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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寒暑假， 总有学生抱怨作业多、 作
业难， 搜题软件应运而生。 某安卓应用平台
上， 搜题类软件多达十余款。

“这些搜题软件功能强大， 各科难题都
能一网打尽， 甚至还能搜作文。” “只要把
题目用手机拍照， 解答过程和答案一秒立
显。” 显然， 在学生们眼中， 这些软件是解
题“神器”。 但是， 这些看似“助学” 的软
件， 很可能帮倒忙。 答案“秒出”， 让学生
产生依赖心理， 变得懒惰。 如果把“提供解
题思路” 变成抄作业， 更是本末倒置。

“分层作业”
别成了甜蜜伤害

鞠实

人上一百， 形形色色， 学习成绩也是
这样。 即便是同一老师教的同一个班级学
生， 也会因为天赋资质、 学习努力状况
等， 学习成绩呈现好中差等不同等次， 这
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遗憾的是， 不同地
区、 不同学校在假期作业布置上采取一样
的标准、 内容和数量， 与因材施教的实际
要求相去甚远。

就此而言， 长春等地的中小学老师按
学生成绩的好坏， 给予不同学生不同数量
和难度的作业， 无疑迈出了因材施教的可
贵一步， 为学生更好学习创造了条件， 无
疑值得肯定。

但是， 总体方向正确， 并不代表具体
的措施没有问题， 或者可以不加考虑地采
取简单的手段或标准， 来达到所谓的因材
施教的目的。 按考试分数“分层留寒假作
业” 无疑就有这样的烙印。

一方面， 考试成绩是学生在一定时间
内学习效果的检验和体现， 但这样的考试
成绩却并不一定完全体现学生一定时期内
的学习成效。 不然， 哪里还有考试超常发
挥和发挥失常的说法？ 按考试分数“分层
留寒假作业” 明显不妥， 不能充分实现强
化学生知识弱点的目的。

另一方面， “分层留寒假作业” 不但
要考虑因材施教的效果， 也要重视学生的
接受度和长远影响。 按考试分数“分层留
寒假作业”， 有歧视学生的嫌疑， 也会直
接增强学生“考试成绩决定作业量” 的心
理， 不利于孩子健康发展。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呢？ 原因可
能很多， 但一个直接原因就是， 我们的教
育教学改革分数情结依然浓厚。 如果寒假
作业布置前充分征求家长、 学生的意见，
而非抱着分数去简单看待教育改革， 大概
就不会有如此大的争议。

眼下， 各地中小学很快要进入“寒假
时间”。 要避免按考试分数“分层留寒假
作业” 可能造成的甜蜜伤害， 达到助力学
生成长的效果， 有关方面应该进一步解放
思想， 按因材施教的应有途径和措施布置
作业。

（作者系职员）

作业分层只是
教育创新第一步

杨朝清

在传统的教育观念中， 学生被看成一
个同质性的整体， 忽视了不同学生学习能
力、 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 千篇一律的
寒假作业， 不仅不能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
趣， 反而加重了学生及其家长的负担。 这
种流于形式、 内容空洞、 方法陈旧的寒假
作业， 让锻炼学生的初衷在执行中大打折
扣。

伴随着社会变迁， 公众对基础教育的
多元化、 个性化需求愈发强烈， 寒假作业
被赋予更多的形式和内容也是一种必然趋
势。 近年来， 给中小学生“松绑” 逐渐成
为一种社会共识。 不论是学生自荐寒假作
业， 还是“分层留作业”， 融入差异思维
的寒假作业， 正在影响学生及其家长们的
假期生活。

“分层留作业” 打破了一刀切， 让寒
假作业更有针对性。 虽然“分层留作业”
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应试教育模式， 但类似
的细节推动， 有助于基础教育质量的提
高。 说到底， 同样的知识学习， 不同的学
生在掌握和运用上具有鲜明的差异。 以学
生的考试成绩为依据， 对寒假作业区别对
待， 这样的因材施教、 因势利导， 有助于
提升寒假作业的实效性。

只不过， “分层留作业” 由于在细节
上考虑不够周全， 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
应。 对于“差生” 来说， “分层留作业”
不仅意味着更多的作业负担， 还意味着心
理上的失落感与挫败感， 从而伤害了他们
的自尊心和学习积极性。 倘若在寒假作业
中设置一些必修、 选修内容， 就可以达到
事倍功半的效果， 让每名学生都可以从中
获益。

寒假作业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而不是
只做练习册和试卷等。 让寒假作业回归本
位， 让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多一些自主活动
的空间， 是教育转型和创新的目标。 也就
是说， 寒假作业融入差异思维的“分层留
作业” 在观念转变上值得肯定， 但在细节
和思路上仍然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

通报变相重点班并非小题大做
汪明

日前， 湖南省长沙市教育局对9
所初中变相办重点班行为进行通报批
评， 9所变相办重点班的学校年度绩
效考核降等， 并写出深刻检查， 承诺
今后不再以任何形式办重点班。 或许
有人认为， 义务教育学校变相办重点
班司空见惯， 并非长沙独有， 未免有
点小题大做。 但在笔者看来， 这恰恰
是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职的应有之
举。

《义务教育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
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 缩小学校之
间办学条件的差距， 不得将学校分为
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 学校不得分
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义务教育

法》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范要求，
一是出于义务教育的特点和属性的
考虑。 义务教育应当让每个学生得
到充分的学习机会和良好的教育环
境， 以便打好基础， 不该把学校、
班级分为三六九等， 也不该把学校
的教育教学精力过分集中在一部分
成绩优秀的学生身上。 二是出于教
育公平的考虑。 学校在分设重点班
和非重点班的同时， 往往会在资源
配置上有所倾斜， 集中一些优秀师
资投入重点班， 为成绩优秀的学生
提供额外关照， 这样的做法有违教
育公平。

因材施教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教
学传统， 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有
利于满足实际的教学需求， 这是一
些学校变相办重点班的一个主要理
由。 实施因材施教的重要性不言而
喻， 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却
很值得研究。 对于今天的义务教育
学校而言， 亟须解决的是学校大班
额和超大班额问题， 毕竟这才是当

前因材施教的最大障碍。 此外， 目前
一些学校正在探索分层教学、 走班制，
即基于学生自身学习基础、 学习能力
和兴趣， 由学生自主选择针对某一学
科的不同层次的教学班。 这种对学生
某一学科学习进度和要求的细分， 是
一种有价值的探索， 也与重点班和非
重点班这种纯粹的行政班划分有着明
显区别。

眼下学校直接以重点班和非重点
班名义进行分班的情况并不多见， 但

变相办重点班的情况依然存在。 有的
是用班级序号确定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有的是用“实验班” “培优班” “特
色班” 之名代替传统的重点班。 仅以
“实验班” 为例， 义务教育学校开展教
育教学改革实验当然应当鼓励， 但改
革实验需要明确目标要求， 还要明确
审批权限和程序， 改革实验也不能只
是盯着一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 从现
实看， 一些学校的“实验班” 不过是
借改革实验之名， 对一部分成绩优秀
的学生给予重点关照， 是传统重点班
的翻版。

《义务教育法》 禁止学校分设重点
班和非重点班， 但现实中变相办各种
重点班的行为依然屡禁不止， 对此需
认真反思。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 显
然不能只停留于提要求， 还要做一些
实实在在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当前尤
其要加强对义务教育学校教育教学改
革实验的指导， 防止各种变相重点班
以合法身份长期存在。 从制度建设层
面看， 一些义务教育学校热衷于变相

办重点班， 与一直以来唯分数、 唯升
学率的考试招生制度和教育质量评价
制度不无关系。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
一问题， 除了加大 《义务教育法》 的
执法力度， 规范学校办学行为， 还要
突破深层次的制度瓶颈， 不断深化考
试招生制度改革和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评价改革。

当前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错综
复杂， 很多问题仅靠教育部门自身
难以解决， 需要寻找深层次原因，
探索治本的手段， 对待变相办重点
班问题也不例外。 但同时需要防范
的是， 不能因为问题具有复杂性 ，
因为涉及教育内外部多重因素， 就
简单地将责任推向社会， 一味等待
社会环境的改变和制度的重建。 在
面对错综复杂的教育问题时， 我们
不妨多一点教育自省， 多一点主动
作为， 治本手段固然重要， 但治标
手段同样不可或缺。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基础教育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斯文不如扫地？
最近，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发生青

年教师掌掴六旬院长的事件， “斯文
扫地” 自然引来公众关注。 由于事实
尚不清楚， 不同方面各执一词， 让旁
观者一时难以得出明确观点。 令人想
不通的是， 无论学院领导和教师有什
么过结， 动手打人总不是一件值得称
道的事情， 为什么舆论却形成泾渭分
明的两派， 好像掌掴他人还有道理可
讲。

力挺青年教师的人把火力全部集
中于现行的教学科研体制和职称评定
方法， 猛烈抨击掌权者假公济私， 操
纵课题立项和职称评定， 堵死了年轻
人的发展道路， 后者万般无奈之下，
只能以暴力来泄愤。 所以， 掌掴虽然
不当， 仍值得同情。 这样的观点看上
去不无道理， “青椒” 苦闷确实也是
一段时间以来的社会热点。 但不知道

持此论者有没有想过， 一旦用拳头
或巴掌解决问题的做法被合法化，
甚至形成风气， 以后只要稍有不满，
皆可拳脚相向， 最后不要说斯文扫
地， 恐怕连治安秩序都得大乱。 到
时候， 如今叫好者该整天惶惶不安，
不知道何方巴掌正搧将过来。 站着
说话不腰疼， 真腰疼时只怕说不上
话了。 换言之， 再义愤填膺， 也不
要忘了为人处世的基本。

反过来， 也有为院长抱屈的，
将挨打归之于管理严格， 招致教师
不满， 所以才有如此恶意的报复。
但也有人指出， 打人的教师平时教
学不认真， 敷衍了事， 个人素质颇
为低下， 不受学生欢迎。 因此， 不
仅打人毫无道理， 自我辩解更是满
口胡言。 或许这些指控不是空穴来
风， 问题是既称院长治院严格， 年

轻教师不符合任职要求， 那为什么不
称职的教师竟然能在治理严格的学院
中滥竽充数长达6年之久？ 如此放任称
得上严格吗？

所以， 在事实得到澄清之前， 大
家最好不要胡乱猜测， 而应用脑子想
一想： 如果院长果然有错， 年轻教师
为什么不采用制度性渠道向学校乃至
教育主管部门反映， 而偏偏采取如此
个人的做法？ 放弃“公力救助” 而取
“私力救助”， 是学校制度失灵还是教
师能力所限？

反过来， 如果青年教师不称职，
学院便不能授以更高的职称， 这在高
校中属天经地义， 何来不够格的教师
还自恃身强力壮而凌辱老年学者？ 对
如此德才皆不备的、 根本履行不了教
书育人职责的教师， 学校何不及早辞
退之， 以免贻误学子前途， 还坐看其

恣意妄为、 飞扬跋扈而一至于此？ 这
样的学院哪里还有制度和管理？ 如果
说因为没有授以职称就会被掌掴， 要
是辞退岂不会被砍杀？ 院长要凭一己
之力去面对凶焰万丈的教师， 岂非过
于危险？

无论实际存在的是哪种可能性，
真正值得深思的只有一条， 就是今日
高校管理者与教职工之间是靠什么样
的制度来维系各自的权利与义务？ 如
果虽有制度却形同虚设， 不是学校管
不了教师， 就是教师无法保护自己的
合法权益。 那么， 各方自然只能采用
个体的方式来求得自身利益及其保护：
要么不敢诉诸制度来实现自己的合理
要求， 要么践踏制度争取个人不合理
的诉求。 如此， 哪里还有斯文存在的
余地？ 真正叫“斯文不如扫地” 罢了。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对待变相办重点班问
题， 我们要多一点法治思
维， 真正把 《义务教育法》
的相关规定落到实处， 改
变那种社会有需求、 学校
很无辜、 管理部门很无奈
的想法。

无论实际存在的是哪
种可能性， 真正值得深思
的只有一条， 就是今日高
校管理者与教职工之间是
靠什么样的制度来维系各
自的权利与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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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吉林长春市一名初中生向记者
抱怨作业太多，并发来作业单截图。这种根
据成绩来“订制”寒假作业的方法，并不是
偶然现象。 有的科目是成绩差的学生作业
多，有的科目是成绩好的学生作业多，甚至
有学生期末考试得了“双百”，得到不留作
业的奖励。（《新文化报》1月10日）

广东白云学院高薪诚聘

具体招聘信息请登录学院网站http://www.bvtc.edu.cn查询 地址： 广州市白云区江高镇学苑路1号
联系电话： 020-36093948 联系人： 张老师 邮编： 510450 邮箱： bvtchrd@vip.163.com

一、 招聘岗位及任职要求

1．副校长
教授职务， 硕士及以上学位 ， 现任 （或曾

任） 本科院校校级领导。 有创新精神， 有较高的
学术水平 ； 有驾驭全局的能力； 有团队合作精
神； 认同民办教育。

2．二级学院副院长
学院名称： 财经学院； 管理学院； 机电工程

学院；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建
筑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国际学院。

任职要求： 副教授及以上职务、 硕士及以上
学位， 从事的学科领域与所聘岗位有密切联系。

3．专业负责人
专业名称： 会计学； 金融学； 国际经济与贸

易； 财务管理； 统计学； 审计学； 建筑学； 工程
造价； 工程管理；城乡规划；土木工程；环境设计；视
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动画；工
商管理；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社会工作；人力资源
管理；机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工
业工程；车辆工程；汽车服务工程；材料成型及控制
工程；电子信息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通信工
程；自动化；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
术；物联网工程；英语；朝鲜语；德语；日语。

任职要求： 教授职务， 硕士及以上学位， 年
龄55周岁以下； 有二级学院院长、 副院长经历者
优先。

二、 福利待遇

待遇从优， 具体面议。

为适应学校教育事业发展需要， 现高薪诚聘副校长、 二级学院副院长及专业负责人。
征 稿

曾经有一个精彩的教育话题摆在你面前， 你没有及时写评
论，等到事过了才后悔莫及。 怎样才能让这样的遗憾不再发生？
如果我是你，我会拿起笔或敲下键盘，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欢迎你对每天发生的教育事件发表意见， 欢迎你对身
边的教育现象说说看法，欢迎你对评论版刊发的文章展开争鸣。

我们期待看到这样的评论文章：话题有关痛痒，语言干净利
落，立场鲜明坚定，逻辑严谨缜密，有锐气，有温度，接地气。

我们只有两个小要求：短文，字数在1000字左右为宜；不要一稿多
投。 好文章一经采用， 奉上优厚稿酬。 您可以通过邮箱
（jybpinglun@vip.163.com）给我们投稿，或者登录中国教育报刊社
蒲公英评论网络互动平台（pgy.voice.edu.cn），申请开通个人工作室，
直接将您的稿件发布在个人工作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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