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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信息化该为谁服务？
中小学生安全知识网络竞赛、中小学生地震科普知识网络竞赛、普法专题教育⋯⋯有不少一线教师表示，最近安

排的知识竞赛和网络学习太多了，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让人疲于应付。那么，这些种类繁多的网络竞赛、培训效
果几何？会对教师产生哪些影响？本期编发两篇文章，以飨读者。

聚
焦

近日，有同事向我诉苦：被网络绑架
了，快崩溃了。他不言我自明，最近一段
时间，仅在某个网络平台上就有：2016 年
省中小学生安全知识网络竞赛、全国中小
学生水上交通安全知识暨防溺水知识网络
竞赛、第二届全国中小学生地震科普知识
网络竞赛三项赛事。此外，市安全教育平
台上有专题教育、全国青少年普法网上有
各种学生法治知识网络大赛。组织参赛都
有红头文件，而且定期通报排名情况，甚
至纳入绩效考核。有些竞赛要求“三个百
分百完成”，即家长、学生、老师全体参
加。遇到家长不理、家里没电脑或不会电
脑的，班主任只能代劳。

这还没完。继续教育和各类培训要借
助网络学习，要参与国家、省教育资源公
共服务平台的活动，活跃度也要通报。近
期启动的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建设的工
作，时间紧，任务重，学校和教师本人都
很有压力。某平台不堪重负时常“瘫痪”，
很多老师只能下半夜起床上传视频和课
件，颇有怨言。

这类耗费大量时间的网络学习和知识
竞赛，其良好的初衷毋庸置疑，但对教师
专业能力和教育质量的提升到底有多大帮
助？与教育信息化应有的内涵是否一致？

教育信息化要健康发展，应该以师生为
本，不能脱离教育和学校实际，不能违背教
育规律。要让信息化为教育现代化插上翅

膀，不能让教育脱离立德树人的本质来迎合
或印证技术主义的好奇心。信息化要促进

“减负”，不能为用而用以至于“增负”。
教育信息化无论怎么发展，基础教育

终归离不开人。立德树人不可能完全由机
器和网络替代。中小学课堂不是电视大
学，未经教师筛选和转化的网络资源基本
是无效的课堂教育资源。网络时代，不是
资源少而是资源太多太杂，衡量知识的多
寡不在量的占有，甚至不在获取知识的能
力，而在筛选知识的能力。教育信息化要
研究必要性，要提高精准度。不能让师生
成为“知识”或信息的奴隶。

学校教育信息化不能被在线教育机构
“绑架”。慕课初来时，有人预言传统学校
将面临末日。据不完全统计，2014 年以
来，至少出现了100多个在线家教品牌。但
教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行业，烧钱不一定
能换来流量和客户的忠诚。家长的目的非
常明确，就是要提高孩子的学业成绩。今
天，在线教育公司终于明白，不与学校联
姻几乎寸步难行。某些教育行政部门之所
以热衷于网络培训和竞赛，与在线教育公
司的营销有关。很多项目都是这种第三方
平台做的，连内容都是由商家提供的，质
量参差不齐。如监管不力，必致泛滥成灾。

教育信息化要分清轻重缓急，分布实
施。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资源库是当务之
急，但也绝非一夕之功。虽集举国之力攻
坚何难不可克，但“量”与“质”毕竟是
两回事。何况新的课程改革和高考改革刚
刚启动，匆忙建立起来的资源库利用率未
必高。同时，在基础设施投入上不可操之
过急，要量力而行，逐步过渡，杜绝浪费。

（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

教育信息化要以师生为本
姚跃林

最近一段时间，一提起教育信息化，
教研员、校长、老师们都颇有怨言。为了
推进信息化，教育部门层层设立资源网
站、智慧平台，一个平台一个端口，一个
平台一个用户名和密码，要求所有在编在
岗的教职员工都必须注册、登记。考核指
标包括登陆次数、人气指数、活跃程度、
上传资料数量等等。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已经让老师们够辛苦的了，还要额外完成
少则一两个、多则五六个网络空间的创
建、维护工作。为什么有关部门不整合资
源，让老师们只需要维护一个网络空间
呢？在信息化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通过
搜索引擎都能找到的信息，为什么非得放
到这些指定的网络平台的空间里呢？原因
很简单，让老师们为他们架构的平台服
务，为他们架构的平台做宣传、挣点击
量，用他们架构的平台“绑架”老师。

远程网络培训也是一线教育工作者抱
怨的一个核心话题。有的远程网络培训，不
仅圈钱厉害，而且实效低下。自从实施教师
五年 360 学时的学分制以来，因为教育主管
部门力量有限，把许多远程网络培训，交由
第三方社会机构来实施。这些社会培训机
构参差不齐，对教师需求缺乏调查了解，开
发出一些粗制滥造的培训视频，老师们根本
不想看、不想学，只是无奈有学分要求，有的
老师只好点开视频，任由它播放。

在教育信息化推进过程中，还有一个现

象很普遍，那就是把学校、老师、学生当“小
白鼠”。许多 IT 公司、电子产品研发生产单
位，瞄准了教育信息化这块大蛋糕。研发的
多媒体设备、电子书包等等，产品质量不过
关、软件升级跟不上、操作程序复杂。借助
这些工具进行教学，不仅没能达到提高课堂
教学效率的目的，还给使用者平添了许多麻
烦。为了抢占市场，这些公司借助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下设的教育设施设备装备中心，强
行向学校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攫取巨额
教育经费不说，更主要的是耗费了教师、
学生的大量宝贵时间，让老师们做了许多
高耗低效的工作。这种把不成熟的产品直
接推向学校、学生的做法，以及因此带来
的负面影响，也是造成一线老师抵触教育
信息化推进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云曾经说过，软件开发者心里一定
要时刻想着用户，要让用户用起来像用傻
瓜相机那么简单、便捷，否则，你的产品
只会死路一条。套用这句话，我觉得教育
信息化也是如此。在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过
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信息化只是手段，它
是为教育教学服务的。如果手段、工具变成
负担，它的生命一定不可能长久。

违背规律，不循序渐进推进的教育信息
化要不得。那么，如何提高远程网络培训质
量，确保网络培训深受老师欢迎呢？很简单，
先培训后付款，不满意免付款，或者委托方根
据受训者的评价集中对第三方机构支付酬
劳。至于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库网站，不妨以
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统整，所辖范围内，一师一
账号，停止不必要的重复建设。少一点利益
纠葛，就会多一份简单便捷。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
校校长）

走偏了的教育信息化是枷锁
罗树庚

近日，在《中国青年报》刊发的《让人崩溃
的官场称呼》 一文中，作者讲了这么一个身边
事：“晚上打开电视，一条新闻片的字幕让我看
后一愣‘南京××学院副校长’。我提醒制片人
朋友，学院领导的职务应该是院长、副院长，而
不是校长、副校长。制片人回复，其身份是由院
方手写提供的，院方解释，他们在行政公文里统
一写为‘院长’，但是为了与二级学院区别，其
他场合一般都称为‘校长’。”

在官场体系中，官员的级别与称呼无比重
要，因为这些关系到官员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其
享受的待遇等。行政级别与职务维系着管理的稳
定，支撑的是行政权威。然而，学校毕竟不是官
场，学校是育人的场所，承载着培养未来社会所
需要的现代公民的重任。在校园里，将官场的行
政管理体系用于学校的教育治理，过度彰显级别
差距，充斥官场做派，无疑会让校园失去文化气
息，让教育偏离正常轨道。

如今的诸多学校，依然是行政管理一统天
下，学校管理者靠的不是自己的学术水平，不是
自己的教育理念，而是身后的位置、头上的官
衔。正因如此，管理者对自身的职务、级别、称
呼无比看重。

当学校的管理者享受着权力带来的精神体
验，沉浸于职位带来的心理愉悦，他们还会用心
思考教育吗？还会按照教育的思维治理学校吗？
在“官本位”的校园管理体系中，决定“官员”
行政地位的，是上级领导，而非教育本身，而其
下级以及普通老师，要想在行政管理体系中生
存，也必须运用官场思维，迎合领导。如此，校
园则变成了小小的官场社会，其空气又如何单纯
得了？

校长的称呼是思维方式与治理方式的生动诠
释与体现，从中我们可以窥视一些学校教育管理
的着力点。管理决定教育的走向，直接关系到教
师的教学。在行政管理体系下的学校，我们通常
也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官本位”思想，已经影
响着学生的行为，诸如媒体多次报道的“五道杠
大队长”“全员班干部”，为了当选班长给老师送
礼等等。学生对职位的看重，到底是上进的表
现，还是被教育者“官本位”思想感染，这真是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代社会需要的是民主、开放、平等的意
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管理者与教师是平等
的，师生之间是平等的，学生与学生之间是平等
的。这种意识需要从小培养，而非在学校里人为
地强化等级差距。校长也好，管理者也罢，都不
可更改其教师身份。过度看中“官员身份”，显
然迷失了自我，也偏离了教育的方向。

当然，称呼只是外在的一种形式，要真正让
教育称呼“去官员化”，还需要去行政化，真正
建立民主治校的现代教育治理体系，让教育回归
教育，让学校回归学校的宁静。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校园应该向
“官场称呼”说不

梁好

如今，面对出国留学人数快速
增长，世界名校录取率屡创新低的
现实，很多中国家庭希望孩子进入
国际学校或者国际班，以提升被世
界名校录取的可能性。

严格意义上说，国际学校指的
是为在本国生活的外国侨民提供母
语教育的学校，近年来又发展成同
时可以为本国学生提供国外教育模
式的学校。为了迎合家长心理从而
扩大招生，部分国际学校动辄宣扬

“全面引进”美式课程体系或者英式
课程体系，只功利性地讲授利于学

生留学申请的国际课程科目，而忽
略了给予尚且年幼的学生以最基本
的中国国情教育。培养出这样黑头
发黄皮肤，但没有中国魂的“香蕉
人”，不得不说是中国教育国际化的
歧路。

这种片面的教育方式本质上是
对国际教育理念的功利化扭曲，而
真正的国际教育恰恰强调的是对学
生民族性与国家性的培养，立足国
家从而成为世界公民。以全世界公
认度最高的 IB 课程 （国际文凭课
程） 为例，在 IB 文凭项目 6 个必选
学科组中，第一组语言 a1 与世界文
学就是对学生母语的教学，通过对
学生母语的培养与自身国情的认
知，来感受世界文化的多样与美
丽。而在整个 IB 教育哲学中占很大
比重的就是，学生通过了解和欣赏
本民族的文化、国情与历史进程，
从而对其他文明与价值观采取更加
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可以说，对学

生本国国情的认知与了解恰恰是国
际课程的基石与真谛。

不了解自身国情，失去中国心
的学生无法被世界认同与接受。国
外名校在招生时会有意地招收来自
不同国家、拥有不同国情与社会背
景的学生，从而达到校园文化的多
样性，让学生对世界有更为广阔的
认知与理解。如果学校无法感受到
学生对所处社会的感知与见解，就
很难获得世界名校的青睐；此外，
缺少国情教育，失去民族性的学生
在留学生活中，很难获得国外社会
的尊重。而在被利益扭曲了的国际
教育下，手段代替了目的，交易代

替了育人，学生对自己的国家与社
会情况不甚了解，没有历史的使命
感与积极的人生观，缺乏基本的法
律和道德意识，这些恰恰也是近年
来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发生的学术抄
袭、奢侈炫富、校园暴力等问题的
一大根源。

如今，回国发展已经取代外国
就业成为中国学生的主流发展方
向。出国留学并不能确保学生一定
能在国外就业发展。中国的快速崛
起正深刻地改变世界，中国巨大的
市场与潜在的机会正吸引着来自世
界的人才。学生回国就业成败与否
的关键就是对国情的认识。只有认
识好国情，学生才能对自己有一个
明确的人生与社会定位，从而更好
地发展。

改变当前国际教育中的片面性
与功利性，为追求留学申请“成
功”而忽视国情教育的问题，需要
政府、学校、家长、学生等社会各

方的共同参与，在教书育人与文化
传承上，人人都是责任方。首先教
育行政部门要做好教育法规的贯彻
与落实，加大对国际学校教育教学
的监督与管理，杜绝部分国际学校
国情课程形式化、表面化的问题。
国际学校作为教育开展的主体，更
应该端正自身的办学理念，自觉
地开展国情教育。可喜的是，中
国正有一批优秀国际学校认识到
这个问题并在积极地开展国际课
程本土化的探索，在努力做好国
际课程、国际应试课程与本土相
关课程的平衡。教育少不了家长
的参与，也正是部分家长功利地
追求世界名校的录取，才导致并
加剧了国际学校忽视国情教育的
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家
长们要从长远的角度来为学生规划
未来，从整体的角度培养学生的健
全人格和发展能力。

（作者系留学监理网总编辑）

国际教育不该培养“香蕉人”
胡本未

/ 漫话 /

近日，有网友报料称，杭州少
年宫的地上搭了很多帐篷，里面吃
的喝的睡的装备齐全。记者调查发
现，很多学生早上、下午都在少年
宫上兴趣班，为免去来回接送、让
孩子中午能睡一会儿，父母就把必
需品都搬到帐篷里。少年宫一位工
作人员说：“帐篷可以搭，只要不搭
在活动场地上、不影响交通。”

如此陪读

薛红伟薛红伟 绘绘

近日，“女生在寝室遭同学围殴嘴被撕裂，打
人者称对警车免疫”的校园暴力事件，成了热搜新
闻。据媒体报道，北京某民办学院的两名女生，在
宿舍遭多名女同学殴打。事发后，打人的女生小
飞（化名）被警方带走接受调查，她在微信朋友圈
发布警车及警察照片，并配有“对于坐警车已经免
疫”等调侃性文字。

未成年人以如此“泰然”的方式施暴、如此“老
道”的方式评论警方调查，是“被打少女一共缝了
30 多针”的新闻内容之外，更令人脊背发凉的事
情。据称，这位主导施暴的女学生，此前已经受到
学校处分，但在如此严重的暴力事件发生后，校方
仍建议“双方协商解决”“作为中间人为双方进行
协商”。

校园暴力近年来屡见不鲜，应对措施也在不
断升级。这起校园暴力事件，正好表达了同期新
闻“防治校园暴力意见拟下月出台”的紧迫性。值
得追问的是，依托于主流教育体系落地的防治暴
力意见、铺展于公办中小学的防治暴力专项行动，
到底有没有对社会办学的事实约束力？

到 2015 年，我国的各级各类民办学校已经超
过16万所，招生1600多万人。从各种信息交叠而
成的生存图景看，它们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承载
了从主流教育体系中脱离出的青少年群体，即没
有按照“中考—高考—公立大学”这个传统路径成
长的群体。这客观上使民办学校遇到的教育对象
更为多元化，要应对的教育个案更为棘手，有更多
包括校园暴力在内的问题存在的可能。

当前，民办学校常常处于监管缺位的状态
中。办学标准参差不齐、教育对象最为多元的地
带却没有得到有效监管，未成年施暴者调侃“对警
车免疫”的景象出现，也就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管理本身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重视，不看不
问、少看少问并非尊重宽容，而是将对象边缘
化。频频和“暴力”挂钩的民办学校新闻也许是
种呼唤——防治校园暴力需要完整的教育地图，
同样应该将民办教育置于防暴的放大镜之下，而
对社会办学的日常性督导、监管也该被赋予更高
的效能。

（转载自10月18日《光明日报》，有删节）

防治校园暴力需要
完整的教育地图

刘白

教育信息化要健康发展，应该以师
生为本，不能脱离教育和学校实际，不
能违背教育规律。

信息化只是手段，它是为教育教学
服务的。如果手段、工具变成负担，它
的生命一定不可能长久。

察
教育

观

真正的国际教育恰恰强调
的是对学生民族性与国家性的
培养，立足国家从而成为世界
公民。

/ 一家之言 /

/ 网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