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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表引发法与理之辩
———儿童智能手表能实时监听课堂引争议

■本报记者 熊杰

近日， 福建省厦门市有教师反映， 有学
生配戴具备监听功能的智能手表， 这在教师
中引起热议。

家长可监听课程

近日， 中国教育报记者走访了厦门较大
的一家城市购物广场， 在那里确实找到两家
卖儿童智能手表的商家。 记者了解到， 这种
手表可以定位、 录音监听、 实时监听， 还可
以通过微信语音通话。

在一家电子产品店内， 店员向记者推荐
了一款儿童智能手表， 售价510元。 店员介
绍， 家长只需在手机上安装一个APP， 就能
与这只手表绑定， 随时看到孩子的位置， 向
其发送信息， 并监听周边环境。 也就是说，
只要孩子在教室戴着手表， 家长随时可以远
程用手机软件， 随时监听课堂内容。

此款手表功能较多， 家长还能在孩子常
活动的区域划定电子围栏， 当孩子走出安全
区域的时候， 手表还会自动发信息提醒家长
注意。 “一个月能卖十几只吧！” 这位店员
说， 很多家长为孩子买手表的初衷都是出于
安全考虑。

记者在淘宝网上输入“儿童智能手表”
加上“监听” 来搜索， 共找到5600多件各
种型号的智能手表， 价位从130元到998元

不等。 其中， 以价格300元至500元的居
多， 并且有多家网店销售超过百部。 其中
几款手表还有功能介绍， 内容就有教用户
如何适时监听孩子。 在厦门电子城从事电
子产品销售多年的店主胡先生说， 现在高
档一点的儿童智能手表都具有监听功能，
就如同现在智能手机都能录音一样。

记者了解到， 在厦门岛内的一些小
学， 有不少学生配戴这种智能手表。 一
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家长说， 买手表的
主要目的不是监控教师， 主要是其定位
与留言等功能非常适用。 这位家长说，
必要时会开启监听功能。 另一名家长说，
有时会出于好奇和关心， 听一下孩子上
课时的情景。

陈永青是厦门一家咨询培训中心负责
人， 也是厦门理工学院创业与职业发展导
师。 因为工作原因， 陈永青与学生家长接
触很多， 他说， 现在媒体经常报道老师体
罚学生， 孩子在学校会不会被欺负？ 会不
会被老师“软暴力”？ 都是家长担心的问
题， 虽然厦门教师整体素质较高， 但肯定
还是会有家长监听课堂。

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据 《文汇报》 报道， 前不久， 上海浦
东新区一名小学老师发现， 学生还没放学，
自己上课说的话就传到了家长朋友圈， 原

因是家长给孩子戴了一款有远程监控功能的
儿童智能手表， 上课时课堂里的声音可以被
实时传输到她的手机上。

当记者与多名小学教师探讨儿童手机监
听功能时， 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太可
怕了”。 多数教师表示， 如果任凭家长监
控， 老师会感觉很压抑， 没有被尊重， 同
时会觉得自己每一句话都有可能成为“呈
堂证供”。

对于用儿童智能手表监控老师， 是否违
法？ 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厦门市中级人民法
院的法官陈鸣介绍， 教室不是私密场所， 家
长对教师课堂进行录音， 如果只是教学内容，
或是与学生对话的内容， 从目前的法律来看，
还不能算侵犯隐私， 即使是发到网络上， 也
不能算违法。 陈鸣说， 如果涉及教师个人信
息及其它私密问题， 才算侵犯隐私。 陈鸣说，
老师可以用课堂纪律来要求孩子关闭智能手
表。

关于老师担心课堂内容变为“呈堂证
供”， 可能被投诉的问题， 记者也进行了调
查。 到底有没有人利用手表监控录音作为证
据， 来投诉老师呢？ 记者从厦门市教育纪工
委监察室及市教育局基教处了解到， 目前还
没有接到用智能手机监听的材料作为证据来
投诉的。 但负责受理家长投诉的陈老师介绍，
以前确实有一些家长拿着手机录音材料来投
诉学校和老师。

理性与宽容对待

厦门市教科院教研员段艳霞说， 在办公
室公开装监控， 也不算违法， 这件事以前也
争议过， 但现在绝大多数公司都不会装， 因
为这会让员工认为老板不尊重自己， 同样，
从“师道尊严” 的传统来讲， 也不应支持课
堂录音。 段艳霞希望家长要充分尊重教师。

陈鸣表示， 现在对电子产品的应用监管
还有一些法律盲区， 希望法律界能多探讨这
些问题。 他还说， 虽然监听课堂多数时候不
违法， 但从道德层面讲， 还是不应提倡。

厦门市教育局德育处负责人说， 手机监
听折射出有的家长对学校和教师不信任， 要
通过家长会、 家访、 家长学校等形式， 加强
家长和学校的联系和沟通， 增强信任感才能
化解不必要的麻烦。

厦门集美杏林小学的许建春老师说， 谁
都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简单评判对错。
当下我们各行各业所呈现出的某些乱象， 或
许只是社会转型期的一种必然经历。 比如，
现在很多人认为医患关系紧张， 但绝大多数
医生仍在竭力坚守着职业精神， 教师也要理
性面对这些事， 教书育人的师德之本不能因
一些躁动而改变。

厦门市实验小学教师潘品瑛说，应要求学
生上课时把智能手表关闭掉，以防止他们上课
走神，这也如同上课不能开手机一样。

中小学科学课成了“鸡肋”？
■本报记者 张春铭

一些针对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的调查显
示， 中小学生在对科学知识的学习方面并不
理想。科学课“看多做少”、科学实验没有思维
含量、 课堂热衷探究已知常识而并非未知结
果。各种科学课低水平实验的背后，是师资的
缺乏和科学课不受重视。在一些学校，科学课
被视为“副科的副科”，科学课老师是“教不了
语文、数学的老师”，科学课一学期上不了几
节，俨然成为“鸡肋”。

科学课师资情况如何？科学课有哪些有待
改进的地方？ 如何提高孩子对科学课的兴趣？
厘清这些问题，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科学课对学
生成长的重要性。

没有思维含量的“虚假探究”

这是一节讲述热传递的科学课。 老师手
拿一根铜棒，马上丢掉。然后问学生：“为什么
老师丢掉了铜棒？”学生答：“因为烫。”老师再
问：“为什么丢掉的是那一端？”学生答：“因为
热传到了那一端。 ”

提问之后，老师开始做实验。只见老师用
凡士林将火柴梗粘在金属棒上， 然后将火柴
棒点燃，让学生们看清热传递的过程。

这样的课，看起来逻辑正确，完美无缺。
但是，在江苏省特级教师曾宝俊看来，这属于
虚假探究。“学生已经告诉老师，铜棒的热传
递过程， 老师还要有必要再用实验证明一下
吗？ ”曾宝俊说。

给学生讲热传递这节课， 曾宝俊喜欢另
一种方式。他一般先准备好酒精灯、凡士林和
铜棒， 然后用凡士林粘上火柴梗粘在金属棒
上，再点燃后，问学生：“看到了什么？”学生们
会回答：“看到燃烧物掉下来。 ”曾宝俊再问：

“为什么？ ”学生们答：“因为热传递。 ”
怎么证明是热传递？ 曾宝俊用酒精灯在

铜棒的不同部位加热， 通过靠近热源地方的
燃烧物先掉，让学生感觉不同的热传递方向。
然后再引导学生想象平面加热的情况。

同样都是动手实验，“一个有思维含量，
一个没有思维含量。 ”曾宝俊说。

除了虚假探究，在科学课堂上，也存在学
生动手机会不足的情况。“有些是老师要求，
学生被动操作，学生只是操作者，而不是探究
者、观察者。 ”曾宝俊说。

活动有余，思维不足。是曾宝俊对一些科
学课的评价。“应该让科学探究发生在学生的
头脑里，让思维体现在手指尖，而不能为做实
验而做实验。 ”曾宝俊说。

无独有偶，早在2013年9月，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就启动了中小学生科学兴趣与素养
的研究。研究发现，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随
年级升高而降低，科学活动“看多做少”；中小
学生对课外科学活动的需求未得到满足。

探究不用动手就能知道的常识

在科学课上也出现了一些伪探究。比如，
研究一块木板能承受多少重量， 两块木板能
承受多少重量，三块木板能承受多少重量，最
后的结论是：木板越厚，承受力越强。

研究小车和拉力，最后证明拉力越大，小
车运动越快。

研究降落伞，最后证明降落伞越重，下降
速度越快。

“这些探究的都是不用动手都能知道的
常识，还用动手证明吗？ ”曾宝俊说，“有些需
要动手的实验，可能还没有条件。 ”

虽然科学实践课， 一定要通过动手才能
体验科学， 但是曾宝俊认为， 动手是主要路

径，而不是唯一路径，有时候，阅读也能提高学
生的科学探究和科学素养。

“我们研究发现， 各年龄段学生最喜爱的
科学活动都是自己动手做实验，最不喜欢的都
是就科学实验发表自己的想法或得出结论。 ”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孙云晓说，少年儿
童天生对科学有好奇心，而且他们通常喜欢动
手操作，喜欢通过实验进行学习。然而，学校的
科学课程并未能很好地适应少年儿童的这些
特点，发展他们的兴趣和优势。 这一方面是因
为我国的科学教育本科专业开设时间较短，小
学科学教师大多缺乏相应的学科背景和培训，
在开展科学教学时信心和能力不足；另一方面
是因为科学教育也处于应试教育的支配之下，
由于科学课不是主科，因而在一些学校不被重
视，甚至被视为“副科中的副科”；而且科学实
验等内容很难在评估体系中得到反映和承认，
老师只能选择那些能得高分的内容和方式，而
放弃了那些能够提升学生科学兴趣的活动。

“进入中学之后，高考的压力增大，课程的
难度增加，学生必须记忆许多科学知识，而科
学方法、合作学习、问题解决技能等则无暇培
养。 与美国等科技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高中
课堂内容丰富性明显不足。 ”孙云晓说。

班额大，材料缺，课外实践难开展

嘉兴实验小学科学课教师吴建伟去过不
少地方考察科学课。“有些班额大的学校，一个
班有80多人，4人一组，20个组，老师怎么可能
顾得过来？ ”

除了大班额，在吴建伟的印象中，中西部
地区科学实验设备缺乏。“有些常规的材料都
凑不齐。 ”吴建伟说，比如有时候，可能需要12
个烧杯，只能找出一两个。

“造成科学类课外小组参与率低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比如父母不够重视，孩子对科学探
究活动有畏难情绪，小组活动缺乏指导、流于
形式，开展活动的资源匮乏等等。总的来看，校
内和校外科学教育衔接的机制尚未建立。 ”孙

云晓说。
为什么科学课上学生动手不足？“缺乏专

职教师。 ”中国教育学会科学教育分会会长胡
卫平教授说，“大部分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都
将科学作为核心课程， 高度重视科学教育，但
在我国恰恰相反，不重视科学课，不配备专业
教师。 ”

胡卫平前段时间给参加国培计划的科学
课老师上课时发现， 一个简单的科学概念，有
一半以上的科学教师都理解错了。“能参加国
培计划的都是全国各地优秀的一线教师。 ”胡
卫平感慨道，“这些老师， 有一部分是兼职教
师，有一部分是因为无法胜任语文、数学等课
程，而改为教科学课。 ”

胡卫平一直坚持在中小学按国家课程计
划和科学课程标准开齐科学课，并请毕业于科
学教育专业的老师担任科学课专任教师。

“科学课教师人才队伍，一个字，惨！”曾宝
俊忧心忡忡地说。 几年前，曾宝俊为昆明教师
做学科培训，当时语文教师参加的有1500人，
而科学教师只有96人。 15:1的比例，让曾宝俊
很郁闷。 后来，每到一个地方参加国培计划培
训，他都有意识地问问，参加的老师是不是专
职的科学教师。 他发现，科学教师占全体教师
的比例为0.75%。

曾宝俊这几年都在做国培计划的专任教
师培训，在山西，小学科学课，最多报名37人，
而专职科学教师只有五六人。 前段时间去陕
西，47人报名，只有12人是专职科学教师。

科学教育专业“有人学，没人要”

为什么缺乏科学专职教师，是没有专业人
才吗？ 曾宝俊说，目前的科学教育专业有足够
的人才培养能力，但“有人学，没人要”，“目前
不少学校存在总额超编、学科缺编的问题。”曾
宝俊说。

在曾宝俊看来，现有的政策不太利于科学
教师成长， 这也是导致科学教师减少的原因。

“比如职称评定， 现在要求学历背景和职称背

景统一，小学科学课教师要评职称，要在小学
教育专业之后，加考物理、或者生物，而语文等
教师就不需要。 ”

具体到学校分配课时，科学课教师也没有
优势。“以前，语文、数学等学科教师的工作量
系数是1.2，而科学课老师因为没有课外作业，
系数是0.8，现在才变成1。 ”曾宝俊说，但是，科
学课更强调动手做，每上一节课，教师都要准
备材料，熟练的教师至少得20分钟，课程结束
后还要收拾材料。这种工作量并没有体现在教
师的授课工作量中。

专职教师少、工作量大等，使得很多科学
课教师也没有精力去开展过多的科学实践活
动，有些地方的科学实践活动形同虚设。

胡卫平建议，国家层面要重视科学教育研
究和中小学科学教学。“在发达国家，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有科学教育研究课题，但我们国家
目前没有。 ”胡卫平还建议，重视科学课的师
资，由有理科背景的专任教师担任，而不是由
教不了别的课的老师来教科学。“最后，还要按
规定开足科学课。 ”胡卫平说。

孙云晓建议，首先，国家应尽快将小学科
学课列为核心课程， 提高小学科学教育的地
位，从课时、师资配备、课程资源等多方面予以
保障。

其次，科学课程需要综合性教师，要抓好
教师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职前教育侧重基础
教育理论的教学和教学基本技能的训练，以及
形成对科学的理解和探究能力，职后侧重于实
践问题的研究和理论的提高。

再其次， 改革科学课程的内容和教学方
式。科学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全体学生的科学素
养。基础教育阶段科学课程的首要目标应该是
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兴趣和热情，并建立对科
学的自信。在教学上应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
学习方式；强调对科学的理解和科学方法的掌
握，而不是对科学知识的死记硬背。

最后，进一步减少高考对高中生学习科学
的不利影响。 通过高考改革，特别是考试内容
的变革，保持和激发中小学生对科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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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刊社全媒体中心联合清华大学
新闻学院沈阳教授“新媒体指数”团队，推出“教
育自媒体指数”， 共同打造自媒体优质内容平
台。 现诚邀教育自媒体参与， 有意向者可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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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名师先提高“四商”
微信公众号： 中国教育报
微信号： Zhongguojaoyubao

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 ”，
相信各位老师也是如此，每个老师都怀揣着一
个名师梦。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名师呢？

小编为您整理了一些名师的经验之谈，
希望可以对您有所帮助。

从草根到名师，关键看你的“四商”指数。
从不少名师身上，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一点。

智商， 上班8小时以外， 多学点专业知
识， 给自己充充电； 灵商， 教师不是操作
工， 咱们从事的是灵性的、 艺术的职业， 所
以悟性是少不了的； 情商， 有人格魅力的教
师， 总能受到同学和同行的喜欢； 意商， 要
以坚强的意志力去实现自身的职业价值。

当然， 除了窦桂梅、 吴非、 吴正宪、 魏
勇等名师总结的这“四商”， 也需要教师把
握好可以把握的机会， 不断完善自身。

医大版十门联考吐槽
微信公众号： 温州医科大学
微信号： WZMU_xcb

上周温州医科大学部分临床医学生迎来
了一年一度的临床医学十门联考。据传，医学
武林中，代代有人挂在这十门联考中。

看看考完后大家的吐槽吧。
你敢不敢考题库！ 你敢不敢开放所有题

库！ 学弟学妹们， 好好看书吧， 别再奢望所
谓的鬼题库了， 现在开始每天上香拜佛吧，
运气很重要！ 加油， 我已经阵亡了。

二型题压根没看， 一个都不会， 为数不
多的题库也记不住。 已和室友们说好手拉
手， 下星期补考再赴刑场！ 不是说好很简单
的吗！

听说刷题有用， 两千多道也就用了两
周， 可是你考出来只有百分之二三十命中，
就别认认真真发一本啊， 我还一厢情愿以为
十门很简单！ 算了， 还是加入补考大分队
吧。

念天地之悠悠， 唯十门联考者独怆然而
涕下。 明年要十门联考的学弟学妹们， 千万
不要松懈哦， 从现在开始就得好好学习， 扎
实的基础知识很重要！

大学四年你要花多少钱
微信公众号：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微信号： bisu_edu

你还在天天淘宝不止追悔莫及吗？ 让小
编带你计算一下你的四年花销对账单，保准治
好你的一系列烧钱并发症。

首先是食物费， 一天中最重要的当然是
三餐了。 按学生平均消费水平， 四年你将吃
掉750 （元） ×9 （月） ×4 （年） =27000
元。 餐后休闲饮料零食， 你又将花掉170×
9×4=6120元。

其次是日常生活费用， 包括上网费30×
9×4=1080元，话费50×9×4=1800元，还有
交通费50×9×4=1800元， 再有永远不够穿
的衣服、逛不完的淘宝，你又将花掉万余元，
当然小编也没有忘记课本、 文具1000元，加
上日常生活用品150×9×4=5400元。

不要忘了你还要每年从银行卡中刷走闪
闪的银子5500×4=22000元作为学费和住
宿费。 另外手机、 电脑、 相机……没有它们
怎么能好好生存 ？ 当然这些又将花掉你
15000元。 还好， 学校还会发600×4=2400
元的饭补治愈一下小编受伤的心。

最后， 总结一下你四年的总花销为：
90500元！

“数理大神”乐办补习班
微信公众号：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微信号：dizhidaxue

想知道被保研至北师大的“学神”是怎么
看待高数的吗？想和自己开讨论班，全程英文
PPT授课的“学神”做朋友吗？ 那就赶紧随小
编去见识一下那个在中国地质大学数理学院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学神”———韩传亮！

韩传亮从小痴迷数学， 大学的专业也是
数学， 大学的成绩稳坐年级前三。 “我想让
更多的人像我一样爱上高数， 不再害怕数学
考试。” 一次， 老师让他给院里的新生做了
一场关于“大学数学是什么” 的报告， 后来
就不断有学弟学妹拿着数学题到他寝室找他
请教， 他也就顺势开班讲起课来。

谁知，几个学生越听越过瘾，比上老师的
课还积极。渐渐地，一些外专业的学生也慕名
找他补习高数。 韩传亮索性连开3个班，每周
末晚连讲3小时，坚持了整整两个学期。

现在， 学院还专门给韩传亮开了间会议
室， 作为固定讲课场所。 “不少学生反映比
一些专业老师讲得好， 很高兴他们能互相帮
助， 共同提高。” 数理学院辅导员钟苹说。

焦海洋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