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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第

□李晓鹏

历年高考，作文题无疑是公众最为关

注的重点之一。高考写作应该是考生们集

中表达自己思想的一次机会。虽然可能受

到考试的制约，表达不够充分，虽然人的思

想可能会发生变化，但18岁的这次考试，

却能够反映出他们思想的底色。所以，关

注高考作文题，实际上是在关注这一批考

生表现出来的思想水平和思考能力。

在我看来，高考既是一次选拔，同时也

是一种检验。选拔是人才的选拔，检验是

水平的检验。如果把语言当成一种工具，

高考作文要检验的就是考生能否熟练掌握

这门工具，来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所以，高考作文题目，不应该被赋予太

多的意义，选题也不宜离考生太远，一些过

于遥远的、虚无缥缈的内容，考生没有多少

机会真正接触到，写出来自然没有真情实

感，只好人云亦云、不求甚解的来上几句。

有意思的是，今年耶鲁大学入学考试

中，短文的题目是“一件自己最喜欢做的

事”。一个小姑娘平时最喜欢订披萨，她充

满激情地写了订披萨带来的有趣之处，结

果得了满分，顺利被耶鲁大学录取。满分

的理由很简单，文理通畅、逻辑清晰、表达

流利，有真情实感，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从而打动了评分教师。

高考是指挥棒，高考作文作为最能检

验考生思想性的题目，直接反映了一代人

的思维方式，是选择那些自己并没有真正

理解的内容来阐释，还是讲一段跟自己有

关的真实故事？我相信，后者要比前者来

得更加重要。

文字是一种工具，思想必须依托文字

才能得到表达。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才

会有什么样的思想。所以，在高中阶段形

成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要比考试所强调

的“中心思想”更加重要。高考作文最应该

考的，就是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就是要讲

常识、讲事实、讲逻辑以及亲身体会。

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教育，应该掌握一

套以严密逻辑和流畅表达为基础的思维方

式，严密的逻辑提供了独立思考的勇气，流

畅的表达让你可以和别人讨论交流。不是人人都能成

为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但人人都应该有基于事实和常

识的、科学理性的思维方式。

在今天这个碎片化时代，各种思想观点像出笼的野

马群一样狂暴，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很容易在其中迷

失自己，人云亦云，被一些无视真相、胡编乱造的谣言带

到沟里去。对抗他们最强大的武器，就是独立理性的思

考和探究精神。

高考作文题，考的应该是文理而不是文艺。如果能

让学生找到表达的欲望，能够检验学生们的思维方式，

就是最好的题目。

□本报记者 周洪波
见习记者 邵焕荣

小发明、制作航模、拼七巧板、

算24点……嵊州市剡溪小学举办的

“科学达人”选拔比赛上，科技的乐

趣和魅力点燃了孩子们的热情。

剡溪小学位于嵊州市城郊接合

部，由 3 个完小撤并而成。虽然

2012 年才成立，但在科技教育领

域，该校已经小有名气。“我校学生

80%来自属地街道20多个自然村，

其中包含很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他们在自主学习、独立探究能力方

面与城区孩子有较大差距。开展科

技教育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变这一

现状，努力引导孩子养成善学习、善

探究、善思维的习惯。”校长王孙君

说。从2013年开始调研、培训，到

建设科普基地、组建科技社团，再到

编写校本教材、开设拓展性课程……

科技教育迅速融入剡溪小学的整体

教学当中，并成为推动学校发展的

重要引擎。2015年 11月，学校承

办了省劳动与技术“疑难问题解决”

专题研讨会，来自于全省的200多

名劳技教研员、综合实践活动骨干

教师对该校的科技教育留下了深刻

印象。

“剡溪科苑”是剡溪小学开展科

技教育的大本营，这一区块位于该

校综合楼三楼，总建筑面积700多

平方米，目前已建成奥秘馆、发明

屋、手工坊、七巧室等多个科技活动

室。学校累计投入50多万元购买设

施设备，让科苑成了学生们的科技

乐园。该校科技教育负责人姚赛英

表示，硬件只是开展科技教育的基

础，更关键的是让科普场馆和日常

科技教育融合起来。为此，剡溪小

学精心设计课程，每周二、四下午在

科苑开设社团活动课，每周五下午

开设“灵动航模”“七巧世界”等以科

技为主题的兴趣课，再加上建模、实

验操作等短期培训，科苑的设施设

备几乎一天都没闲着。此外，学校

还别出心裁地设计了奖励制度：凡

是在科学课上表现突出的学生都可

以得到一张科苑入场券，有了它，学

生就可以根据学校的安排自由进出

科苑。王孙君表示，下一步他们计

划把科学教师的办公室搬到科苑里

面，这样学生就可以随时随地使用

里面的设施设备了。

生态化是剡溪小学科技教育的

另一特色。依托4600多平方米的

绿化面积，学校设置了“四季园”“小

水珠农场”“毕业林”等多个生态科

技教育场所。四季园分设春、夏、

秋、冬4个区块，分别种植着时令植

物，学生们给每一种植物挂上了自

己制作的“名片”，内容包括植物的

类别、科属、原产地、作用等。姚赛

英说：“我们把小学课本里出现过又

适合本地种植的所有植物都搬到了

园子里。现在，不用我们教，学生自

己就可以观察和记录植物的变化。”

除此之外，每年11月，学校还会

举行为期一个月的“科技嘉年华”活

动。整整一个月时间，学校科苑全

天对学生们开放，邀请科学专家来

校作讲座，并组织学生去市科技馆

体验，同时举办各种科学知识竞赛

和科技作品比赛。

在科技教育氛围的熏陶下，剡溪

小学涌现出了许多的“科技小达人”：

张锦获省航模比赛一等奖，赵方健获

全国七巧板创新作品一等奖，张彬锋

发明的“防近视防驼背文具盒”获得

市科技创新成果一等奖……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乐琼

当下，教育现代化对学校改革

和发展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和挑

战。“学校转型如何基于自身实际

应对新时期对教育的要求？”“如何

提升学校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的

活力？”杭州市日前举办“学校转型

与教育发展”为主题的校长论坛，

就学校转型的变革路径开展了多

维度的交流和讨论。

个性化教育转型从教师起步
“学校管理的转型关键在于学

校是否关注教师的个性发展，教师

不再只是完成所期待的教育教学

任务，而是要有自己的绝活。”杭州

市天长小学校长楼朝晖说，教师的

个性化成长将会成为满足学生个

性化教育需求的不二路径。该校

有位名叫马迎春的教师，对儿童观

察抱有浓厚的兴趣，从2015年开

始每周创作2～3篇观察童话，有

时班上的学生也参与写作。她班

上的33个孩子，每人都有专属的

动物ID：懒洋洋的树懒、一身正气

的小黄牛、爱说“酷”扎俩小辫子的

小兔子……孩子们之间发生的点

滴行为成了她独具特色的教育童

话题材。“通过一个个童话故事，孩

子们感受到我对他们的赞赏和期

待，家长们也开始关注孩子的学校

生活。”马迎春说，在学校的支持

下，她打造了“观察文学圈”微信公

众号，形成个人专著《立体阅读·观

察文学》，并受邀出席世界比较教

育学会联合会今年举办的“世界比

较教育论坛”，分享儿童观察与行

为诊断上的独到理解。

在天长小学，包括马迎春在内

的20多名教师出版了个人专著。

专著不再是论文，而是一项项基于

日常生活认识学生、认识教学的研

究。教师的个性化培养是该校办

学90年以来最重要的教育管理理

念。楼朝晖非常清楚：“师生关系

变得越来越重要，学生喜欢谁上

的课、喜欢怎样上课，心目中都

‘有杆秤’，教师对于学生的向心

性是要建立在教师教育个性的基

础之上的。”对此，浙江省教育评

估院基础教育评估所所长赵婷婷

深以为然，教师的教育个性和学

生个性能够产生一个契合点，“这

种契合点不是强加的，而是发自

教师内心的，是可以赋予学生的

最合适的教育”。

教学方式转型向信息技术借力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张珏认为，教育现代化亟待破解

教育信息化水平不高，教与学的关

系、教学方式、教学评价变革滞后

的问题。对此，杭州市十三中教

育集团校长汪建红提出了教育信

息技术和课堂教学改革相融合的

教育提质路径。她说：“课堂是教

师和学生焕发生命力的地方。新

技术用于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合作

学习，既把握了每位学生的探究

过程，形成过程性评价，又能在交

流探讨中提升学习力。”事实上，

该校在这方面已有了近5年的探

索，Pad、电子白板录播系统、云视

窗、微课、学科教学小应用等时尚

元素纷纷进入课堂。

一项“粗盐的提纯——过滤”

教学的小组合作实验中，组内一位

学生用Pad对实验过程进行了录

像，在烧杯嘴、漏斗颈部等细节处，

给出了操作画面的特写镜头。小

组活动完成后，教师种宁将各组实

验实录投放到大屏幕，进行点评。

种宁说，这样的同屏技术，就像流

动的黑板，能够关注到每个学生，

发掘学生在问题解决中呈现的好

方法、好思路，也能及时发现典型

错误，小组成员之间的合作更加紧

密高效。

新课程改革以来，该校探索转

型变革之路。在课堂时空、组织

形态、学习活动、教学评价和保障

机制的五大解放行动中，教育信

息技术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信

息技术如何与新的教学理念相融

合，创造出新的教学方式成为关

键。汪建红说，新技术的使用要

贴合各学科教学的需要，优化师

生之间的互动，学生是学习的主

体，同时教师要依据学生学习的

具体情况对课程进行系统规划，

课上弹性把握、张弛有度，课下情

感互动、行为示范。

办学转型为学生提供多种选择
在今年的新高考选考中，杭州

市长河高级中学2017届的学生从

“物化生”组合的58人到“生政技”

组合的1人，7选3的35种组合，一

个不少。如此，满足学生多样化选

择的同时，也对教师的教学工作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该校分管教学

的副校长秦慈田告诉记者，学校从

高二开始同时开设各选考学科，直

接导致同一学科会有多个教学班

同时进行，而“学生用脚来选择去

哪个教室上课”。对于个性化定制

一人一课表的做法，杭州市教育科

学研究所副所长金卫国表示肯定：

“虽然挑战不小，但是实实在在地

将多样化办学的教育哲学落实到

教学实践当中。”

多样化、选择性教育也离不

开学校开设的各种拓展性课程，

为学生未来专业选择、职业取向

做了铺垫。学校对此类课程的定

位也日渐清晰，从原先“为开课而

开、能开就行”到如今结合学生生

涯规划和成长发展，既有课程又

有创新实验室，比如手工印染与

服装设计创新实验室、人工智能

与3D创新实验室等。其中，最具

特色的内在动力激发创新实验

室，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发展心理

研究所方晓义教师团队，并融合了

“新宏志教育”的办学特色，实验室

配备了思维能力训练仪、智能身心

反馈训练系统、职业生涯体验虚拟

现实系统等设备，根据高中生三级

发展指导模式开展学生发展的系

列工作，促进学生品德、学业、心

理、生涯等多方面发展。

该校校长何东涛说，教育改革

的大方向，就是在学校转型发展的

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多样化选择，

用专业能力为学生提供增值服务，

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要有自己的独

立性思考与专业性判断，需要一种

教育的风骨和柔情。

本报讯（通讯员 吴 骞
尉俊傑）“原来婺剧中的脸谱这

么有讲究，不可以随便乱涂颜

色，我要回家把这些知识告诉爸

爸妈妈。”一年级学生章洋在体

验完“画脸谱”后，拿着自己涂色

的脸谱兴奋地说。最近，金华市

宾虹小学将校园打造成一个“迷

你城市”，把现实社会里的生活

场景浓缩在一个环境里，让孩子

们通过扮演其中角色来参与体

验，在玩中释放天性，从而更好

地享受生活、快乐学习。

“玩享家乐园”是宾虹小学

的教师们为这次活动取的名

字，以“玩”“享”为主题，设置了

“玩婺味、享文化”“玩妙招、享

创意”“玩运动、享健康”“玩角

色、享生活”四大板块。各班级

展开头脑风暴，设计出一系列好

玩又有意义的活动体验项目。

比如章洋参与的正是“玩婺味、

享文化”板块，当中的“婺州陶

艺”“婺剧百花园”“最美金华话”

等项目，将金华的传统文化搬进

校园。而五年级学生盛晗露则

在“玩角色、享生活”板块的活动

中体验了“新闻主播”这一职业，

其他还有歌手、建筑师、交警等

各式各样的职业体验，让孩子

们对未来想从事的职业有了更

多理解。

本报讯（见习记者 曹可可）以漫画的形式解读经典是不少

文化大师的专长，但初中生画笔下的《论语》又是怎样的呢？近

日，由杭州公益中学师生共同参与创作的《大画〈论语〉》一书出

版，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热烈追捧。

《大画〈论语〉》选取《论语》中学生比较感兴趣的72章内容，

以学生绘画的形式表现出来。有别于市面上的其他同类书籍，

《大画〈论语〉》囊括了水墨画、丰子恺式绘画、卡通动漫等多种绘

画风格，凸显了当下青少年多样化的审美喜好。此外，《大画〈论

语〉》的另一大特色是“同龄人语”，让学生结合自己喜爱的影视

动漫作品，对“富而好礼”“学以致用”等经典国学理念加以阐释，

达到古为今用、举一反三的目的。

据校长潘志平介绍，《大画〈论语〉》是公益中学此前出版的

《嗨，孔夫子》的姊妹篇，创作的目的就是要让经典结合生活。“大

多数学生提起古文都会有点抵触，《嗨，孔夫子》和《大画〈论语〉》

以漫画和同龄人解读等更容易被学生接受的方式来解读《论

语》，希望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其中，深化对经典的理解。”

师生原创漫画版《论语》

谁是未来化学工程师
日前，湖州市第二中学开展了“走近化学工程师——化学物质制备比赛”，以激发学生的探

究热情，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经过高一、高二各班选拔，该校共90余名学生参加了相应组别
的角逐。图为比赛现场。 （本报通讯员 屠红良 沈小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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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成了孩子们的科技乐园

寻找学校转型的可能

近日，著名摄影家吴品禾等走进云和县江滨实验小学，为山
里娃传授摄影技艺。该校是浙江省摄影艺术特色学校，自编摄
影课程“童心童趣”被评为了省精品课程。学生在“全国未来之
星阳光体育摄影大赛”中，连续四年荣获小学组特等奖。图为学
校摄影艺术节上，学生们的游戏成为小摄影师们捕捉的对象。

（本报通讯员 吕周亮 杨恒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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