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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孩子聪明、 知识扎实， 但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技能大多停留在纸上

“聪明大脑”缘何不尚体验
本报记者 柯进

“中国孩子接受教育的时间很长，
而且都很聪明、 知识也非常渊博， 但
奇怪的是， 很多中国孩子比较缺乏最
基本的生命安全、 生存和生活能力，
他们对于图片上说的、 文字上写的各
种知识都能做到烂熟于心， 但就是不
会动手去做。 这对孩子成长的隐性伤
害是不可逆的！” 德国体验教育的泰
斗级人物、 德国基尔应用技术大学原
校长彼得·乔恒生教授近日在北京举
行的首届中德体验教育中国青少年成
长教育辅导员师资班上说。

95%的大脑潜能等待体
验教育“唤醒”

彼得·乔恒生多年频繁往返于中
国与德国之间， 从事体验教育研究的
这些“独特观察”， 给当下的中国教
育提出了预警。

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研究
中心特聘教授陈绍建认为： “一个
人在某类知识获得和能力形成过程
中往往离不开身、 心、 脑的协同训
练。 由于右脑是左脑功能的100万
倍， 所以现在很多人关注右脑开发，

而目前每个人的大脑只开发了4%左
右， 还有95%以上的空间没有被开
发， 特别是右脑的很多潜能根本没
有被唤醒， 处于‘沉睡’ 状态， 需
要体验来唤醒、 激活这些大脑潜
能。”

“我们闭上眼睛能迅速想起来的
事情往往都是那些带有某种情感、
情绪的场景。 为什么这些场景令人
印象深刻且一辈子难忘？ 原因就在
于它有身、 心、 脑的参与， 有我们
的身体体验和内心体验。” 在日前北
京举行的2015第三届青少年情智教
育峰会上， 心目教育创始人陶子欧
说， “这些在实践、 行为、 场景中
的体验首先能刺激大脑神经元， 留
下图像和场景， 然后进入右脑记忆；
其次是影响身体， 在做一件具体事
情时， 是什么样的身体行为参与此
事， 这些感受、 肢体语言都将进入
潜意识。 再其次， 体验会渗透心灵、
触动情感， 当时是恐惧、 紧张， 还
是高兴， 所有情感都会向大脑植入
一个‘情绪密码’。 最终， 每种体验
会从身、 心、 脑三个方面深入到我
们整个人体当中， 留下深刻印记。”

体验教育“缺席” 导致学
生学而无以致用

“我们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开展各
种各样的体验教育研究时发现， 中国
孩子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孩子相比， 有
一些特异性。 比如， 野外生存等体验
课，如果在教室上，中国孩子能把野外
生存演得非常好。但如果搬到野外，其
他国家的孩子大都是一个人背着包，
说走就走； 而中国孩子普遍是成群结
队地去， 而且家长要求组织方提供视
频看孩子在干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和
住在哪儿。 ”彼得·乔恒生说。

“体验教育的缺席， 使中国孩子
的许多学习探索只停留在书本上， 难
以学以致用。” 陶子欧介绍， 在德国
的一些中小学， 学校都设有木工坊，
在那里， 孩子们可以用各种工具制作
自己想做的各种木件模型， 在这个过
程中， 学校将课堂知识通过学生体验
的方式教给学生。

与德国中小学将教育和体验完美
融合的做法相似， 挪威教育界有一个
非常有名的体验教育项目。 这个项目

就是把孩子带到零下25摄氏度的冰
天雪地住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 陪伴
他们生活的是几只雪橇狗， 孩子们得
自己做饭、 想办法御寒、 想办法找吃
的。 挪威教育界通过这种真刀真枪的
体验教育， 培养和引导孩子们适应不
同环境的生存和生活能力。

体验与教育融合是孩子快
乐成长的密码

事实上， 体验与教育的融合是青
少年快乐成长的“情绪密码”。 中国
科学院心理学博士韩海英有在北京安
定医院精神科10年从医经历， 每当
看到青少年甚至比青少年更小的孩子
来医院看病时， 她的心情都非常沉
重： 尤其在与病人一起回顾他们的童
年时，她发现，之所以后来遭受心理疾
病， 基本都源于小时候畸形的家庭养
育方式和家庭氛围。“所以当成年人有
问题来做心理咨询时， 帮助他们的过
程难度很大， 因为一个人从小长到大
很多固有模式已经形成，只能微调。 ”

通过体验教育可以发现和捕捉到
青少年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情绪变化密

码， 并借助体验教育获得情绪的释
放， 过滤掉日常学习生活中的各种紧
张情绪， 使心情得以平复。 “身、
心、 脑参与的各种体验活动， 既是教
育的内在规律， 也是孩子健康成长的
秘密， 它能缓解青少年成长中出现的
许多情绪问题。” 韩海英说。

日本在体验教育方面的探索对于
中国有所启发。 在日本， 几乎每所学
校都有自己的体验教育活动， 并在课
程设置中占了很大比例， 其内容和形
式多种多样， 包括仪式性活动、 文化
活动、 促进身心健康的安全体育活
动、 接近自然和文化来增强公众道德
的旅行活动、 集体住宿活动等。

“日本通过这些体验活动，发展学
生的个性，培养丰富的人格，使学生适
应班级和学校生活， 并且加深学生作
为集体或社会一员的认识、 增强其责
任感以及良好人际关系建立。 ”彼得·
乔恒生介绍， 在中国，“我们目前正准
备在中国推出心目少年商学院青少年
EMBA项目（德商、情商、健商）实验，
以寻找适应中国青少年身心成长实际
的体验教育方式， 希望未来中国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更尚体验。”

济南放开中考特长生科目限制，部分家长开始琢磨如何让孩子搭上首趟“班车”———

中考特长生要不要“全科化”？
本报记者 王强

“语文、 数学、 外语学得好， 也
可以做特长生了。” 寒冷的冬日， 山
东省济南市教育局出台新规 ， 从
2016年起， 中考特长生由原来的狭
义“艺术、 体育” 特长， 完善为广义
的全学科特长。

济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解释，
所谓全学科就是涵盖国家规定范围内
的义务教育阶段所有课程。 例如， 语
文、 数学、 外语等。 这些学科都可以
有特长生， 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办学
特色和招生情况自行判断， 从而确定
相应特长科目。

中考特长生“全科化” 的消息一
出， 很多学生家长纷纷考虑怎么培养
孩子在某一学科的特长。 济南市教育
局为什么要实施这样一项新政策？ 面
对家长们的“对策”， 济南市教育局
相关负责人怎么看？ “全学科” 特长
生会带来哪些影响？ 特长生“全科
化” 到底有没有必要？

“全学科” 都可有特长
生， 学校可自定特长科目

根据 《济南市2016年高中阶段
学校招生工作意见》， 普通高中经市
教育局批准， 可招收一定数量的学科
特长生， 这里的学科包括了国家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规定的所有科目。

济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王
紘介绍， 学校可根据自己教学特色确
定特长生科目的数量和种类。 例如，
语文、 数学、 外语等， 这些学科都可
以有特长生， 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办
学特色和招生情况自行判断， 从而确
定相应特长科目。

济南为什么要在中考特长生招录
中实行“全科化”？ 在接受中国教育
报记者采访时， 王紘表示， “特长
生” 的这个概念在当前还没有统一定
义， 如果从字面的意思理解， 就是在
某一些学科方面突出于常人， 有特别
的兴趣与偏好， 有成为杰出人才潜质
的学生。 而传统特指的“艺体特长
生”， 本身就是对“特长生” 这个概
念的窄化， 我们这次将“特长生” 拓
宽为“全学科”， 是对“特长” 这个
概念的回归。

王紘还向记者介绍， 在 《山东省
委办公厅、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基
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 中， 明确提
出“探索超常儿童、 少年识别培养机
制， 开展相关试点工作”， 济南实行
全学科特长生政策， 是对该项政策的
一种有益探索。 另外， 从学生的个体
方面讲， 每位学生都会有自己的爱好
兴趣， 也会有自己的特长， 但这些特
长未必就是“艺体特长”， 济南出台
全学科特长生这项政策， 既是为体现
教育公平， 也是遵循教育规律， 促进
学生个性成长。

然而， 中考特长生“全科化” 的
消息一出， 学生和家长便纷纷开始找

“对策”。 据当地媒体报道， 很多初三
家长开始琢磨让孩子搭上全科特长升
学的首趟“班车”， 甚至一些小学五
六年级、 初一初二学生的家长也坐不
住了， 纷纷考虑怎么培养孩子在某一
学科的特长， 或是报竞赛班、 辅导
班， 或是“闭门修炼”。

对此， 济南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 中考新增全学科特长生， 是为
了在学生均衡发展的基础上， 选拔出
对某一学科真正有天赋、 爱钻研的学
生， 而不是为严重偏科的考生提供

“钻空子” 的机会。
王紘进一步向记者介绍， 全学科

特长是建立在学生均衡发展的基础上
的， 济南中考政策规定， 推荐生试点
学校录取学科特长生， 仅能在统招线
下照顾5分。 “这样就大大压缩了那
些想利用‘特长’ 走捷径的人， 也会
使那些放弃正常学习， 专攻某学科的
学生得不偿失， 只有那些既均衡发
展， 又学有专长的学生才能考取学科
特长生。” 王紘说。

“偏才” 机会多了， 但
要杜绝“人造特长生”

作为一名初中一线教师， 内蒙古
鄂尔多斯东胜区东联现代中学初二年
级主任王文斌， 对这项新政策表示很
关注， 他认为这项新政策的出台值得
称赞。

“我觉得这项新政策会在一定程
度上起到积极的作用， 让学有所长的
孩子多了一个被认可的机会， 也在一
定程度上冲击了人们传统观念上关于

‘特长生’ 的狭隘观念。” 王文斌说，
一个人应该有一技之长， 现行的教育
体制下， 学生忙于应付日常繁重的学
习任务和频繁的考试， 面对巨大的升
学压力，“特长” 往往成为了一部分成
绩不佳学生的升学路径， 也成了一部
分真正拥有爱好的学生的“奢侈品”。

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沙院中学校
长蔡梓文表示， 根据济南的新政， 所
有学科都可以有特长生， 对于在个别
学科上有天赋的“偏才” 考生来说，
这或许意味着有更多机会进入理想的
高中就读。 但蔡梓文认为， 特长生

“全科化” 后， 家长们纷纷琢磨让孩
子在初中阶段就专攻某门特长， 这样
一来， 就有可能人为制造出“特长
生”。

“当年的奥数生就是这样的政策
引导下的产物。 很多家长和学生受到
招生政策影响， 一面追求某个学科所
谓的特长， 甚至不惜代价地盲目追
求， 最后的结果不尽人意。” 蔡梓文
认为， 特长生应该是各学科都平衡发
展而某学科出类拔尖的学生。 “事实
上， 高中的知识已经渗透了各个学科
专业化与理论化的基础知识与研究方
法， 学科特长在其中是能有所体现
的。”

王紘也不希望新政给“人造特长
生” 带来市场。 他表示， 对于义务教
育阶段的“特长生”， 我们更应注重
学生成长的原生态， 不能为“特长”
而“特长”， 更不能拔苗助长。 他表
示， 济南这项政策的设计初衷， 一是
省里出台的基础教育综合改革意见中
要求我们有“探索超常儿童、 少年识
别培养机制”； 二是推进教育公平现
实需要； 三是遵循教育规律， 因材施
教， 促进学生个性发展。 除此之外，
这次“特长生” 政策的改革， 也是针
对高考特长生政策的变化， 如取消了
部分艺体特长生加分政策， 使高中艺
体特长生的出口变窄了。 而高考政策
的变化， 是有效阻止过去有些“艺体
特长生” 以此为上大学“敲门砖”、
到大学后根本不是学艺体专业的有效
途径， 所以中考政策必须对以往“艺
体特长生” 做必要的引导。

王紘同时向家长们建议， 培养孩
子的特长非一日之功， 如果为了降5
分， 把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特长科目
的学习上， 忽视其他科目， 将得不偿
失， 毕竟最终录取是看中考总分， 而
不是只看某一科的分数。

“全学科” 特长生尚需
在评价标准上下功夫

对于济南市教育局出台的这项新
政，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在一定程度上表示肯定。 “这项新
政符合人人都有其特长的基本原理，
对于那些在艺术、 体育上确无所长的
学生而言， 也算争取到了一些权利。”
储朝晖说。

但是， 储朝晖也对这项政策的存
在必要性提出了质疑。 他表示， 事实
上， 即便济南不出这样的规定， 某些

学科的“特长生” 也一直在招， 看看
按分数计成绩所招的高分学生， 正是
因为各科成绩较高才被选中， 证明其
已经考虑到学科特长了。 只是在这种
考分体系里， 相对而言， 艺术、 体育
的素养和能力难以评价和体现， 才产
生了当下普遍实行的体育、 艺术特长
生招录制度。

“由此可见， 从逻辑上说， ‘全
学科’ 特长生采取了一个比较复杂的
方式去解决本来就简单的问题， 对语
文、 数学、 外语等学科评价有重复赋
值和割离评价的嫌疑， 其存在的必要
性是值得质疑的。” 储朝晖说。 正因
为如此， 中考特长生“全科化” 的消
息一出， 很多初三家长开始考虑怎么
培养孩子在某一学科的特长。 这就又
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上： 中小学阶段究
竟是各科均衡发展为好， 还是让孩子
在某个学科着重发力为好， 这样一
说， 不少有教学经验的人就不难判
别，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 基础教育
阶段各科均衡发展是更优的选择， 那
么特长生“全科化” 是不是在用一个
杠杆撬动学生为了升上一所好的学校
向着偏科的方向发展呢？

储朝晖表示， 如果一个正常的学
生只有划列到某一门特长才能升入他
理想的高一级学校， 则说明特长生是
比普通学生升学有更多的优先， 那么
这种特长就不是特长，而是特权。可能
导致一些原本还没有发现自己真正特
长的学生，为了升学而不得不“造”出
自己的特长。 近些年的“艺考”就因为
有这种成分而引发参加“艺考” 的过
热现象， 最近提高“艺考” 生文化课
分数线，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消除过
热、 消除不平等的措施。

王文斌也表示： “相比对这项措
施带来正面影响的期待， 我更加关心

全科特长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 我
想这是这项措施能否发挥功效的一个
核心问题。”

在王文斌看来， 传统的“特长”
都有可操作的标准化评价办法， 而如
何评价一个孩子在某一学科是否为

“特长”， 如何评定， 又由谁来评定，
标准是什么， 这个需要有相应的配套
制度来解决。 否则， “全科化” 特长
生极容易沦为考试的附庸， 只不过是
另一种变相的考试选拔罢了。

“还需要警惕的是， 此举会刺激
部分家长、 学生人为地培养所谓特
长， 以在激烈的竞争中多一个获胜的
筹码， 最终只能是徒增学生负担， 有
违政策初衷。” 王文斌说， “评价一
个学生是否为特长生可以多元， 也应
该多元， 真心期望教育改革能保证学
生有时间、 有条件去发展真正的爱
好， 形成特长， 并终身受用。”

蔡梓文也认为， 中考特长生招生
应该在选拔标准上下功夫。 “什么样
的学生才是特长生， 这是实施政策的
最核心的地方。 我建议， 应该综合考
查学生从一年级到初三的学习表现，
科学地、 客观地、 准确地评价学生学
校特长技能和潜能， 做到人尽其力、
人尽其才。”

特长生“全科化”
若不专业易陷泥潭

储朝晖

根据《济南市2016年高中阶段学校招生
工作意见》，普通高中经市教育局批准，可招
收一定数量的学科特长生， 这里的学科包括
了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规定的所有科目。
这意味着从2016年起， 济南市中考特长生由
原来的狭义“艺术、体育”特长，变为涵盖语
文、数学、外语等国家规定范围内的义务教育
阶段所有课程广义的全学科特长， 学校可以
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招生情况自行判断，
从而确定相应特长科目。

这个想法挺好， 也符合人人都有其特长
的基本原理。 但是， 笔者认为， 评价学生的
一个基本原则， 是必须遵循学生的天性， 要
依据学生的天性设计评价方式。 在设计“全
科化” 特长生的时候需要考虑的是， 人的特
长是不是可以按学科的方式划分的， 比如，
某个学生在某一个时间段的化学科考得好，
他就一定是在化学方面有特长吗？

实践中的大量例证表明并非如此， 人的
特长表现远比一个人在某次考试中的表现要
复杂得多， 甚至连续几年在某个学科的高分
也未必证明他的优势潜能就在这个方向， 钱
伟长曾经文科的分数考得高， 数理考得很
差， 后来的事实反倒证明他的数理方面的潜
能或许比文科更强。 尤其在未成年阶段的基
础学科学习过程中， 不能以某个学科特长为
诱惑把孩子引向自己的非优势潜能方向。

所以， 各教育发达国家不仅抛弃了对学
生的智力测验， 也不会认同以学科特长对学
生的成长发展作出判断， 实践中尚在使用的
是性向测验， 性向是大致的方向， 不是学
科， 它未必准确， 但相对于学科特长而言具
有更宽的包容性。 若不能对学生的性向作出
专业的测定， “全学科” 特长生新政所带来
的究竟是什么需要多年以后才能确定， 其对
学生成长发展产生危害的风险就不可小视。

就以济南所设计的“全科化” 特长的设
计为例， 实施过程中哪些高中会招哪些学科
特长的学生依旧是一场博弈。 显然， 那些强
势的高中学校自然会选择招数理科特长的，
而那些招文科特长生的学校必然陷入劣势，
以此种方式最终并不能中止招生考试中的竞
争和压力， 也不能实现该项政策设计者所预
想的在学生均衡发展的基础上， 选拔出对某
一学科真正有天赋、 爱钻研的学生， 而只会
为不同学校掐尖提供新的通道， 最后在那些
小学科真有兴趣的学生和那些小学科上有优
势的学校会在这轮博弈中败下阵来。

简而言之， 没有可行可信的专业测试作
为基础，中考特长生“全科化”就会陷入泥潭。
唯有推进在中小学阶段的专业测评和诊断，
更准确地了解学生成长发展真实需求， 才能
实现在某个方向有优势潜能的学生更好地成
长发展，更好地让真的“特长生”出类拔萃。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专家观点

“培养孩子的特长非一日之功， 如
果为了降5分， 把精力和时间都投入到特
长科目的学习上， 忽视其他科目， 将得
不偿失， 毕竟最终录取是看中考总分，
而不是只看某一科的分数。”

———济南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处处长 王紘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 基础教
育阶段各科均衡发展是更优的选择。”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储朝晖

“评价一个学生是否为特长生可
以多元，也应该多元，真心期望教育改革
能保证学生有时间、有条件去发展真正的
爱好，形成特长，并终身受用。 ”

———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联现代中学初二
年级主任 王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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