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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活故事把孩子引进文学殿堂
■本报记者 张贵勇

“十一”长假哲哲和妈妈去外地旅
游，路上要坐几个小时的火车，小家伙
特意带了两本书， 一本是他反复重读
的《在那遥远的森林里》，一本是列入
阅读计划的《大卫的规则》。 看他行李
不多，我又推荐了杰克·伦敦的《荒野
的呼唤》。

之所以推荐这本书， 是因为哲哲
最近爱上了狗。到了目的地，他给我打
电话，说我推荐的书“有点暴力，但写
得非常好， 希望你继续给我推荐好看
的‘狗’书”。五年级的哲哲能几个小时
看完这几本书， 是因为从小到大坚持
阅读的他，已经养成了阅读的习惯。阅
读已经和吃饭、睡觉一样，嵌入他的每
一天，成为他生活的重要一部分。

遗憾的是， 在娱乐主义盛行的社
会大氛围下，越来越多的孩子被电视、
网络强烈吸引，关注的是“都教授”“奔
跑吧，兄弟”“花千骨”等内容，文学正
在远离他们的生活。 家长们也在追逐
成功的路上脚步匆匆， 很少慢下来关
照自己的内心和修养， 引导孩子过一
种阅读的生活。 有的还以功利的眼光
看待阅读，就像一次讲座上，专家说阅
读可以丰富孩子的情感。 一位家长立
即反问道：“情感丰富有什么用呢？”搞

得专家无言以对。
从小是否阅读文学作品的孩子，内

心世界和精神生活是不一样的，长大之
后走的人生道路也不一样。内心丰富的
孩子更懂得人间冷暖，更珍惜生活中的
幸福， 更向往过一种充实而完整的生
活，即荷尔德林所言的“诗意地栖居”。

很多孩子之所以不爱看文学书，多
半是因为没有合适的文学故事触动他
们的心灵，文学没有与他们的生活产生
化学反应。父母和老师有责任依据孩子
的心性为其量身选书，让文学进入孩子
的生活。例如，哲哲五六岁时特别淘气，
尤其喜欢恶作剧。 我就找来《淘气的阿
柑》《小淘气尼古拉》《淘气包埃米尔》等
书籍，每天晚上给他读。 读到阿柑给自
己的妹妹起了那么多好玩的绰号、埃米
尔所犯的种种错误、小淘气与乔方之间
的搞笑经历，哲哲常常开怀大笑，仿佛
找到了知心伙伴，于是格外期待每天的
睡前阅读， 早早洗漱完趴在被窝里，喊
着“爸爸，我们开始读故事了，今天该读
阿柑帮爸爸撵鸽子那段了……”

每个孩子脾气、秉性、智力发展不
一样，爱读的文学作品也不一样。 喜欢
这本书或喜欢那本书，这段时间没兴趣
或者过个半年爱不释手， 都是正常的。
给孩子选文学书的首要原则是熟悉孩
子的个性，尤其是刚刚走上阅读之路的

时候。当孩子发现文学作品写出了他们的
喜怒哀乐，道出了他们的内心秘密，就会
觉得文学作品很好玩，不抵触阅读，再大
一点才会逐渐意识到文学的重量与意义。

记得看“弗朗兹”系列时，哲哲惊讶
于外国的孩子和他们一样，甚至总结说：
“爸爸，我发现大多数奇遇和历险故事的
主角一般都是孤儿， 因为没有人那么严
地管他们，所以他们有机会去外面探险。
而爸妈陪在身边的， 一般都是比较快乐
的故事，你看弗朗兹啊，阿柑啊，米丽啊，
玛蒂娜啊， 他们的生活多有趣、 多好玩
啊。 ”听他一连串说了好多文学人物，我
知道文学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

生活主题的故事就像一束光，将孩子
引到文学殿堂的门口。阅读了一定的数量
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自然会对其他
类型的文学作品感兴趣， 如历史小说、动
物小说、冒险小说、科幻小说，再扩展到童
话、散文、诗歌、戏剧等其他种类。 哲哲小
学三年级读完“猫头鹰王国”系列，开始转
向各种动物小说，再去图书大厦就主动搜
索与昆虫和狗有关的书籍，我也找来自己
读过的经典作品推荐给他，如《灵犬莱西》
《黑狗哈拉诺亥》《红色羊齿草的故乡》等。
等他几乎通读了与狗有关的所有小说，我
又和他一起看了《忠犬八公》《导盲犬小
Q》《极地大冒险》等感人的电影，他还开
始追热播电视剧《神犬小七》。

让我没想到的是，将文学作品与电影
对照之后， 哲哲开始分析两者的不同，并
总结出“各有千秋，都不错”的结论，让一
直倾向文字而鄙视电影的我刮目相看。看
来， 经典文学作品与相关电影对照着看，
让孩子对故事有多种角度的理解，发现不

同艺术形式的不同特点，有助于孩子构建
一个立体的认知世界。 更重要的是，这种
多元的阅读，让孩子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和
难忘的体验， 给孩子留下的印象更深刻，
能起到积极的催化作用。 此时，文学才算
真正成为孩子的一种生活方式。

（12月1日 四川在线）
四川宜宾市白血病患者小露的妈

妈为了让儿子快乐康复， 折了上万只
千纸鹤，用绳子串起来挂在病房内。

点评： 病魔虽可怕，母爱有温暖！

(12月2日 华龙网)
觉得父母受了欺负， 便想为父母

“报仇”， 重庆巴南东泉一名6岁的小
男孩抱着这样的想法， 划伤了一餐馆
老板的小车， 想给对方一点“教训”。

点评： 孩子不懂事， 父母要抓住
这个教育契机。

（12月3日 新华网）
山东青岛两名小孩因为修自行车

的事发生摩擦， 赵某喊来妈妈解决纠
纷， 谁知道赵某妈妈竟教唆自己的孩
子殴打同学， 还大喊： “照着头打，
使劲打， 打出血来才行。”

点评： 这位妈妈就不怕将来孩子
照着你的头打？

（12月4日 新浪教育）
萌娃从小娇生惯养， 一有点儿不

顺心就大吼大叫， 父亲林峰不得不化
身虎爸， 给5岁儿洗冷水澡培养意志。

点评： 人不是机器， “一蹴而
就” 的改变只能伤害孩子。

（12月4日 中国经济网）
山东一对夫妻协议离婚后约定女

儿跟随母亲生活， 前夫支付抚养费。
谁料，随着女儿的长大，性格叛逆，因
琐事竟要喝农药寻死， 与母亲的矛盾
日益加深， 母亲无奈之下起诉至法院
要求变更抚养权，改由前夫抚养。

点评： 孩子不是商品， 退换不是
办法。

(12月7日 现代快报)
当4岁的女儿得了白血病后， 徐

州市一位妈妈才意识到忽略女儿很久
了———自己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小
儿子身上， 亏欠女儿太多了。 “女儿
生病后经常在我怀里偷笑， 因为这两
年我几乎没有抱过她！”

点评： 这个拥抱得来的代价也太
大了。

（江苏省靖江市城北小学 鞠锋）

我和女儿聊“攀比”
■陈爽秋

近几天，读小学的女儿闷闷不乐，
看见她一言不发，我问她：“怎么了？ ”
她嘴一撇，开始向我倾吐了她的不满：
“小丽家境还不如咱们呢，她父母都是
普通人，人家暑假去了泰国，咱们才去
了北京自然博物馆……” 孩子的话让
我心里一震， 看来孩子已经会和别人
攀比了。这是个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
会影响到孩子今后的身心健康。 我决
定利用这个时机对孩子进行适当的引
导和教育。

我打开了话匣子， 说：“和别人比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但要看自己的实
际情况和能力， 超出自己实际情况的
比，会让自己心理不平衡，活得很累！”

看她听得很认真， 我引导分析
道： “她的父母是普通人， 父母收入
也不高， 可是她大爷有本事啊， 她们
一家住的是她大爷的房， 这次她外出
游玩， 多半是她大爷出的钱。” 接着，
我又把家里近几年的计划和重要生活
开支项目一一告诉了她后， 问她：
“你看这些开支， 哪些能省？ 一样也
省不了吧！”

看到我的话开始起作用了， 我又
趁热打铁， 说： “爸爸单位的同事有

很多人已经开上了小汽车， 有人用上了
苹果6S手机。 爸爸能和他们比吗？ 爸
爸不能比。 如果要比的话， 就得压缩别
的方面的开支。 假如爸爸买了苹果6S手
机，从你那儿开始节约开支怎么样？ ”我
开玩笑地做了个系脖子的动作。“不行，
那怎么可以啊！ ”女儿忙不迭地表态，当
她意识到我是在开玩笑后， 不好意思地
低下了头， 开始意识到不良攀比的后果
了。我接着说：“我不和别人比这些，是因
为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买小汽车
和苹果6S手机对于咱家来说是不切实
际的事， 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所
以， 我不会因为这些不开心让自己苦

恼。 ”女儿点了点头，同意我的看法。
接着， 我又开始分析： “同学之间

攀比是很正常的事， 我这样比不了你，
就和你比那样， 如果超过你了， 我心理
就平衡了。 这是同学之间找心理平衡的
主要手段 ， 你不要太介意。” 我问：
“你们班上家里有钱的人都受欢迎吗？”
她说： “有人受欢迎， 有人不受欢迎。”
我接过了话： “由此可见， 学生家里有
钱向别人炫耀享受并不能和在班上受欢
迎划等号。 什么样的人在你们班上最受
欢迎呢？” 我追问。 “当然是品德好、
学习好、 纪律好、 为班里贡献大、 家里
条件好的人啦！” 女儿脱口而出。 “说

得太好了， 那么你觉得自己在班上怎么
样？” 我问。 “还可以吧。” 女儿略显
“谦虚” 地扬起了头。 我夸赞道： “呦，
我女儿原来这么出色！ 你听话、 懂事、
学习好、 品德好，为班集体做了很多事，
你在大家的眼里可是个受人欢迎的人
啊！ 你是有优势的，要自己和自己比，和
自己赛跑，和别人比进步。如果你继续努
力的话，我相信你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你
在班上也会更有‘面子’的。 ”

女儿的脸渐渐阴转晴了， 我问：“听
明白我的话了吗？ 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吗？”“知道了！”女儿使劲儿地点了点头。

（作者单位：北京市顺义区张镇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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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目前，太原在教育信息化方面，有哪些
可圈可点的地方？

刘志中： 太原的教育信息化，一直与国家教
育信息化同步。截至目前，在三通两平台方面，

太原市的“校校通”、“班班通”已完成100%，
“人人通”已经完成65%，多媒体覆盖率达86%，
为全市提供公共服务平台的项目达30多项。

今年下半年，太原与分豆教育合作引进慧学

云智能教学平台，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项目在试点学校的推进比较顺利，老师们使用积

极性很高，已成为我们在推进教育信息化、科技

与教学融合案例中的重要部分。

问：与分豆教育的合作，可以看作是太原市
教育向外界传达的一种开放心态，你们在选择合

作伙伴时，有什么标准？

刘志中：我们在促进科教融合方面也在不断
思考，推进这些项目，是为推进太原教育整体上

迈上一个新台阶，为太原市教育走向现代化打好

基础。

问：不久前，慧学云项目刚刚获批成为“十
二五”全国重点课题，太原会参与到这个课题中

来吗？

刘志中：对于这样的课题，太原市一直持鼓
励态度，鼓励学校、老师积极参与教育部门与协

会的一些课题。我们已经给部分教师发布了开题

任务书，对承担课题任务的，在年度评优、绩效

考核方面，都给予优先考虑和政策倾斜。

问：您认为云智能在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
学深度融合方面，未来会是怎样的一种形态？

刘志中：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方
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我们所取得

的成绩大多还在硬件建设方面，随着云计算、人

工智能、交互学习、在线测评等技术的成熟，云

智能也将不断深化，我认为，未来整个大的学习

方式将会迎来变革，教育的主体一定会由教师转

向学生。

（赵天骄）

云智能引领科教融合新风向
———分豆教育全力打造慧学云平台

今年5月下旬， 在青岛召开的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上， 中央明确指出， 要利用互联网、 云
计算、 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公平， “积极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

分豆教育积极响应中央号召， 董事长于鹏撰文 《教育变革的未来， 将走向云智能》 亦指
出， 教育发展遵循三个阶段： 传统教育阶段、 信息化教育阶段、 云智能教育阶段， 而云智能将
会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基础上， 以学生为中心， 实现个性化培养、 因材施教。

云智能教育正从理论走向实践， 分豆教育与全国13个地市教育部门共同研发的“慧学云智
能教学平台” 已经走进中学课堂， 在山东、 山西、 河北、 内蒙古、 辽宁等地， 云智能正引领着
科技与教育融合的新风向。

太原市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中心主任刘志中：

未来教育的主体
将由老师转向学生

云智能教学， 提升师
生综合水平

期中考试刚刚结束，望着手

中这份略显“意外”的成绩单，太

原市第十二中学初二物理老师杨云

难掩激动。今年9月，十二中响应
太原市科教改革号召，有着17年教
龄的杨云作为教改试点教师之一，

率先使用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

“初二年级共有14个班级，我
带的是3班、5班、9班，当初分班
时是电脑随机派位，其中9班使用
了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另外两个

班未使用。这次期中考试，3班、5
班、 9班的物理平均分分别为
78.74、78.79、80.74，9班成绩全
年级第一，比年级平均分高出2分
左右。”之所以对这份成绩单感到

“意外”，是因为9班在她的印象中
“资质平平”，而且尖子生数量甚至

远远落后3班：以此次期中考试为
例，3班90分以上有18人，9班90分
以上仅为9人。

“这组数据说明，使用慧学云

智能教学平台以后，对中等及中上

等水平学生的提升效果非常明显。”

杨云分析称，9班之所以在尖子生
数量不突出的情况下，平均分大幅

反超，是因为中上等水平学生占了

很大基数。如今，她已向学校提交

申请，将3班、5班也纳入云智能教
学实验班级。

自从两个月前，教室装上慧学

云智能教学平台后，邯郸市广泰中

学初一数学老师李建华也开始了自

己的云智能教学尝试，并且利用慧

学云智能平台解决以往教学中的困

惑。“在以前的教学中，学生在上

课之前预习程度并不是太好，老师

得到的反馈并不全面。”但现在这

一困扰着自己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最近的一次考试中，李建华利用

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进行教学的班

级成绩上升明显，平均分由原本年

级第七名上升到第三名，而他所带

的另一个传统授课模式的班级则

“上升比较慢”。

太原市多所学校云智能教学实

验班的老师，均表示与传统课堂相

比有了不同维度的改变，或体现在

学习成绩上，或体现在教学体验

上，或体现在学习态度上。太原市

第六十五中学初二物理年级组主任

张孔霞表示，该校是从今年下半年

开始使用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的，

虽然暂无数据上的提分佐证，但明

显能感觉到学生整体水平在进步，

“以前不爱学习的学生，很多变得

更主动了，有学生问，老师，我们

能不能每次上课都这样？”

云智能课堂， 诊断与
个性化双引擎

事实上，除了太原以外，使用

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的学校已经辐

射到河北、辽宁、内蒙古、山西、

山东5个省（自治区） 的13个地级
市。该平台由北京分豆教育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联合各地市教育部门等

共同研发。随着慧学云智能教学平

台使用的普及，一场云智能引发的

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课

堂模式正大规模开启。

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是如何与

传统课堂相融合的？在聊城二中

物理老师程凤鸣看来，它包含有

六大功能，包括云智能预习/复习
系统、授课交互系统、学情诊断

系统、大数据中心等，其中每个

功能，都是紧贴老师们日常教学

行为设计的。

“最让我感到满意的是课堂交

互系统，传统课堂里，一个班级有

四五十个人，根本不可能掌握每个

学生的随堂学习情况，而现在，学

生只要操作起一个小小的答题器，

课堂效果瞬间便呈现在显示屏上，

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学习情况，随时

调整教学进度，甚至能够精准地知

道哪个学生的知识掌握有问题。”

程凤鸣介绍道。

程凤鸣的云智能课堂是这样

的：在开始新的一节课之前，程凤

鸣通过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的预习

系统，给每个学生发布预习任务；

学生通过学生端收到任务，在规定

的时间内完成并提交；老师收到预

习结果汇总，根据大数据提供的诊

断报告，有针对性地备课、授课；

课堂交互环节，老师可以随时调取

平台里的教学资源，配合着现场教

学；上完课后，老师根据课堂效

果，智能化推送作业，而平台则能

够实现作业的实时批改。

“云智能教育是信息化教育的

演进，它充分利用云存储、云计

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

段，它的核心功能是对学习过程和

结果做精准分析和诊断，从而提供

个性化解决方案，而且这些数据是

互通的，老师、学生、家长等都可

以将学习行为数据化。”分豆教育

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项目负责人倪

小伟介绍称。

倪小伟以诊断为例，诊断是检

验学生学情水平的关键环节，传统

教学里，最常见的检验方式是试

卷，但它能实现的效果非常低，每

个人的学情是不一样的，用同一套

试卷去检测肯定不科学；而慧学云

的诊断则是智能化，能够精准检测

到学生在具体章、节、知识点中，

到底在基本概念、知识应用、能力

拓展哪方面有问题，而且这种检测

比人工、试卷更快也更准。

云智能教育， 大规模
课堂应用来袭

在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首批覆

盖的13个地级市，邯郸加入是早
的。邯郸市教育部门领导表示，制

约邯郸市基础教育发展主要有三大问

题：第一是教育资源不均衡，城市与

乡村、学校与学校之间差距很大，这

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第二是课

堂有效性问题，如何提高教学效率和

教学效果，必须得借助现代技术手

段；第三是探测学情问题，平均每个

老师教上百人，很难凭个人经验掌握

每个学生的精准学情，“慧学云智能

教学平台的出现，正好可以解决这些

问题”。

太原市现代教育信息技术中心主

任刘志中也表达出类似的观点。除此

之外，他认为，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

的实时交互功能也是吸引他们的重要

原因，它让学生和老师之间互动起

来，避免了教师与学生不同步的现

象。“在教学理念上，对我们的帮助

非常大。接触一段时间后，觉得分豆

教育是个很务实的公司，它们从策划

到实施、到应用，都是实在办事，不

是空架子。”刘志中表示。

据刘志中介绍，为了让慧学云的

检测效果更具科学性，太原在选取试

点校的时候，也综合考虑了学校的学

情水平，总体来说涵盖了三个层次：

有优质学校，如十二中、成成中学；

有中等水平学校，如六十中、六十三

中；也有薄弱学校，如六十五中。刘

志中亦表示，这些学校均有过教育信

息化方面的应用经验，慧学云智能教

学平台若想获得这些学校老师们的认

可，更需要凭实力说话。

“慧学云智能教学平台的设计初

衷是，尽可能不改变老师日常的教学

习惯，一方面让所有学校都能享受到

优质资源，另一方面，在技术与教学

的融合中，尽可能提高效率。我们认

为，科技的发展应该是让老师使用方

便，而不是给老师增负。”在倪小伟

看来，这种理念已经获得了教育主管

部门及广大师生的认可，慧学云智能

教学平台将融入更多的中小学课堂，

2016年将覆盖60—80个地级市，5年
内将覆盖200多个地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