实与坚固，补上的短板
过一段时间或许还会漏水或者腐烂， 若木匠师傅
手艺不够精堪，两板之间的缝隙也会漏水，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木桶效应。一个班级好比一只木桶，组
成这只木桶的每一块板子就是学生了。 一个班级
通常有四十名左右的学生，总有几个“差生”，尽管
他们可能学习很努力， 甚至老师也给他吃偏饭开
小灶，可成绩始终无法提高，达不到预定目标，拖
班级成绩的后腿，成为老师的负担，被圈为差生或
学困生，影响了班级的平均分，影响了教师的评优
选先和职称晋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教
育的评价机制， 仍以教学成绩的高低来评价学生
的素质和能力，来评价教师的教学业绩与技能。

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学生成绩差，说明教师
教学能力差。 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只有不会
教的老师，没有不会学的学生。”按照唯物辩证法
来分析评判这句话，显然是错误的。这句话过分强
调了教师的能力， 而忽视了学生先天的遗传基因
和个性差异。今天我们倡导的是素质教育，追求的
是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但在具体的操作实施过程
中很多做法与其相悖。 许多家长和老师往往给学
生划定一个目标， 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让孩子达
到这个目标， 而忽视了孩子自身所具备的潜能和
条件。这种硬赶鸭子上架的做法，让学生背上了很
沉重的思想包袱，是导致学生厌学的根源。其实，
抛开分数而论，一些差生或学困生有很多优点，他
们中的一些人乐于助人， 热心班级工作， 兴趣广
泛，有其他方面的天赋或特长，这恐怕是好多优秀
生所不具备的。

虽然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但不能把对学
生的教育职责全放置在学校和教师身上。 学校和
教师虽有承担教育学生的义务， 但不是学生的法
定监护人，对学生的品德、养成教育学校有教育的
职责，但主要责任应该是父母的，再好的教育也不
能把每一个孩子塑造得完美无缺。 教育只是一个
对人教化育导的过程，传道、授业、解惑是教育的
基点，让好的孩子更优秀，让有缺点的孩子改正缺
点，这是教育的功能。但教育并没有造化的本领，
既不能让学生平白无故地滋生他没有的智慧或者
他本身不具备的能力， 也不能补齐孩子固有的短
板。 后者取决于每个孩子先天的基因和后天的努
力。 （作者单位：甘肃省和政县达浪学校）

操作式教育更具魅力
■顾伟清

传统文化教育中的成功案例
传统文化中不乏操作式教育的成功

案例。 在 《列子·汤问》 秦青“抚节悲
歌” 的故事中， 薛谭向秦青学习唱歌，
还没有把秦青的本领完全学到手， 就自
以为全学会了， 告辞回家。 秦青也不制
止， 还在郊外的大路口为他饯行， 并打
着节拍唱着悲伤的歌曲， 声音振动了树
林， 回响遏住了飘动的云彩。 薛谭这才
道歉并请求返回， 终身不敢再提回家的
事。

秦青的“抚节悲歌”， 堪称一绝， 可
谓“操作德育” 中的一个成功范例。 学
生薛谭自以为是， 其实还是“三脚猫”，
就急着回家。 老师秦青既无劝阻的话，
更无埋怨之言， 只是操着“抚节悲歌”
的动作， 以高绝的才艺， 震撼了薛谭，
促其迷途知返。

秦青摒弃喋喋不休的说教， 改用一
种具有感染力的“操作动作”， 吸引感染
受教育者， 让其反思， 促其感悟。

操作式教育的特性
直观性。 操作式教育通过具体的操

作动作呈现出来， 提供了“眼见为实”
的直观图景。 由于提供了直观实景， 看
得见， 摸得着， 容易让人信服， 正所谓

“百闻不如一见”。 富有哲理性的动作给
人遐想， 回味无穷； 夸张幽默的动作，

能让人快乐， 忍俊不禁； 出其不意的
动作， 既能满足人的好奇心， 又能打
破常规思维， 留下耐人寻味的形象。

比如爱迪生量灯泡案例： 阿普拉
是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 有一次， 爱
迪生叫他测定一下灯泡的容积。 阿普
拉拿出仪器左量右测， 然后列出密密
麻麻的计算式。 由于灯泡似梨形， 计
算很复杂， 一个多小时， 还没计算出
来。 爱迪生抢过灯泡， 往水里一浸，
灌满了水， 然后擦干外壁， 往量杯里
一倒， 指着刻度说： “这不是答案
吗？” 阿普拉恍然大悟。

阿普拉已习惯用高深学问做研究，
误入“问题复杂化” 的歧路。 若没有
有效的外界干预， 就难于自拔。 爱迪
生力避说教， 而仅用动作进行示范性
的操作， 效果立竿见影。

震撼性。 以 《史记·项羽本纪》 中
破釜沉舟的故事为例： 救援巨鹿时，
项羽全部引兵渡河， 击沉船， 砸破锅
灶， 烧毁营房， 持三日粮， 以示死战
的决心。 待到楚军攻打秦军的时候，
诸侯军的将领都在营垒上观战。 楚战
士无不一以当十， 楚兵呼声动天， 诸
侯军无不人人惴恐。 打败了秦军后，
项羽召见诸侯军将领， 进入辕门时，
无不跪着前行的， 不敢仰视。 兵法云：

“置之死地而后生。” 项羽命令将士
“皆沉船”、 “破釜甑”、 “烧庐舍”、
“持三日粮”， 表达“无一还心” 的决
心。 震撼性的操作动作， 远胜震耳欲

聋的说教。
启迪性。 一些操作式教育方式， 其

意义并不在于其动作本身， 而是因其引
申的意义而让人印象深刻。 《魏书·吐
谷浑传》 记载了阿豺折箭的案例， 吐谷
浑的首领阿豺有20个儿子,临终时对他
们说： “你们每人拿我的一支箭来， 把
箭放在地上。” 过了一会儿， 阿豺对他
的同母弟弟慕利延说： “你拿一支箭折
断它 。 ” 慕利延折断了。 阿豺又说：

“你再拿十九支箭一起折断。” 慕利延折
不断。 阿豺说： “你们知道其中的道理
吗？ 一支箭容易折断， 很多箭就难以摧
毁了。 同心协力， 这样国家就可以巩
固。”

“嘴” 上得来总觉浅， 透过形象的比
喻， 阿豺将团结合作的重要性操作给孩
子们看， 让他们身临其境， 从而感悟众
志成城的哲理。

操作式教育方式不宜滥用
操作式教育要根据其特性， 灵活运

用， 切忌滥用。
恰当运用， 不能牵强附会。 应注重

操作动作和说理之间的相关性或相似性。
若操作动作和欲表明的道理风牛马不相
及， 就会显得矫揉造作。 即便如此， 还
要注重场合， 自然生成。 例如， 有位思
品课教师一上课就毫无铺垫地拿着两个
鸡蛋撞击而破。 有的学生猜测， 需要炒
鸡蛋做菜； 有的学生说， 是不是要……
由于没有特定的主题， 学生猜测不一，

众说纷纭， 没有起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如
果在两个学生打架受伤之后， 老师拿着两
个鸡蛋撞击而破， 并说道： “这不是两败
俱伤吗？” 其教育效果必大相径庭。

要以尊重学生为前提。 操作式教育要
运用得当， 决不能杀鸡儆猴， 伤害学生。
譬如， 曾经有一位老师总结其课堂管理经
验时得意洋洋地说， 俗话说得好， “杀鸡
儆猴”， 拿着小鸡宰了， 那猴儿自然害怕。
管理学生并不难， 课堂上有学生不遵守纪
律时， 不一定非批评那些最顽劣的学生，
只要挑其中一位胆小的学生， 整得他眼泪
汪汪， 班级其他同学见了就乖了。 学生不
是“鸡”， 也不是“猴”， 这种方式也未必
公正。

围绕主题， 适当点拨。 教师的操作动
作， 有时学生能一目了然， 教师就无须唠
叨。 学生有时不得其解， 教师就要适当点
拨。 譬如， 有位教师经常讲解到一半就

“停工” 了， 常说该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惹得学生议论纷纷。 为了让学生理解自己
的教学方式， 有一次， 这位教师带来一只
瓶子和一袋沙子。 不由分说， 就用沙子装
满了瓶子。 学生大惑不解， 老师说： “若
我用沙子装满瓶子， 你们还能装什么？ 上
课不是如此吗？” 此时， 学生才明白教师
的目的。 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讲解中， 学
生如果不明白， 教师应当适当讲解， 而不
要盲目追求所谓的课堂操作性， 因为在操
作式教育中， 操作毕竟只是一种手段， 而
不是目的。

（作者单位： 江苏省昆山市周庄中学）

古 今 中
外， 类似“不
言之教” 的成
功范例并不罕
见。 传说中老
媪 “铁 杵 磨
针” 的故事，
促使李白成为
大家。 此故事
虽显得有些夸
张， 但折射出
这种操作式教
育方式的独特
魅力。

全方位地关注
留守学生成长

近年来， 山东省邹平县南部山区临池
镇中小学针对留守儿童多的状况， 学校教
师与百余名留守儿童进行牵手结对。 除关
心结对的留守儿童日常学习生活外， 还建
立了每个人的成长档案， 记录他们的心理
与品德等状况， 全方位地关注他们的成
长。 图为邹平县临池镇南北寺小学张伟老
师在图书室内辅导结对学生读书。

董乃德 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